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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思科安全管理器（安全管理器）使您可以管理大型、中型或小型网络中思科设备上的安全策略。
您可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可共享的对象和策略管理数以千计的设备或少数设备。安全管理器还
支持针对不同使用案例进行优化的多个配置视图，支持调配许多特定于平台的设置，并且提供设
备分组功能。

本指南包含以下内容：

 • 列出有关安装安全管理器及其相关应用的硬件和软件要求。

 • 介绍有关您选择安装的软件应用以及在其中进行安装的环境的重要概念。

 • 提供有关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和自动更新服务器以及为安全管理器安装专用客户端软件
的说明。

 • 介绍在安装后必须要做的事项，以便您可以成功使用新安装的应用。

 • 指导您了解并解决在安装期间或安装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备注 在安装应用之前，我们建议您阅读 Cisco.com 上与您选择安装的实际软件组件 相关的版本说
明，以了解 新信息。版本说明可能包含对此指南的更正或补充内容，或提供可能影响规划、准
备、安装或部署的其他信息。请参阅产品文档（第 viii 页）。

目标读者
本文档面向安装、配置、部署和管理安全基础设施的网络和安全人员。

约定
本文档使用下列约定：

项目 约定

命令和关键字 粗体字体

供您提供值的变量 斜体字体

显示的会话和系统信息 屏幕字体

您输入的信息 屏幕粗体
vii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前言

获取文档和提交服务请求
备注 表示读者需要注意的地方。“注释”中包含有用的建议或本指南未涵盖材料的引用信息。

注意 表示读者应当小心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操作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或数据丢失。

提示 表示以下信息有助于您解决问题。该提示信息可能不是故障排除或操作，但可能是类似于诀窍的
有用信息。

产品文档
思科文档和其他资料在 Cisco.com 上提供。表 1 按照我们建议的阅读顺序介绍了适用于思科安全
管理器和自动更新服务器的文档。

获取文档和提交服务请求
有关获取文档、使用思科漏洞搜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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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新的和经过修订的思科技术文档直接接收到桌面，可订阅思科产品文档更新 RSS 源。RSS 源
是一种免费服务。

您输入的变量 屏幕斜体字体

菜单项和按钮名称 粗体字体

在段落中选择一个菜单项 选项 > 网络首选项

在表中选择一个菜单项 选项 > 网络首选项

项目 约定

表 1 安全管理器文档 

文档标题 可用的格式

思科安全管理器版本说明

此外，还包括自动更新服务器。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
ts-release-notes-list.html

支持用于思科安全管理器的设备和软件版本

包括自动更新服务器的支持信息。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
ts-device-support-tables-list.html

思科安全管理器安装指南

（本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
ts-installation-guides-list.html

思科安全管理器用户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
ts-user-guide-list.html

自动更新服务器用户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
ts-user-guide-list.html

上下文相关的在线帮助 在 GUI 中选择一个选项，然后点击帮助。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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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1

概述

本章包含以下各节：

 • 组件应用简介，第 1-1 页

 • 相关应用简介，第 1-3 页

组件应用简介
安全管理器安装程序让您可以安装某些应用，而且在您安装时，需要您安装某些其他应用。本部
分介绍这些应用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 Common Services，第 1-1 页

 • 安全管理器，第 1-2 页

 • 自动更新服务器，第 1-2 页

Common Services
默认情况下，安全管理器 4.10 中捆绑提供 Common Services 4.2.2。

Common Services 提供数据存储、登录、用户角色定义、访问权限、安全协议和导航的框架。它
还提供安装、数据管理、事件和消息处理以及作业和流程管理的框架。Common Services 为安全
管理器提供至关重要的服务器端组件，包括：

 • SSL 库

 • 嵌入式 SQL 数据库

 • Apache WebServer

 • Tomcat servlet 引擎

 • CiscoWorks 主页

 • 备份和恢复功能

备注 安全管理器 4.10 不支持 Common Services 中的设备和凭证存储库 (DCR) 功能。“组”选项卡也已
从安全管理器 4.10 的“Common Services”页面中删除。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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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概述        

组件应用简介
安全管理器

思科安全管理器是一款企业级管理应用，旨在在思科网络和安全设备上配置防火墙、VPN 和入侵
防御系统 (IPS) 安全服务。思科安全管理器使用基于策略的管理技术，适用于任何规模的网络，
从小型网络到包含数以千计设备的大型网络都包括在内。思科安全管理器可与思科安全监控、分
析和响应系统 (MARS) 协同工作。这两种产品配合使用可提供全面的安全管理解决方案，从而实
现配置管理、安全监控、分析和风险缓解。

备注 有关安全管理器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csmanager 。有关思科安全 
MARS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mars 。

若要使用安全管理器，您必须安装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

安全管理器具有以下特性和功能：

 • 从一个桌面对 VPN、防火墙和入侵防御系统进行服务级和设备级调配

 • 设备配置回滚

 • 拓扑图形式的网络可视化

 • 工作流程模式

 • 预定义和用户定义的 FlexConfig 服务模板

 • 集成的资产、凭证、分组和共享策略对象

 • 对相关应用进行便利的交叉启动访问：

 – 当您安装服务器软件时，还会安装只读版本的下列设备管理器：自适应安全设备管理器 
(ASDM)、PIX 设备管理器 (PDM)、安全设备管理器 (SDM) 和 IPS 设备管理器 (IDM)

 – 当您安装服务器软件时，还会安装思科 Prime 安全管理器的交叉启动点（而不是实际安
装思科 Prime 安全管理器）。

 – 您可以将 ASA 和 PIX 设备从安全管理器添加到自动更新服务器 (AUS)。

 • 集成监控由 ASA 和 IPS 设备生成的事件。您可以使用事件查看器功能选择性地监控、查看和
检查 ASA 和 IPS 设备生成的事件。

自动更新服务器

如果您选择安装 AUS，可以将其与安全管理器安装在同一服务器上，也可以将其安装在其他服务
器（如 DMZ 中的服务器）上。AUS 和安全管理器可以共享设备资产信息和其他数据。AUS 使用
基于浏览器的用户界面，并且需要 Common Services。

使用 AUS，可以在使用自动更新功能的 PIX 安全设备 (PIX) 和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上升级设备
配置文件和软件映像。AUS 支持拉模型的配置，您可以使用该模型进行设备配置、配置更新、设
备操作系统更新和定期配置验证。此外，将动态 IP 地址与自动更新功能结合使用的受支持设备可
以使用 AUS 升级其配置文件和传递设备和状态信息。

AUS 可提高远程安全网络的可扩展性、降低维护远程安全网络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并且让您能够
管理动态寻址的远程防火墙。

有关 AUS 的详细信息，您可以参阅位于以下安全管理器网站上的 AUS 文档：
http://www.cisco.com/go/csmana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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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应用简介
相关应用简介
思科还提供了其他一些与安全管理器集成以提供附加功能和优势的应用：

 • 思科安全监控、分析和响应系统 (MARS) - 安全管理器支持通过 MARS 在防火墙和 IPS 的策
略与事件之间进行交叉关联。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您可以高亮显示特定防火墙规则或 
IPS 签名和请求，以查看与这些规则或签名相关的事件。您可以使用 MARS 选择防火墙或 
IPS 事件和请求，以在安全管理器中查看匹配的规则或签名。这些策略-事件交叉链接对于网
络连接性故障排除、确定未使用的规则以及签名调整活动特别有用。在思科安全管理器用户
指南中详细介绍了策略-事件交叉链接功能。有关 MARS 的详细信息，可以访问 
http://www.cisco.com/go/mars 。

 • 思科安全访问控制系统 (ACS) - 您可以选择性地配置安全管理器，以使用 ACS 对安全管理器
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ACS 支持定义自定义用户配置文件，以进行基于角色的精细授权
控制，并且能够将用户限制到特定设备组。有关配置安全管理器和 ACS 集成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有关 ACS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go/acs 。

 • 思科配置引擎 - 安全管理器支持使用思科配置引擎作为部署设备配置的机制。安全管理器会将
增量配置文件部署到思科配置引擎，该文件存储在此处以便日后从设备进行检索。思科 IOS 路
由器、PIX 防火墙和 ASA 等使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的设备会与思科配置引擎通
信，以获得配置（和映像）更新。您也可以将安全管理器与配置引擎配合使用，以管理具有静
态 IP 地址的设备。当使用静态 IP 地址时，您可以发现网络中的设备，然后通过配置引擎部署
配置。有关可与安全管理器配合使用的配置引擎版本的信息，请参阅此版本产品的版本说明，
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
有关配置引擎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loud-systems-management/configuration-engine/index.html 。

启用事件管理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您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启用事件管理，则不能将该服务器用于以下服务：

 •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上的系统日志 

在安装或升级安全管理器的过程中，Common Services 系统日志服务端口会从 514 更改为 49514。
以后，如果卸载安全管理器，该端口不会恢复为 514。关于可用端口的其他信息在表 3-1，第 3-2 页 
和表 A-1，第 A-2 页 中提供。

如果操作系统可用的 RAM 量不足，事件查看器会被禁用（详见表 3-3，第 3-4 页）；但是，
Common Services 系统日志服务端口仍然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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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事件管理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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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2

许可 

通过本章中的信息，您可以确定安装和使用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所需的许可证。本章还提供有关
各种可用许可证（如标准、专业和评估版本）的说明。

本章不介绍许可证的安装，只包含几点注释。有关订单的规定要素，请参阅第 5 章“安装和升级
服务器应用” 。

本章介绍了设备计数，旨在帮助您确定所需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许可证。

本章 后介绍面向希望使用思科安全管理器 API 的思科合作伙伴的 API 许可相关信息。

确定安装和使用安全管理器所需的许可证
需要什么样的许可证取决于您是要执行全新安装，还是要从某个旧版本升级：

 • 安全管理器的全新安装，第 2-1 页

 • 从安全管理器 4.x 和 3.x 升级，第 2-1 页

安全管理器的全新安装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的全新安装需要购买相应的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许可证。有关思科安全管
理器许可的详细信息，可以在以下位置的产品公告中找到：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ecurity-manager/bulletin-listing.html 。

从安全管理器 4.x 和 3.x 升级

要从安全管理器 4.0、4.0.1、4.1、4.2、4.3、4.4、4.5、4.6、4.7、4.8 或 4.9 升级，不需要应用任
何许可证。您的现有许可证是有效的。

从思科安全管理器 3.2、3.2.1、3.2.2、3.3 或 3.3.1 升级的客户需要购买相应的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许可证或版本升级许可证。有关思科安全管理器许可的详细信息，可以在以下位置的产品公
告中找到：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ecurity-manager/bulletin-listing.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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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器许可证说明
安全管理器许可证说明
除了 90 天免费评估许可证之外，还提供两种基本许可证类型：标准和专业。

标准和专业

有关适用于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的基本许可证的列表，请参阅表 2-1。

有关专业基本版本与标准基本版本的比较，请参阅表 2-2。

要获得基本许可证，您必须具有（或获得）Cisco.com 用户 ID，并且您必须在 Cisco.com 上注册
软件副本。注册时，您必须提供附加在随附软件包中的软件许可证申请证书上的产品授权密钥 
(PAK)：

 • 如果您是 Cisco.com 注册用户，请先访问 http://www.cisco.com/go/license 。

 • 如果您不是 Cisco.com 注册用户，请先访问 http://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

您必须在前 90 天内尽快为所需数量的设备注册安全管理器，以确保不间断地使用该产品。每次
启动该应用时，系统都会提醒您评估许可证的剩余天数，并提示您在评估期进行升级。在评估期
结束时，将无法登录，直到升级许可证为止。

注册后，基本软件许可证会发送到您在注册过程中提供的邮件地址。将许可证保存在安全的位置。

表 2-1 可用基本许可证列表 

许可证名称 许可证缩写
可管理设备数量（请参阅设备
数量，第 2-4 页）

Standard-5 ST5 5

Standard-10 ST10 10

Standard-25 ST25 25

Professional-50 PRO50 50

Professional-100 PRO100 100

Professional-250 PRO250 250

表 2-2 专业基本版本与标准基本版本的比较 

特性 在专业版本中受支持？ 在标准版本中受支持？

支持增量（“附加”）设备许
可证包，增量为 50、100 和 
250 台设备

是 否

支持管理思科 Catalyst 6500 和 
7600 系列交换机及关联的服务
模块

是 否

支持管理防火墙服务模块 是 否

支持临时许可证（具有到期日
期的许可证）

是 否（仅支持永久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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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到专业升级许可证
90 天评估许可证 
如果您在安装过程中没有提供许可证，这样安装的版本将为评估版本。您还可以在安装过程中选
择仅评估。请参阅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第 5-2 页。

评估许可证仅限用于 50 台设备。

评估许可证提供与专业版许可证相同的权限，但关于不同版本的安全管理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在安全管理器 4.6 及更早版本中，无法为评估版本应用增量许可证。

 • 从安全管理器版本 4.7 开始，您可以为评估版本应用增量许可证。

标准到专业升级许可证 
提供标准到专业升级许可证。仅当基本许可证为 Standard-25（“ST25”）许可证时，才可应用
该升级。

备注 STD-TO-PRO（标准至专业）升级会将 ST25 许可证转换为 PRO50 许可证，从而能够为 50 台设备
提供支持。若要为更多设备提供支持，您需要购买必要的增量许可证。

版本升级许可证 
如果您需要从以前的主版本（如 3.3）升级到安全管理器 4.10，则可以购买版本升级许可证。

有不同的版本升级许可证。每一个版本升级许可证对应于从以前版本到特定基本许可证的升级。
仅当您将相应的基本许可证（例如，PRO50）应用到以前版本的安全管理器时，才可以使用特定
的升级许可证（例如，PRO50U）。不接受其他升级许可证。

增量（“附加”）许可证 
如果您的基本许可证为专业版本（不是标准版本或评估版本），则可以购买增量（“附加”）许
可证，以增加可管理的设备数量。您可以根据需要购买任意数量的增量许可证。

您购买用于以前版本的增量（“附加”）许可证仅对当前版本有效。例如，如果您具有用于安全
管理器 4.10 的 Professional-50 许可证，则可以使用购买用于安全管理器 4.5 的增量设备许可证。

增量许可证按照 50、100 和 250 台设备的增量提供。

活动和备用服务器
思科安全管理器许可证允许在单台服务器上使用思科安全管理器。如果在任意某个时间点只有一
台服务器处于活动状态，则用于高可用性或灾难恢复配置等用途的备用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不
需要单独的许可证。即使在使用高可用性 (HA) 配置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备注 使用备用服务器的用户负责定期从其活动服务器手动恢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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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应用许可证
组件应用许可证
一些组件应用不需要许可证文件：

 • Common Services 不需要许可证文件。

 • 自动更新服务器不需要许可证文件。

设备数量
当您将以下任何设备添加到设备清单时，安全管理器都会消耗一个设备计数（许可证所允许的
数量）：

 • 每个物理设备

 • 每个安全情境

 • 每个虚拟传感器

高级检测和预防安全服务模块 (AIP SSM)、IDS 网络模块、IPS 高级集成模块 (IPS AIM) 以及设备
（主机设备上安装的 AIP-SSC 5 和 Catalyst 6500 或 7600 除外）支持的任何其他模块不消耗设备
计数；但是，额外的虚拟传感器（在第一个传感器后添加）会消耗设备计数。

使用防火墙服务模块 (FWSM) 时，该模块本身会消耗一个设备计数，然后每个额外的安全情境也
会消耗另外一个设备计数。例如，包含两个安全情境的一个 FWSM 将消耗三个设备计数：一个
用于该模块，一个用于管理情境，还有一个用于第二个安全情境。

非受管设备是一种特殊情况。在安全管理器中，您可以将非受管设备添加到设备清单。非受管
设备是您在设备属性中取消选择了在思科安全管理器中管理的设备。非受管设备不会消耗设备
计数。

另一类非受管设备是添加到拓扑图的对象。您可以使用图 > 添加图对象命令在图上添加不同类型
的对象，如网络云、防火墙、主机、网络和路由器。这些对象不会出现在设备清单中，而且不会
消耗设备计数。

要确定您的设备计数（需要确定所需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许可证），请参阅表 2-3。

提示 为了确定所需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许可证，对安全管理器 4.10 设备进行计数的方式与 近版本的
安全管理器的计数方式相同。

表 2-3 确定您的设备计数 

设备 
模式（也称为
情境） 

设备计数（也称
为许可证计数，
简称为许可证） 备注 

排除的设备 

高级检测和防御安全服务模
块 (AIP-SSM) 

0 每增加一个虚拟传感器
（在第一个传感器后添
加）消耗 1 个许可证。

IDS 网络模块 0（但请参见下一
列的备注）

每增加一个虚拟传感器
（在第一个传感器后添
加）消耗 1 个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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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数量
IPS 高级集成模块 (IPS 
AIM)

0 

设备（主机设备上安装的 
AIP-SSC 5 和 Catalyst 6500 
或 7600 除外）支持的任何
其他模块 

0

独立的防火墙设备

任何独立的防火墙设备 单情境模式 1

任何独立的防火墙设备 多情境模式 c，其中 c 是不包
含系统情境的情
境计数 

独立的 IPS 设备

任何独立的 IPS 设备 n，其中 n 是虚拟
传感器计数，包
括虚拟传感器 vs0 

每增加一个虚拟传感器
（在第一个传感器后添
加）消耗 1 个许可证。

非独立的 IPS 设备

IPS 模块、IPS 刀片服务器
和 IPS 虚拟机 

n，其中 n 是虚拟
传感器计数，包
括虚拟传感器 vs0 

IPS 模块、IPS 刀片服务器
和 IPS 虚拟机在安全管理器
中单独发现。

IPS 虚拟机用于思科 
ASA-5500 系列自适应安全
设备，包括 5512-X、
5515-X、5525-X、5545-X 
和 5555-X。

防火墙刀片服务器

任何独立的防火墙刀片服
务器 

单情境模式 1

任何独立的防火墙刀片服
务器 

多情境模式 c，其中 c 是不包
含系统情境的情
境计数 

示例：

请参阅此表下面的“多情
境模式下任何独立版防火
墙刀片服务器的示例”。

故障转移配置下的防火墙

故障转移配置下的任何防
火墙

单情境模式 1

故障转移配置下的任何防
火墙

多情境模式 c，其中 c 是不包
含系统情境的情
境计数 

属于 ASA 故障转移配置的 IPS 模块或虚拟机

每台 IPS 设备 n，其中 n 是虚拟
传感器计数，包
括虚拟传感器 vs0 

每增加一个虚拟传感器
（在第一个传感器后添
加）消耗 1 个许可证。

表 2-3 确定您的设备计数（续）

设备 
模式（也称为
情境） 

设备计数（也称
为许可证计数，
简称为许可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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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管理器或组件应用安装许可证
多情境模式下任何独立版防火墙刀片服务器的示例 
这一小节提供有助于了解设备计数的情境示例。

在具有两种安全情境（admin 和 ctx1）的防火墙上的系统情境中运行以下命令：

r41-appinfra-arsenal# sh context
Context Name Class Interfaces Mode URL
*admin default GigabitEthernet3/2, Routed disk0:/admin.cfg
Management0/0 
ctx1 default Routed disk0:/ctx1.cfg

Total active Security Contexts: 2
r41-appinfra-arsenal# sh context count

Total active Security Contexts: 2 

与 ASA 负载均衡集群相关的许可证示例

这一小节提供多情境模式下 ASA 负载均衡集群的设备计数示例。

3 Nodes with 4 security contexts each: License  Count = 3 * 5 = 15. 

为安全管理器或组件应用安装许可证
在安装安全管理器的过程中，您需要提供许可证信息。请参阅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第 5-2 页。

在安装 Common Services 和 AUS 的过程中，您不需要提供许可证信息。Common Services 不需要
许可证文件。自动更新服务器不需要许可证文件。

与 ASA 负载均衡集群相关的许可证

每个 ASA 负载均衡集群 单情境模式 N，其中 N 是单情
境 ASA 集群中的
节点数 

系统和管理情境表示 1 个
情境

每个 ASA 负载均衡集群 多情境模式 N * c，其中 N 是
多情境 ASA 集群
中的节点数，c 是
情境计数

系统和管理情境表示 1 个
情境。

另请参阅与 ASA 负载均衡
集群相关的许可证示例。

表 2-3 确定您的设备计数（续）

设备 
模式（也称为
情境） 

设备计数（也称
为许可证计数，
简称为许可证）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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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管理器或组件应用更新许可证
为安全管理器或组件应用更新许可证
若要了解如何为安全管理器或组件应用更新许可证文件，请参阅更新安全管理器，第 5-14 页。

有关许可的其他文档
有关可用许可证类型和各种支持的升级路径的完整信息，以及可购买的思科软件应用支持服务协
议合同的相关信息，请参阅 新主要版本的安全管理器的产品公告，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ecurity-manager/bulletin-listing.html 。

API 许可
想要使用 API 的思科合作伙伴需要具有 API 许可证。有两种类型的 API 许可证：

 • 开发人员许可证。这是一个有效期为 90 天的许可证，由开发人员用于将其产品与安全管理器
集成在一起。

 • 生产许可证。使用某些第三方产品的 终客户需要此许可证。

Northbound API 许可证的可订购部件 ID (PID) 为 L-CSMPR-API。

备注 在安全管理器 4.6 及更早版本中，没有 API 评估许可证；要使用 API 的思科合作伙伴需要明确订
购开发人员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

备注 思科从安全管理器版本 4.7 开始为 API 提供临时许可证。

获取许可帮助
有关安全管理器的许可问题，请联系思科技术支持中心 (TAC) 的许可部门：

 • 电话：+1 (800) 553-2447 

 • http://www.cisco.com/tac 

您还可以使用以下资源：

 • 思科许可门户：http://www.cisco.com/go/license 

 • 思科许可支持请求表单：https://survey.opinionlab.com/survey/s?s=104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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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许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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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3

要求和依赖关系

您可以安装并将安全管理器作为独立产品使用，也可以将其与其他一些思科安全管理套件应用使
用（包括您可以在安全管理器安装程序中选择或从 Cisco.com 下载的可选应用）一起使用。安装
和操作要求因服务器上其他软件的存在而异，也会根据您使用安全管理器的方式而有所不同。

提示 我们建议您在网络中的所有管理服务器和托管设备上同步日期和时间设置。一种方法是使用 NTP 
服务器。如果您从网络关联和分析日志文件信息，则同步非常重要。

这一章中的各部分介绍安装服务器应用（如安全管理器、自动更新服务器和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软
件）的要求和依赖关系：

 • 所需服务和端口，第 3-1 页

 • Windows 防火墙配置脚本，第 3-3 页

 • 服务器要求和建议，第 3-4 页

 • 客户端要求，第 3-9 页

所需服务和端口

备注 安全管理器将为其内部操作使用预定义端口和动态端口。端口扫描程序可能会阻止这些端口，并
且不会让安全管理器执行这些进程。因此，不应启用端口扫描程序，如 Qualys。如果已启用，则
它可能会导致安全管理器进程崩溃的问题，从而可能需要完全重新安装安全管理器。

您必须确保所需的端口已启用且可供您服务器上的安全管理器及与其关联的应用使用，以便服务
器可以与运行关联应用的客户端和服务器通信。

需要打开的端口取决于您是否将 CiscoWorks 用于 AAA 或外部服务器（如 ACS)，以及是否配置
安全管理器以与其他某些应用交互：

 • 基本的必需端口 - 表 3-1 列出必须打开的基本端口，且假设您尚未为使用非默认端口而自定义
配置。如果您将 CiscoWorks 用于 AAA（用户授权）服务，并且不使用任何可选应用，则这
些端口应仅为您需要打开的端口。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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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服务和端口
 • 可选应用所需的端口 - 如果您将安全管理器与其他应用一起使用，则还需要打开其他端口，
如表 3-2 中所示。仅打开您实际使用的应用所需的端口。

表 3-1 要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打开的基本必需端口 

沟通 服务 协议 端口 In 传出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到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HTTP，HTTPS TCP 1741/443 X -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到产品中包含的设备管理器（如 
ASDM）。

HTTPS TCP 443 X -

安全管理器到 Cisco.com，用于 IPS 签名和引擎更新
下载。

HTTP TCP 80 - X

HTTPS TCP 443 - X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设备。

提示 HTTPS 和 SSH 端口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您使用 
Telnet 作为一个或多个设备的传输协议，则仅打
开 Telnet 端口。由于 Telnet 以明文形式传输密
码，因此我们建议您不要使用 Telnet，并且不要
打开 Telnet 端口。

HTTPS TCP 443 - X

SSH TCP 22 - X

Telnet TCP 23 - X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设备，用于 IOS 设备上的配置回滚
操作。

TFTP UDP 69 X X

安全管理器到电子邮件服务器。

仅当配置电子邮件通知设置以用于可提供这些通知的任
何不同功能时，才需要该端口。

SMTP TCP 25 - X

安全管理器事件查看器使用的系统日志服务。 系统日志 UDP 514 X -

运行状况和性能监控器 HTTP，HTTPS TCP 2012 和 
4444

X X

表 3-2 可选服务器应用所需的端口 

沟通 服务 协议 端口 In 传出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至/自 
CS-MARS。

HTTPS TCP 443 X X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思科安全访
问控制服务器 (ACS)。

HTTP，
HTTPS

TCP  • 2002 年

 • 如果在 ACS 服务器上启用了端口限
制，则允许相关范围中的所有端口
进行 HTTP/HTTPS 通信。

 • 如果已禁用端口限制，则允许安全
管理器服务器与 ACS 之间的所有 
HTTP/HTTPS 流量。

- X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外部的 
AAA 服务器（可在非 ACS 模式
下配置）。

RADIUS
LDAP
Kerberos

TCP 1645、1646、1812(new)、389、636 
(SSL)、88

- X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配置引擎。 HTTPS TCP 443 - X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 AUS。 HTTPS TCP 443 - X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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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防火墙配置脚本 
Windows 防火墙配置脚本 
从版本 4.4 开始，安全管理器在服务器安装程序中添加了 Windows 防火墙配置脚本。此脚本能够
自动执行打开和关闭必要端口的流程，从而确保 Windows 防火墙工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采用此
脚本的目的在于增强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稳健性。

在安装时，此脚本会复制到 NMSROOT，但不会执行。您可以手动运行此脚本以在安全管理器服
务器上配置 Windows 防火墙；这么做可以通过阻止不必要的端口来保护服务器的安全。
[NMSROOT 是安全管理器安装目录的路径。默认值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此脚本将仅打开安全管理器执行其任务所需的“IN”端口。因此，“Firewall.txt”文件包含用于
安全管理器的 低限度的端口。如果您以后发现要打开其他一些端口，则可以打开。

若要运行 Windows 防火墙脚本，请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操作：

步骤 1 确保 Powershell 脚本可以不受限制地运行：

a. 打开 Powershell 命令行工具。

b. 执行命令“Set-ExecutionPolicy Unrestricted” 

步骤 2 在 NMSROOT 中，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然后执行 firewall.bat：

a. 输出将显示在文件夹 NMSROOT/log 中。

b. Windows.FW_Config.wfw 是在执行脚本之前进行的 Windows 防火墙配置备份。

c. initialfirewallsettings.txt 列出了在运行脚本之前打开的端口。

d. finalfirewallsettings.txt 列出了运行该脚本后打开的端口。

步骤 3 启用 Windows 防火墙并使用专用网络设置：控制面板 > Windows 防火墙 > 打开或关闭 Windows 
防火墙 > [常规选项卡] > 启用。

步骤 4 禁用 Powershell 脚本以提高安全性：

a. 打开 Powershell 命令行工具。

b. 执行命令“Set-ExecutionPolicy Restricted” 

步骤 5 [可选] 通过使用具有高级安全的 Windows 防火墙（在 Windows 2008 企业版服务器服务包 2 - 64 位
中不可用）来验证添加的防火墙规则 

设备到 AUS。用于检索图像和
配置。

HTTP TCP 1751 X -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到 TMS 服
务器。

FTP TCP 21 - X

在客户端系统上运行的互联网浏
览器到安全管理器或 AUS 服务
器上的浏览器接口

HTTP，
HTTPS

TCP 1741/443 X -

表 3-2 可选服务器应用所需的端口（续）

沟通 服务 协议 端口 In 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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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除非另有说明，这一部分适用于所有应用（安全管理器和自动更新服务器）。

要安装安全管理器，您必须是管理员或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如果您仅安装客户端，该要
求也适用。

我们建议您在受控环境中的专用服务器上安装安全管理器。有关其他 佳做法和相关指导，请参
阅第 4 章“准备服务器以进行安装” 。

建议使用的服务器

思科建议您在具有表 3-3 中所述组件的思科 UCS C220 M3 服务器上安装安全管理器。有关思科统
一计算系统 (UCS) 的详细信息在 http://www.cisco.com/go/ucs 中提供。

要避免的安装情况：

 • 请勿在主要或备份域控制器上安装任何应用。思科不支持在任何情况下在 Windows 域控制器
上使用 Common Services。

 • 请勿在加密目录中安装任何应用。Common Services 不支持目录加密。

 • 如果在应用模式下启用了终端服务，则请勿安装任何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安装之
前禁用终端服务，然后重新启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仅支持将远程管理模式用于终端
服务。

表 3-3 服务器硬件要求和建议 

组件 说明

操作系统 以下项之一：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Standard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Datacenter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 64 位 

只有英语和日语是受支持的语言。有关完整信息，请参阅了解区域和语言选项及相关设置，
第 3-8 页。

此外还需要 Microsoft ODBC Driver Manager 3.510 或更高版本，以便您的服务器可以使用 
Sybase 数据库文件。要确认已安装的 ODBC 版本，找到并右键单击 ODBC32.DLL，然后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文件版本列在“版本”选项卡下。

系统硬件  • 处理器：英特尔四核至强 5600 系列或更高配置 

 • 具有至少 1280 x 1024 分辨率的彩色显示器和支持 16 位颜色的显卡。对于仅 AUS 服务
器，达到 1024 x 768 分辨率即可。

 • DVD-ROM 驱动器。

 • 1 Gbps 网络适配器。

 • 键盘。

 • 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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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内存 (RAM) 16 GB 是使用安全管理器所有功能的 低要求。内存小于此值，事件管理和报告管理等功
能会受影响。

特别是，如果可供操作系统使用的 RAM 容量小于 8 GB，会在安装期间禁用事件管理和报
告管理器。

如果可供操作系统使用的内存介于 8 和 12 GB 之间，则可以关闭事件管理和报告管理功能
（假定您不打算使用这些功能）。此类系统中，可以使用配置管理功能。

提示 要关闭活动管理，请遵循以下路径：配置管理器 > 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 活动
管理 > 启用活动管理 > [清除复选框]。

提示 要关闭报告管理，只需关闭报告管理器应用。

完成安装后，可以通过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在低内存系统中启用活动管理和报告管理（依次
选择“工具”>“安全管理器管理”>“活动管理”），但建议不要这么设置。请记住，在
低内存系统中启用事件管理和报告管理功能可能会严重影响整个应用的性能。

如果在单独的服务器上安装 AUS，需要满足以下 低要求：

 • 仅 AUS 服务器，4 GB。我们建议使用 4 GB 以上。

文件系统 NTFS。

磁盘优化 Diskeeper 2010 Server。这是一个建议，而不是要求。如果性能不佳的原因是磁盘碎片，则
磁盘优化可以提高性能。

表 3-3 服务器硬件要求和建议（续）

组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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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硬盘空间 在 RAID 配置中使用合适的 HDD 组合可获得所需的磁盘空间，具体如下：

 • 思科建议 100 GB 用于操作系统分区。

 • 思科建议 150 GB 用于应用（安全管理器）分区。仅安全管理器安装所需的 低可用磁
盘空间为 7 GB。如果达不到 7 GB，则安装将中止。

备注 思科强烈建议在单独的分区中安装此类操作系统和应用。

备注 当在 HA（高可用性）模式下使用 Veritas 时，上面所述的应用分区和任何其他事件
存储区分区可能不相关。有关进一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应的安全管理器高可用
性文档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ts-installation-
guides-list.html) 和 Veritas 文档。

 • 需要在单独的分区中为事件查看器提供额外的 1.0 TB 空间用于存储日志：仅当您计划使
用事件查看器时才需要满足此要求。思科建议在直接连接存储设备上创建此单独分区。

 • 提供额外的 1.0 TB 或更多空间：仅当您计划启用事件存档时才需要满足此要求。当所
需的日志存储空间超出主存储容量（用于长期保存等）时，事件存档功能会为事件创
建一个辅助存储。所需的辅助事件存储区大小应大于配置的主存储大小，因此，需要
提供额外 1.0 TB 或更多磁盘空间才能使用事件存档功能。主要和辅助事件存储区可以
位于 SAN 上，但建议在直接连接存储设备 (DAS) 上创建主要存储分区，以获得 佳性
能。有关 SAN 存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SAN 存储，第 3-8 页。

要想获得更好的性能，思科建议使用 RAID 10。如果需要，也可以使用 RAID 5。

提示

 • 如果每秒事件数 (EPS) 维持 10,000 个，则每天会耗用约 86 GB 压缩磁盘空间。耗用的
磁盘空间占到为事件存储区（主要/辅助）分配的磁盘空间的 90% 时，会发生日志回
滚。磁盘越小，回滚速度越快。根据您预期的 EPS 速率和回滚要求，在使用事件管理
功能时，可以增加或减少 低磁盘大小。

IP 地址 一个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动态地址。

提示 安全管理器可以具有多个网络接口卡 (NIC)，但是建议不要将多个 NIC 组合用于负
载均衡。

表 3-3 服务器硬件要求和建议（续）

组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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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虚拟内存（分页文件） 1.5 倍的已安装内存。这是 Microsoft 对 Windows 平台的建议。这不是思科的要求。只有在
系统中已安装的 RAM 不足以处理负载时才需要进行内存分页。

警告：

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2 R2（标准版或数据中心）- 64 位，则需要
特别考虑。

如果您选择自动管理分页文件大小，则安装安全管理器可能会失败，并且系统会显示
错误消息建议您在运行安装程序之前配置虚拟内存。

若要成功安装安全管理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取消选中（清除）“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复选框。（此复选框的
导航路径为“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系统设置”>“性能”>“设置”>“高
级”选项卡 >“虚拟内存”>“更改”。）

2. 创建 小大小为 4 GB 的分页文件。 
分页文件值基于交换大小配置。分页配置的默认值分别为 10240 和 16384。

3. 开始安装安全管理器。

防病毒 已禁用实时保护。这是一项建议，不是要求。系统可以安装防病毒应用，但思科建议禁用
实时保护，因为它会导致性能损失。用户可以选择计划在服务器上的负载不多时运行快速
扫描。

备注 请务必从扫描中排除 NMSROOT 目录和活动文件夹。

浏览器 以下项之一：

 • Internet Explorer 8.x、9.x、10.x 或 11.x，但仅限在兼容性视图中 

备注 当使用 Internet Explorer（任何版本）下载客户端时，请确保以下设置正确无误：
Internet Explorer >“工具”>“Internet 选项”>“高级”>“安全”> 清除“不将加
密的页存盘”复选框。如果此设置不正确（即已选中此复选框），则尝试下载客户
端将失败。

提示 要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使用兼容性视图，请导航到“工具”>“兼容性视图设
置”，然后将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添加为“要在兼容性视图中显示的网站”。

 • 支持并建议使用 Firefox 15.0.1 及更高版本 

Java 插件 对于安装 JRE 没有要求，但是必须在网络浏览器中启用 Java 脚本。

可选虚拟化软件 （可选）您可以在运行以下版本 VMware 的系统上安装应用：ESX 4.1 和 高到 ESXi 5.5 
的 ESXi 版本。

您为用于安全管理器的虚拟机分配的内存应至少与用于非虚拟化服务器的内存相同。建议
使用搭载旨在提高虚拟化性能的技术（例如 Intel-VT 或 AMD-V CPU）的 新一代 CPU。

提示 为 VM 映像分配两个或更多 CPU。如果您使用一个 CPU，一些进程（如系统备份）
需要异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高可用性支持（HA 
支持）

以下项之一：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6.0.1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6.0.2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6.1

表 3-3 服务器硬件要求和建议（续）

组件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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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了解区域和语言选项及相关设置

安全管理器仅支持美国英语和日语版 Windows。从“开始”菜单打开 Windows 控制面板，打开用
于配置区域和语言设置的面板，然后设置默认区域设置。（我们不支持将英语作为任何日语版 
Windows 中的语言。） 

提示 有关详细程序，请参阅如何将 Windows 默认用户模板的“区域设置”设置为美国英语，第 A-18 页。

备注 在安装安全管理器之前，您必须将默认系统区域设置更改为美国英语；更改默认系统区域设置并
重新启动服务器不会更改默认配置文件。当前用户仅有适当的设置还不够；这是因为安全管理器
会创建一个会运行所有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程的新帐户（“casuser”）。

此外，必须恰当地设置服务器操作系统中的区域和语言选项。另外，使用其他语言的外围设备
（如键盘）会影响安全管理器的工作方式。

以下列表包含您必须遵循以便成功地安装安全管理器的区域和语言选项以及相关设置：

 • 服务器区域设置必须是美国英语或日语。

 • 必须避免使用采用其他语言的外围设备（如键盘）；甚至不得将这些设备连接到服务器。

 • 在使用与服务器的非控制台 RDP 会话时必须保持谨慎，以免破坏服务器设置；使用非控制台 
RDP 连接到服务器会导致将 RDP 客户端计算机的区域设置应用到服务器。

 • 必须检查区域和语言选项并确认为非 Unicode 程序选择的语言为英语（美国）；该选择的路
径为“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高级”>“非 Unicode 程序的语言”。

 • 必须确保 Windows 注册表中的系统区域设置为受支持的语言。要更改该设置，请按照以下步
骤操作：

1. 在命令窗口中，执行下列命令之一：regedit.exe 或 regedt32.exe。

2. 确保 localname 受支持。以下为美国英语示例：

\HKEY_USERS\.DEFAULT\Control Panel\International 

将 LocaleName 更改为 en-US

备注 路径和文件名仅限于英语字母表中的字符。不支持将日语字符用于路径或文件名。在 Windows 日
语操作系统中选择文件时，支持通常的文件分隔符 \，但您应该知道，它可能会显示为日元符号 
(U+00A5)。

使用 SAN 存储

只要相应存储具有可接受的 I/O 速率和容量，您就可以将 SAN 存储用于安全管理器。以下是安
全管理器中需要存储的主要项目，以及除了使用直接安装在服务器中的磁盘存储外还具有的存
储选项：

 • 安全管理器安装文件夹（CSCOpx 和子文件夹）- 应用 好安装在本地驱动器上。但是，该文
件夹可以是直接附带存储设备 (DAS) 或基于数据块的 SAN 存储（FC、FCoE、iSCSI）。思科
安全管理器高可用性安装指南  中所述的安全管理器高可用性配置需要共享的集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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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要求
 • 活动管理器服务的主要存储 - 如果您使用活动查看器来监控活动，则必须指定一个主要存储
位置。主要存储可以是映射为本地驱动器的直接附带存储设备 (DAS) 或数据块存储（SAN 协
议：FC、FCoE、iSCSI）。

 • 活动管理器服务的扩展存储 - 任何扩展存储位置都应在 SAN 存储上。扩展存储应为映射为本
地驱动器的直接附带存储设备 (DAS) 或数据块存储（SAN 协议：FC、FCoE、iSCSI）。

提示

 • 不支持 CIFS 和 NFS。

 • 受支持的网络存储类型在 VMware 配置中也受支持。

iSCSI 卷要求 

在系统重新引导后要启动安全管理器服务时，使用软件启动器的 iSCSI 卷可能不可用。正确地对
它们进行初始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尚未启动安全管理器服务，则您需要为它们配置依赖项和服务启动设置（安全管理器服务）。

若要配置依赖项和启动设置，请按照以下过程进行操作：

步骤 1 在 Windows 命令提示符中执行以下命令，将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系统日志和 
tftp 服务的启动类型更改为“延迟自动启动”：

sc config CRMDmgtd start= delayed-auto

sc config crmlog start= delayed-auto

sc config crmtftp start= delayed-auto

步骤 2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将 Microsoft iSCSi 的依赖项设置为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

sc config CRMDmgtd depend= MSiSCSI 

提示 在这些命令中，选项名称包括等号。在等号与值之间需要空格。

步骤 3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验证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的依赖项设置。它应将 iSCSI 
启动器依赖项设置显示为“DEPENDENCIES: MSiSCSI” 

sc qc CRMDmgtd 

客户端要求
表 3-4 介绍了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要求和限制。

备注 您为客户端选择的日期和时间格式必须与您的服务器计算机使用的格式相同。如果不相同，则安
全管理器中的设备视图可能无法正确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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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要求
表 3-4 客户端要求和限制 

组件 要求

系统硬件  • 小速度为 2 GHz 的一个 CPU。

 • 具有至少 1280 x 1024 分辨率的彩色显示器和支持 16 位颜色的显卡。

 • 键盘。

 • 鼠标。

操作系统 以下项之一：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7

 • Microsoft Windows 8 - 64 位和 32 位

 • Microsoft Windows 8.1 Enterprise Edition - 64 位和 32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Standard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Standard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R2 Datacenter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 64 位 

备注 安全管理器仅支持美国英语和日语版 Windows。从“开始”菜单打开 Windows 控制面
板，打开用于配置区域和语言设置的面板，然后设置默认区域设置。（我们不支持将英
语作为任何日语版 Windows 中的语言。） 

内存 (RAM) 32 位系统：

 • 低：2 GB 

 • 建议：大于 2 GB 

64 位系统：

 • 低：4 GB 

 • 建议：大于 4 GB。
3-10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第 3 章      要求和依赖关系

客户端要求
虚拟内存（分页
文件）

512 MB。

警告：

您必须取消选中（清除）“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复选框。（此复选框的导
航路径为“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系统设置”>“性能”>“设置”>“高级”选项卡 >
“虚拟内存”>“更改”。） 
分页文件值基于交换大小配置。分页配置的默认值分别为 10240 和 16384

警告：

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12 或 2012 R2（标准版或数据中心）- 64 位，则需要特别
考虑。如果您的服务器有两个独立的分区（例如 C: 和 F:），则需要注意这一考虑事项。

如果您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安装会失败：

1. 取消选中（清除）“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文件大小”复选框。

2. 在您的非系统分区（如 F:）中，创建分页文件。

3. 在您的系统分区（如 C:）中，保留选择以便自动管理分页文件大小。

4. 开始安装安全管理器。

安装程序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指出不可使用系统管理的分页文件大小。

硬盘空间 10 GB 可用磁盘空间. 

浏览器 以下项之一：

 • Internet Explorer 8.x、9.x、10.x 或 11.x，但仅限在兼容性视图中 

备注 当使用 Internet Explorer（任何版本）下载客户端时，请确保以下设置正确无误：Internet 
Explorer >“工具”>“Internet 选项”>“高级”>“安全”> 清除“不将加密的页存盘”
复选框。如果此设置不正确（即已选中此复选框），则尝试下载客户端会失败。

提示 要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使用兼容性视图，请导航到“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然
后将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添加为“要在兼容性视图中显示的网站”。

 • 支持并建议使用 Firefox 15.0.1 及更高版本 

Java插件 对于安装 JRE 没有要求，但是必须在网络浏览器中启用 Java 脚本。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包括嵌入和完全孤立的 Java 版本 (JRE 1.7.x)。此 Java 版本不会干扰您的浏览
器设置或其他基于 Java 的应用。

Windows 用户帐户 您必须使用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Windows 用户帐户登录到工作站，才能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尽管客户端的某些功能可能使用较少的权限，但只有管理员用户受到充分支持。

表 3-4 客户端要求和限制（续）

组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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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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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4

准备服务器以进行安装

确认目标服务器符合第 3 章“要求和依赖关系”，中所述的要求后,您可以使用这些核对表来准备
并优化您的服务器，以进行安装：

 • 增强服务器性能和安全性的 佳做法，第 4-1 页

 • 安装准备核对表，第 4-3 页

增强服务器性能和安全性的最佳做法
佳做法、建议和其他筹备任务的框架使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能够更快、更可靠地运行。

注意 我们对完成此核对表中的任务可提高每台服务器的性能不做任何保证。尽管如此，如果您选择不
完成这些任务，则安全管理器可能不会按设计运行。

您可以在完成建议的任务期间，使用此核对表跟踪您的进度。

任务

1. 查找并组织安装程序应用以获得任何建议的更新、补丁程序、服务包、热修复程序和安全软件，以安装在
服务器上。

2. 如果有可用的升级，则升级服务器 BIOS。

3. 思科建议您不要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安装任何其他产品。

如果您计划在已用于任何其他用途的服务器上安装安全管理器，请首先备份所有重要的服务器数据，然后
使用引导 CD 或 DVD 来擦除服务器中的所有数据。

我们不 支持在一台服务器上将安全管理器 4.10 与早于版本 4.2.2 的任何 Common Services 版本一起安装或
共存。我们也不支持与任何第三方软件或其他思科软件共存，除非我们在本指南中或在 
http://www.cisco.com/go/csmanager 中明确另行指明。

4. 安全管理器可以具有多个网络接口卡 (NIC)，但是建议不要将多个 NIC 组合用于负载均衡。

5. 仅对基准服务器操作系统执行清洁安装（不含用于服务器管理的任何制造商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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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服务器性能和安全性的最佳做法
6. 在目标服务器上安装任何所需的操作系统服务包和操作系统补丁程序。若要检查您使用的 Windows 版本
需要哪些服务包或更新，请选择开始 > 运行，然后输入 wupdmgr。

备注 在应用任何补丁程序或 Windows 更新之前，请备份您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并停止安全管理器服务。思
科建议您在维护窗口内，在安全管理器未在运行时应用补丁程序和 Windows 更新。

7. 为目标服务器上的驱动程序和固件安装任何建议的更新。

8. 扫描系统中的恶意软件。为了目标服务器及其操作系统的安全，扫描系统中的病毒、特洛伊木马、间谍软
件、按键记录程序和其他恶意软件，然后解决您找到的所有相关问题。

9. 解决安全产品冲突。研究并实践以解决您的安全工具（如弹出窗口阻止程序、防病毒扫描程序和来自其他
公司的同类产品）之间的任何已知不兼容或局限性。当您了解这些产品之间的冲突和相互作用后，确定要
暂时安装、卸载或禁用的产品，并考虑是否必须遵循一定的顺序。

10. “强化”用户帐户。要保护目标服务器以抵御暴力攻击，请禁用来宾用户帐户，重命名管理员用户帐户，
并删除管理环境中尽可能多的其他用户帐户。

11. 为管理员用户帐户以及存在的任何其他用户帐户使用强密码。强密码至少包含八个字符，且包含数字、字
母（含大写和小写）及符号。

提示 您可以使用本地安全设置工具来获取强密码。依次选择开始 > 管理工具 > 本地安全策略。

12. 删除未使用、不必要和不兼容的应用。例如：

 • Microsoft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IIS) 与安全管理器不兼容。如果安装了 IIS，则必须先将其卸载，然后再
安装安全管理器。

 • 我们不支持安全管理器与任何第三方软件或其他思科软件（包括任何 CiscoWorks 品牌“解决方案”
或“捆绑”，如 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LMS)）共存，除非我们在本指南或在 
http://www.cisco.com/go/csmanager 中明确另行指明。我们确实支持在同一服务器上安装安全管理器
和 AUS，但我们建议该配置仅用于非常小的网络。

 • 我们不支持在一台服务器上将此版本的安全管理器与早于版本 4.2.2 的任何 Common Services 版本一起
安装或共存。

 • 我们不支持在一台服务器上将安全管理器与您不是在购买安全管理器时收到的任何 CD-ONE 组件（包
括 CiscoView 设备管理器）共存。

 • 我们不支持安全管理器在同一服务器上与用于 Windows 的思科 Secure ACS 共存。

 • 我们不支持安全管理器在同一服务器上与完整版本的思科 IPS 活动查看器共存。

13. 禁用未使用和不需要的服务。Windows 至少需要运行以下服务：DNS 客户端、事件日志、即插即用、受
保护的存储和安全帐户管理器。

请检查您的软件和服务器硬件文档，以了解您的特定服务器是否需要任何其他服务。

14. 禁用除 TCP 和 UDP 之外的所有网络协议。任何协议均可用于访问您的服务器。限制网络协议会限制到您
的服务器的接入点。

15. 禁用 IPv6。思科安全管理器不支持 IPv6。IPv6 是 Windows Server 2008 使用的默认协议。

16. 避免创建网络共享。如果您必须创建一个网络共享，请通过强密码确保共享资源的安全。

备注 我们强烈建议不要使用网络共享。我们建议您完全禁用 NETBIOS。

17. 配置服务器引导设置。设置零秒启动时间，将 Windows 设置为在默认情况下加载，并启用在系统发生故
障的情况下自动重新引导的功能。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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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准备核对表
安装准备核对表
在安装安全管理器之前，您必须完成以下任务。

准备因素

注意 当您卸载或禁用安全应用时，服务器很容易受到攻击。

1. 暂时禁用安全应用。例如，在安装安全管理器之前，您必需在目标服务器上暂时禁用任何防病毒软件。在
这些程序活动期间，不能执行安装。

备注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用防病毒软件，但是只要在服务器上安装了安全管理器，您就必须从扫描中排除 
NMSROOT 目录和活动文件夹。

提示 如果您将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设置为 SSL 证书有效期以外的日期和时间，则会使 SSL 证书在您的服务
器上无效。如果服务器 SSL 证书无效，则 DCRServer 进程无法启动。

2. 请仔细考虑应用于您的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设置。理想情况下，请使用 NTP 服务器将服务器日期和时间
设置与您要管理的设备同步。此外，如果您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Security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sponse System（思科 Security MARS）设备结合使用，则您使用的 NTP 服务器应与思科 Security MARS 
设备使用的 NTP 服务器相同。同步次数在思科 Security MARS 中尤其重要，因为时间戳信息对于准确重构
您网络上的状况至关重要。

提示 如果对您服务器上的日期和时间设置进行的更改导致 SSL 证书无效，则 NMSROOT\log\DCRServer.log 
文件中会显示“java.security.cert.CertificateNotYetValidException”错误，其中 NMSROOT 是安全管理器
安装目录的路径。默认值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3. 确认所需的服务和端口已启用且可供安全管理器使用。安全管理器为其内部操作使用预定义端口和动态端
口。端口扫描程序可能会阻止这些端口，并且不会让安全管理器执行这些进程。因此，不应启用端口扫描
程序，如 Qualys。如果已启用，则它可能会导致在安全管理器进程崩溃问题，从而可能需要完全重新安装
安全管理器。请参阅所需服务和端口，第 3-1 页。

4. 如果在应用模式下启用了终端服务，则禁用终端服务并重新引导服务器。不支持在应用模式下启用了终端
服务的系统上安装安全管理器。支持在远程管理模式下启用的终端服务。

如果当您尝试安装安全管理器时，在目标服务器上在应用模式下启用了终端服务，则会出现一个错误导致
安装停止。

5. 禁用正在运行的任何域控制器服务（主要或备份）。

6. 确认用于安装的目标目录未经过加密。在加密目录中安装安全管理器的任何尝试都会失败。

7. 如果您执行全新安装，则应在安装之前将许可证文件放置在目标服务器上。在安装期间，系统将提示您选
择该文件。

备注 许可证文件的路径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如与号 (&)。

8. 如果您还未这样做，请卸载 IIS。它与安全管理器不兼容。

9. 在服务器上禁用 Sybase 的每一活动实例，包括用于 Windows 的思科 Secure ACS（如果存在）。在安装安
全管理器后，您可以选择重新启用或重新启动 Sybase，但是请记住，我们不支持安全管理器在同一服务器
上与用于 Windows 的思科 Secure ACS 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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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准备核对表
10. 如果已在服务器上安装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则需要停止该客户端。在安装过程中会检查该情况。

11. 禁用符合 FIPS 标准的加密。有时候，会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为组安全策略启用符合联邦信息处理标
准 (FIPS) 的加密算法。启用 FIPS 合规性时，SSL 身份验证可能会在 CiscoWorks Server 上失败。您应禁用 
FIPS 兼容性，才能使 CiscoWorks 正常工作。

程序

若要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启用或禁用 FIPS，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a. 依次转到开始 > 管理工具 > 本地安全策略。此时将打开“本地安全策略”窗口。

b. 点击本地策略 > 安全选项。

c. 选择系统加密: 将符合 FIPS 标准的算法用于加密、散列处理和签名。

d. 右键单击所选的策略，然后点击属性。

e. 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以启用或禁用符合 FIPS 标准的算法。

f. 点击 Apply。

您必须重新引导服务器，才能使更改生效。

12. 禁用 Internet Explorer 增强安全配置 (IE ESC)。需要这样做是因为 IE ESC 阻止客户端下载。

程序

若要在您准备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上禁用 IE ESC，，请执行以下步骤：

a. 在 Windows 中，打开“服务器管理器”。为此，您可以右键单击计算机，然后点击管理。

b. 在“安全性信息”下，点击配置 IE ESC，然后关闭 IE ESC。

13. 禁用端口扫描程序软件。安全管理器为其内部操作使用预定义端口和动态端口。端口扫描程序可能会阻止
这些端口，且不允许安全管理器执行这些进程。因此，不应启用 Qualys 等端口扫描程序。如果已启用，
则它可能会导致在安全管理器进程崩溃，从而可能需要完全重新安装安全管理器。

准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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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5

安装和升级服务器应用

本章介绍如何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软件和其他服务器应用，即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和 
AUS。

 • 了解所需的服务器用户帐户，第 5-1 页

 •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或 VNC 安装服务器应用，第 5-2 页

 • 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第 5-2 页

 • 升级服务器应用，第 5-5 页

 • 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算机或操作系统，第 5-13 页

 • 更新安全管理器，第 5-14 页

 • 获取 Service Pack 和点修补程序，第 5-15 页

 • 卸载服务器应用，第 5-16 页

 • 降级服务器应用，第 5-16 页

了解所需的服务器用户帐户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和安全管理器使用多级安全系统，只允许获有所需授权的用户才能
访问某些功能。因此，在安装了运行于 Common Services 上的应用的任何系统上，都会创建三个
预定义的用户帐户：

 • admin - admin 用户帐户相当于 Windows 管理员，可提供对所有 Common Services、安全管理
器和其他应用任务的访问权限。您必须在安装过程中输入密码。您可以使用此帐户先登录服
务器，然后创建其他用户帐户进行正常的日常使用。

 • casuser - casuser 用户帐户相当于 Windows 管理员，可提供对所有 Common Services 和安全管
理器任务的访问权限。正常情况下，您不会直接使用此帐户。

请勿修改在产品安装期间建立的 casuser（默认服务帐户）或目录权限。进行上述修改会导致
您无法执行以下操作：

 – 登录 Web 服务器 

 – 登录客户端 

 – 成功备份所有数据库 

在安装安全管理器时，会自动分配和设置以下五项权限：

 – 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 - casusers

 – 拒绝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 - cas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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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或 VNC 安装服务器应用
 – 拒绝本地登录 - casuser

 – 以批处理作业登录 - casuser、casusers

 – 以一种服务登录 - casuser

 • 系统身份 - 系统身份用户帐户相当于 Windows 管理员，提供对所有 Common Services 和安全
管理器任务的访问。此帐户没有固定名称；您可以使用能满足您需求的任意名称创建此帐
户。如果您在 Common Services 中创建此帐户，则必须为其分配系统管理员权限；如果您使
用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 (ACS) 进行用户身份验证，则必须为其分配所有权限。

如果您在单独的服务器上安装思科安全管理套件应用（推荐方法），则必须在多服务器安装
内的所有服务器上创建相同的系统身份用户帐户。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依赖的是使用证书和共
享密钥的信任模型。系统身份用户被多服务器安装内的其他服务器视为值得信赖的帐户，因
此可以促进属于某个域的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可以按需创建任意多个附加用户帐户。每个用户都应该有一个唯一的帐户。要创建这些附加帐
户，您必须获有系统管理员授权（例如，使用管理员帐户）。创建用户帐户时，必须为其分配一
个角色，此角色定义用户可在应用中执行的操作，甚至可以定义用户可以查看的范围。有关各类
可用权限以及如何使用 ACS 控制应用访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章“管理用户帐户”。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或 VNC 安装服务器应用 
我们建议您在直接登录服务器时安装服务器应用。

但如果您必须执行远程安装（通过另一个工作站登录），请考虑以下提示：

 • 请勿尝试从远程磁盘安装软件。软件安装程序必须位于在服务器中的 DVD 驱动器上所运行产
品的 DVD 上，或者程序必须驻留在直连磁盘驱动器上。从远程磁盘看，安装似乎成功了，但
实际上并未成功。

 • 您可以使用虚拟网络计算 (VNC) 来安装软件。

 • 您可以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来安装软件。如果您使用“远程桌面连接”，思科建议使用远程
桌面协议控制台会话，而不是非控制台会话。

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
主安全管理器安装程序可以安装以下应用：

备注 不能将思科安全管理器捆绑包安装在一个独立安装的自动更新服务器 (AUS) 上。要安装安全管理
器捆绑包，必须先卸载 AUS，然后继续安装安全管理器捆绑包。

 •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4.2.2 - 这是服务器应用所需的基础软件。从安全管理器 4.4 开
始，“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复选框不再出现在组件选择页上；Common Services 的
安装默认处于选中状态。

 •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 这是安全管理器的主服务器软件。

 • 自动更新服务器 4.10 - 这是一个基于 Web 的界面，用于升级使用自动更新功能的 PIX 防火墙
和自适应安全设备 (ASA) 上的设备配置文件和软件映像。

 • 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4.10 - 与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交互的客户端软件。您可以将此客户端与
服务器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但不应将此设置用作执行安全管理器的常规方法。有关建议
的客户端安装和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6 章“安装和配置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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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   
提示 从安全管理器 4.4 开始，AUS 和安全管理器以并行方式安装，从而加快安装速度。

使用以下程序来安装或重新安装这些应用。如果要从其中任何一个应用之前的版本进行升级，那
么在继续之前，请先参阅升级服务器应用，第 5-5 页。

准备工作

 • 请参阅本安装指南的“许可”一章

 • 如果要安装的产品是服务器上已安装应用的现有版本的升级版，请按照为远程升级备份数据
库，第 5-10 页所述运行备份。确保备份成功完成，并且现有的应用均可正常工作，然后再安
装升级。

 • 为安全管理器安装永久许可证时，必须为安全管理器本地磁盘上的许可证文件进行阶段划
分。许可证文件必须位于服务器上才能在安装期间选择它，因为如果您使用它来浏览服务器
上的目录，那么安全管理器看不到映射的驱动器。（Windows 实施这种限制，其目的是为了
提高安全管理器性能和安全性）。请勿将文件放置在将安装产品的任何文件夹内。

备注 许可证文件的路径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如与号 (&)。

 • 确保完成安装准备核对表，第 4-3 页。

 • 确保服务器满足服务器要求和建议，第 3-4 页中列出的要求。

 • 我们建议您在受控环境中的专用服务器上安装安全管理器。安装其他软件应用可能会干扰安
全管理器的正常工作，因此不支持这样做。

 • 请勿在安装 Common Services 后更改系统时间。这样的更改可能会影响某些时间相关的功能
的工作。

 • 如果您想要使用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 (ACS) 提供 AAA 服务，以便用户可以访问安全管
理器或 AUS，则请等待安装应用，然后在将 Common Services 配置为使用 ACS。有关配置 
ACS 控制的信息，请参阅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如果您在将 Common Services 配置为使用 ACS 后安装安全管理器或 AUS，那么在安装过程
中，系统会告知您，您正在安装的应用需要完成向 ACS 注册的新任务。如果您尚未向 ACS 
注册该应用（在此服务器或其他服务器上），请选择是。如果您已经注册该应用，并且选择
“是”，则会丢失在 ACS 中为该应用配置的所有自定义用户角色，因此应选择否。使用相同 
ACS 服务器的所有安全管理器和 AUS 服务器都将共享用户角色。

程序

若要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AUS 或多个使用主安全管理器安装程序的应
用，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获取或找到安装程序。您可以执行以下任何操作：

 • 将安全管理器安装 DVD 插入服务器的 DVD 驱动器中。如果安装程序没有自动启动，请运行 
csm<版本>_win_server 文件夹中的 Setup.exe 文件。

 • 登录到您的 Cisco.com 帐户并转到在安全管理器主页 http://www.cisco.com/go/csmanager 。点
击下载软件并下载安全管理器的压缩安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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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
 – 使用您选择的文件压缩实用程序（例如 WinZip 或压缩 (zipped) 文件夹提取向导，安全管
理器 4.10 支持的操作系统随附），将压缩软件安装文件中的所有文件提取到一个临时目
录。使用没有过长路径名称的目录；例如，使用“C:\CSM”优于使用
“C:\Cisco_Security_Manager\server\installation_directory”。启动安装程序 Setup.exe，
该文件正常会解压至于与压缩文件相同的目录中。

 – 如果显示错误消息，指出文件内容无法解包，我们建议您清空 Temp 目录，扫描是否有病
毒，删除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InstallShield 目录，然后重启并重试。

步骤 2 按照安装向导说明进行操作。安装期间，系统会要求您提供以下信息：

 • 备份位置 - 如果已经安装某个版本的 Common Services、安全管理器或 AUS，则安装程序将允
许您在安装期间执行数据库备份。如果您选择执行备份，请选择要用于备份的位置。但通常
更好的做法是在开始安装之前备份。

备注 您选择要用来备份的位置必须是在 NMSROOT 之外。NMSROOT 这一位置是安全管理器
安装目录的路径。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尤其要注意，
NMSROOT\backup 不能用于备份。

 • 目标文件夹 - 要安装应用的文件夹。除非您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安装在其他位置，否则请接受
默认位置。如果您指定了非默认文件夹的文件夹，请确保该文件夹中不包含任何文件，并且
其路径名长度少于 256 个字符。此外，如果您指定了非默认文件夹的文件夹，则该路径不能
包含任何特殊字符。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在非系统驱动器上禁用了 8dot3 名称生成，因此用户无法在非系统驱
动器上选择 Program Files (x86) 文件夹。因此，设置 8dot3 符号后，用户必须重启服务器。在
特定驱动器上启用 8dot3 命名后，不会为现有文件夹创建短名称；您必须在重启后删除这些
文件夹，然后再重新创建，以强制创建短名称。如果现有的文件夹不是空的，请确保选择一
个新文件夹继续进行安装。

备注 请确保非系统驱动器上的安装目录路径不包含特殊字符“(”和“)”。如果包含这些特殊
字符，则无法进行安装。

 • 应用 - 您想安装的应用 - 安全管理器和/或 AUS。在您安装安全管理器或 AUS 时，系统会自动
安装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4.2.2。

 • 许可证信息 -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许可证文件位置 - 输入许可证文件的完整路径名，或点击浏览找到它。如果您之前已在服
务器上对永久许可证文件划分了阶段，则可以指定该文件。

备注 许可证文件的路径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如与号 (&)。

 – 仅评估 - 启用 90 天的免费评估期。

 • 管理员密码 - admin 用户帐户的密码，至少 5 个字符。有关此帐户以及系统身份和 casuser 帐
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所需的服务器用户帐户，第 5-1 页。

 • 系统身份用户 - 您要用作系统身份用户的帐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在多个服务器上安装思科安
全管理套件应用时，请在所有服务器上使用相同的系统身份用户帐户。

 • 创建 casuser - 是否要在新安装中创建 casuser 帐户。您必须创建此用户帐户。
5-4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第 5 章      安装和升级服务器应用

升级服务器应用
备注 如果您对密码复杂性限制应用了安全策略，可能会无法成功地创建此帐户。在这种情况
下，您需要手动创建 casuser 帐户（请参阅有关表 A-3 中 casuser 密码的进一步说明
LiaisonServlet 错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步骤 3 完成安装后，重启服务器（如果没有自动重启）。

升级服务器应用
应用升级是指在安装新版应用同时保留旧版数据的过程。升级路径有三种类型：

 • 本地 - 只需在运行旧版的同一服务器上安装新版即可，而无需先卸载旧版。现有数据在新安
装的版本中将会保留，而且可用。进行本地升级时，记住以下几点：

 – 使用此方法之前，请确保您要升级的所有应用都能够正常运行。此外，执行数据库备
份，并确保在安装升级应用之前成功完成备份。

 – 如果还要在服务器上升级操作系统，例如从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企业版
（64 位）升级至 Windows Server 2012 标准版（64 位），则不能使用此方法。如果您在执
行安全管理器升级的同时也执行操作系统升级，应改用远程备份/恢复升级方法。如果您
要在保持相同安全管理器版本的同时升级操作系统，请执行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算
机或操作系统，第 5-13 页所述的程序。

 – 当出现任何数据库迁移错误时，系统会弹出错误消息；出现这种情况时，安装可以在不
停止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备注 执行本地升级期间，安装程序会检查，以了解性能监控器或资源管理器基础版是否已安装。如果
发现已安装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则安装程序会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指出需要卸载性能监控器
或资源管理器基础版（或者两者）。

 • 远程（备份/恢复）- 在一个干净的服务器（一种没有安装旧版应用的服务器）上安装新版应
用，然后从备份（从旧版创建）恢复数据库。如果希望在新服务器上安装或者要在安装之前
清理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在卸载应用前创建备份），请使用此程序。

备注 为运行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服务器创建备份之前，必须确保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
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 间接 - 如果您有旧版应用不支持进行本地活远程升级，则必须执行一个包含两步的过程。首
先，对支持进行本地或远程升级的版本进行升级，然后执行本地或远程升级。从 Cisco.com 
下载临时模板。

备注 所有启用了事件管理（配置管理器 > 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事件管理 > [事件管理组] > 
启用事件管理）的间接升级需要特别注意在这些情况下，事件的详细视图（启动 > 事件查
看器 > 事件详细信息 > 详细信息）会抛出一个错误。此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恢复旧版事件数
据库后加载事件数据。要解决此问题，请识别您的所有旧分区（包含在间接升级之前生成
的事件数据的分区）并将其移至第二个分区（“配置管理器”>“工具”>“安全管理器
管理...”>“事件管理”中的“扩展数据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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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服务器应用
如果下表中未列出您的版本以进行间接升级，并且您希望保留旧版数据，则需要执行三个或
更多临时升级步骤。例如，若要从安全管理器 3.0.x 进行升级，那么您需要升级到 3.2.2，然
后按照间接升级路径从 3.2.2 升级到 4.10。

表 5-1 介绍每个升级路径都支持的软件版本。

支持以下升级路径：

 • 4.8（包括任何 Service Pack）> 4.10 

 • 4.9（包括任何 Service Pack）> 4.10 

表 5-1 应用升级路径 

升级路径 应用 支持的旧版本 升级程序

本地 安全管理器 4.10

自动更新服务器 4.10

4.8 和 4.9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然后，安装软件；请参阅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Common Services 和 AUS，第 5-2 页。

3. 后，进行任何所需的升级后更改；请参阅升级后
进行所需的更改，第 5-13 页。

远程 安全管理器 4.10

自动更新服务器 4.10

4.8 和 4.9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备份数据库；请参阅为远程升级备份数据库，
第 5-10 页。

3. 安装应用，请参阅：

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
第 5-2 页。

4. 如果需要，请向服务器传输数据库备份。

5. 恢复数据库；请参阅恢复服务器数据库，第 5-12 页。

6. 后，进行任何所需的升级后更改；请参阅升级后
进行所需的更改，第 5-13 页。

间接 安全管理器 4.10 4.6、4.7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下一步，升级到 4.8，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8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3. 后，升级到 4.10，谨慎按照本安装指南的 4.10 升
级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间接 安全管理器 4.10 4.2、4.3、4.4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下一步，升级到 4.6，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6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3. 下一步，升级到 4.8，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8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4. 后，升级到 4.10，谨慎按照本安装指南的 4.10 升
级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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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 安全管理器 4.10 4.0、4.0.1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下一步，升级到 4.3，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3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3. 下一步，升级到 4.5，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5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4. 下一步，升级到 4.6，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6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5. 下一步，升级到 4.8，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8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6. 后，升级到 4.10，谨慎按照本安装指南的 4.10 升
级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间接 安全管理器 4.10 3.3.x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下一步，升级到 4.2 的远程升级，谨慎按照安装指南
的 4.2 升级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3. 下一步，升级到 4.4，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4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4. 下一步，升级到 4.6，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6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5. 下一步，升级到 4.8，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8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6. 后，升级到 4.10，谨慎按照本安装指南的 4.10 升
级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间接 安全管理器 4.10 3.2.x（仅 3.2.2） 1. 提交所有挂起的数据；请参阅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
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2. 下一步，升级到 4.0，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0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3. 下一步，升级到 4.3，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3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4. 下一步，升级到 4.5，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5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5. 下一步，升级到 4.6，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6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6. 下一步，升级到 4.8，谨慎按照安装指南的 4.8 升级
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7. 后，升级到 4.10，谨慎按照本安装指南的 4.10 升
级章节中的数据迁移说明进行操作。

表 5-1 应用升级路径（续）

升级路径 应用 支持的旧版本 升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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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

您必须确保现有的安全管理器数据库不包含任何待处理的数据，即尚未提交到数据库的数据，才
能成功升级安全管理器。如果较早版本的安全管理器包含待处理数据，则不能从该版本恢复数据
库；您只能恢复在与备份运行相同版本的系统上包含待处理数据的数据库。

每个用户都必须提交或丢弃更改。如果您使用的工作流模式涉及审批者，所做的这些提交还必须
经过审批。提交所有数据后，您可能还希望执行部署，以便所有设备配置与安全管理器数据库保
持同步。

 • 在非工作流模式下：

 – 若要提交更改，请选择文件 > 提交。

 – 若要丢弃未提交的更改，请选择文件 > 丢弃。

 – 如果您需要提交或丢弃另一用户的更改，可以接管该用户的会话。若要接管会话，请选
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 接管用户会话，选择该会话，然后点击接管会话。

 • 在工作流模式下：

 – 若要提交和批准更改，请选择工具 > 活动管理器。从“活动管理器”窗口中，选择活动
并点击批准。如果您正在使用活动审批者，请点击提交，让审批者审批该活动。

 – 若要丢弃未提交的更改，请选择工具 > 活动管理器。从“活动管理器”窗口中，选择该
活动并点击丢弃。只有处于“编辑”或“编辑打开”状态的活动才可丢弃。

恢复您对属性文件所做的更改

所有安全管理器安装都有一些属性文件（文件中有您在使用过程中通常会更改的数据）：

 • $NMSROOT\MDC\athena\config\csm.properties

 • $NMSROOT\MDC\athena\config\DCS.properties

 • $NMSROOT\MDC\athena\config\taskmgr.prop 

提示 $NMSROOT 是 Common Services 安装目录 [默认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的完整路径名。

如果您在当前安装中进行升级或安装 Service Pack，则安全管理器将执行以下操作：

 • 安装与升级或 Service Pack 关联的新文件。

 • 将新文件与您在使用过程中修改的文件进行比较。

 • 如果这些新文件不同于您在使用过程中修改的文件，系统会向您发出警告。如果相同，安全
管理器会执行以下操作：

 – 存储您在使用过程中更改的文件，将其命名为 <filename>.org。

 – 为方便起见，存储 diff 文件，将其命名为 <filename>.diff。

如果因新文件不同于您在使用过程中修改的文件而收到警告，则使用 <filename>.org 和 
<filename>.diff 中的信息来恢复您对属性文件所做的更改，然后再升级或进行 Service Pack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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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远程升级后编辑 csm.properties 文件

进行远程升级后，必须编辑 csm.properties 文件以包含新添加的属性。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 1 从 $NMSROOT\MDC\athena\config\ 子目录中，使用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打开 
csm.properties。

（$NMSROOT 是 Common Services 安装目录 [默认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的完整路
径名）。

步骤 2 将以下内容添加至 csm.properties 文件末尾。

##

# Customize Activity Report Generation

##

# Report generation timeout in minutes

# Set to 10 minutes by default

#generate_activity_report_timeout=10

# Generate PDF Report

#generate_activity_pdf_report=true

# Generate HTML Report

#generate_activity_html_report=false

#

#CSCup28957::This will allow user to exclude the list of operation rows in all applicable 
policies from activity change report. 

#excluded operations should be in comma separated and if it is empty or commented then 
it will include all operations.

#excluded operations::Add,Delete,Modify,Move,ReOrder,Assign,UnAssign.These names should 
not be modified.

#By default it is empty,if we need to exclude operation then add required excluded 
operation.

#ex: 1.ActChangeReport.excludedOperations=ReOrder, 
2.ActChangeReport.excludedOperations=Add,ReOrder , 
3.ActChangeReport.excludedOperations=Add,Modify,Move,ReOrder

ActChangeReport.excludedOperations=

注意 默认情况下，上述这些行代码有注释。如果您想使用默认值或修改文件中特定属性的值，必须首
先取消注释给定的代码行。例如，如果您希望安全管理器以 PDF 格式生成活动报告，必须按照如
下所示更改给定的属性：

# Generate PDF Report

generate_activity_pdf_report=true

步骤 3 保存编辑的文件，然后将其关闭。

步骤 4 从重启开始 > 程序 > 管理工具 > 服务重启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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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服务器应用
为远程升级备份数据库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为所有服务器应用管理数据库，Common Services 备份/恢复实用程
序用于备份和恢复数据库。因此，在创建备份时，要为服务器上安装的所有 CiscoWorks 应用创
建备份。

备注 从安全管理器 4.4 开始，backup.properties 文件中添加了一个新属性，即 
PURGE_DBBACKUP_LOG；该属性的默认值为 20，表示备份将在 20 天后清除。如果将此新属
性设置为 NIL，将不会清除备份。Dbbackup.log 采用 dbbackup_[YYYY-MM-DD_HH-mm-ss].log 
时间戳格式创建。在任一时间点，不管清除配置为何，都会维护 少 5 个 dbbackup.log 文件。

备注 若要备份数据库，“短日期”格式应为 M/d/YYYY 或 M/d/yy。若要将“短日期”格式更改为 
M/d/YYYY 或 M/d/yy，请选择“开始”>“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格式”>“短日
期”，然后将“短日期”格式更改为 M/d/YYYY 或 M/d/yy。

提示 备份程序仅备份数据库。如果您需要备份事件数据存储库，请使用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算机
或操作系统，第 5-13 页中描述的数据存储复制步骤。

步骤 1 如果您要备份正在运行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可以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中的快捷方式进入备份
页面：工具 > 备份。此外，还要确保提交挂起的数据（请参见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理数据已提交
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对于未运行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要进入备份页面：

a. 登录到服务器上的思科安全管理服务器桌面（请参见使用网络浏览器登录到服务器应用，
第 6-11 页）。

b. 点击服务器管理面板。然后选择服务器 > 管理 > 备份。

步骤 2 为“频率”选择“立即”，完成其他所需字段，然后点击应用备份数据。

使用 CLI 备份服务器数据库

本节中的程序介绍如何通过从服务器上的 Windows 命令行执行脚本来备份服务器数据库。

备份数据库时，Common Services 和安全管理器进程将会关闭，然后重启。安全管理器完全重启
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用户可以在重启完成之前启动其客户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会
在设备策略窗口中看到消息“加载页面时出错”。

单个备份脚本用于备份 CiscoWorks 服务器上安装的所有应用；您不能备份单个的应用。

提示 备份命令仅备份数据库。如果您需要备份事件数据存储库，请使用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算机
或操作系统，第 5-13 页中描述的数据存储复制步骤。

步骤 1 确保提交挂起的数据（请参见确保安全管理器待处理数据已提交并已获批准，第 5-8 页）。

步骤 2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net stop crmdmgtd 以停止所有进程。
5-10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第 5 章      安装和升级服务器应用

升级服务器应用
步骤 3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备份数据库：

$NMSROOT\bin\perl $NMSROOT\bin\backup.pl backup_directory [log_filename 
[email=email_address [number_of_generations [compress]]]]

其中：

 • $NMSROOT - Common Services 安装目录 [默认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的完整路
径名。

 • Backup_directory - 要创建备份的目录。例如，C:\Backups。

备注 您选择要用来备份的位置必须是在 NMSROOT 之外。NMSROOT 这一位置是安全管理器
安装目录的路径。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尤其要注意，
NMSROOT\backup 不能用于备份。

备注 备份目录不应包含任何特殊字符。

 • log_filename -（可选）备份期间生成的消息的日志文件。如果您希望在非当前目录的其他某
个位置创建该文件，请包括该路径。例如，C:\BackupLogs。如果不指定名称，日志为 
$NMSROOT\log\dbbackup.log。

 • Email=email_address -（可选）希望发送通知的邮件地址。如果您不想指定邮件地址，但需
要指定后续参数，请输入不具有相同大小或地址的 email。您必须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配置 SMTP 设置，以启用通知。

 • number_of_generations -（可选）要保留在备份目录中的备份代 大数。达到 大值时，系统
会删除旧的备份。默认值为 0，该值不会限制保留的代数。

 • Compress -（可选）是否要压缩备份文件。如果不输入此关键字，并且在 backup.properties 
文件中指定 VMS_FILEBACKUP_COMPRESS=NO，则不压缩备份。否则，仍会压缩备份。
我们建议压缩备份。

例如，如下所示的命令假定您位于包含 perl 和 backup.pl 命令的目录中。（虽然您位于该目录
中，但仍需要指定 perl 和 backup.pl 的完整路径，路径采用 DOS 8.1 完全限定格式，不含空格。） 

如下图所示的命令将在备份目录中创建一个压缩备份和日志文件，并向 admin@domain.com 发送
通知。

使用 backup.pl 命令时，如果要包括压缩参数，则必须指定备份生成。

如果在日志文件参数后指定任何参数，则必须包括前面所有参数的值。

本例中，$NMSROOT 是 D:\CSM，而不是默认值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D:\CSM\bin\perl D:\CSM\bin\backup.pl C:\backups C:\backups\backup.log 
email=admin@domain.com 0 compress 

步骤 4 检查日志文件以验证数据库是否已备份。

备注 如果安全管理器在数据库备份过程中意外重启，备份将会中断，并会在 NMSROOT 目录
中创建备份锁定文件 backup.lock。删除 backup.lock 文件以继续进行备份。

步骤 5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net start crmdmgtd 以重启所有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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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服务器数据库

可以通过从命令行运行脚本来恢复数据库。恢复数据时，您必须关闭 CiscoWorks，然后将其重
启。此程序介绍如何恢复服务器上备份的数据库。单个备份和恢复设施用于备份和恢复 
CiscoWorks 服务器上安装的所有应用；您不能备份或恢复单个的应用。

如果您在多个服务器上安装应用，请确保要恢复包含适用于所安装应用的数据的数据库备份。

提示

 • 如果从支持进行直接本地内联升级的版本备份至此版本的应用，那么您可以恢复从之前版本
的应用执行的备份。有关支持进行升级的版本的信息，请参阅升级服务器应用，第 5-5 页。

 • 恢复命令仅恢复数据库。如果您需要恢复事件数据存储库，请使用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
算机或操作系统，第 5-13 页中所述的数据存储库复制步骤。

程序

步骤 1 通过在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来停止所有进程：

net stop crmdmgtd 

步骤 2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恢复数据库：

$NMSROOT\bin\perl $NMSROOT\bin\restorebackup.pl [-t temporary_directory]
[-gen generationNumber] -d backup_directory [-h]

其中：

 • $NMSROOT - Common Services 安装目录 [默认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的完整路
径名。

 • -t temporary_directory -（可选）这是恢复程序用来存储其临时文件的目录或文件夹。默认情
况下此目录是 $NMSROOT\tempBackupData。

 • -gen generationNumber -（可选）要恢复的备份代号。默认情况下，它是 新的代。如果存在
代 1 至 5，那么 5 将是 新的。

 • -d backup_directory - 包含要恢复的备份的备份目录。

 • -h -（可选）提供帮助。与 -d BackupDirectory 一起使用时，帮助显示正确的语法以及可用的
套件和代数。

例如，若要从 c:\var\backup 目录恢复 新的版本，请输入以下命令（注意，该命令适用于 64 位
操作系统）：

C:\Progra~2\CSCOpx\bin\perl C:\Progra~2\CSCOpx\bin\restorebackup.pl -d C:\var\backup 

步骤 3 检查日志文件 NMSROOT\log\restorebackup.log，以验证数据库是否已恢复。

步骤 4 输入以下命令重启系统：

net start crmdmgtd 

步骤 5 如果您还原的数据库是在安装安全管理器 Service Pack 之前备份的，那么必须在恢复数据库之后
重新应用 Service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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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算机或操作系统
升级后进行所需的更改

有时，应用升级会改变处理特定类型信息的方式，要求您进行一些手动更改。在升级到此版本的
产品后，考虑下面所列的必要更改，并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执行必要的操作：

备注 有关升级后可能适用于您的安全管理器安装的其他重要考虑事项，请参阅此版本的版本
说明中的“重要说明”部分。

 • 如果您从早于 3.3.1 的任何版本进行升级，必须在包括 4 端口千兆光纤接口卡（硬件类型：
i82571EB 4F）的任何 ASA 5580 设备上重新发现库存。库存重新发现克服了之前版本中的一
个缺陷（该缺陷阻碍了设备上不断变化的速度非协商设置）。若要重新发现库存，请在安全
管理器客户端“设备”视图中的设备上点击右键，选择在设备上发现策略，然后在“要发现
的策略”组中选择现场设备发现以及唯一的库存复选框。“重新发现”将会取代设备上的
“接口”策略。

 • 如果您从 3.3.1 或更低的版本升级，并且管理使用了不受支持的共享端口适配器 (SPA) 的思科 
ASR 1000 系列聚合服务路由器，那么应在这些设备上重新发现策略，以便安全管理器可以发
现从 4.0 版开始支持的 SPA。新支持的 SPA 包括所有以太网（所有速度）、串行、ATM 和 
Packet over Sonet (POS) 共享端口适配器 (SPA)，但不包括服务 SPA。如果在设备 CLI 中配置
了 ATM、PVC 或拨号器相关的策略，则需要进行重新发现。

将安全管理器迁移到新计算机或操作系统
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要求您将安全管理器移至新服务器。您可能会移至一个新的物理机，也可能希
望对服务器操作系统执行重大升级（例如从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企业版 [64 位] 
移至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标准版 [64 位] 或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64 位]）。

如果您不想更改安全管理器的版本，但想更改物理硬件或操作系统，需要执行迁移过程。迁移过
程与升级服务器应用，第 5-5 页中所述的远程备份/恢复升级过程本质是相同的；只不过迁移事件
管理器数据存储库中包含的数据时需要执行附加步骤。当您需要执行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迁移时，
请使用此程序。

备注 按照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迁移要求，对操作系统的细微 Service Pack 更新不算升级。当您在主版本
不同的操作系统之间移动时，需要进行服务器迁移。

准备工作

此程序假定您希望目标服务器（要移动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与源计算机具有相同的数据库和事
件数据存储库内容。如果您开始在目标服务器上使用安全管理器，则不能将源系统与目标系统的
数据库或事件数据存储库合并；必须将目标数据替换为源数据。在完成迁移后，迁移之前存在于
目标系统上的所有数据都将变为不可用。请勿尝试将旧的目标系统数据复制到新迁移的文件夹。

还要主要，仅当要保留事件数据存储库中的数据时，才需要执行复制和恢复事件数据存储库的步
骤。如果您想要使用新的空事件数据存储库，可以跳过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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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安全管理器
步骤 1 在源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您要从其进行迁移的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a. 确定事件数据存储库文件夹的名称。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并从目录中选择事件管理。该文件夹显示在“事件数据存储库位置”字段中；默认值是 
NMSROOT\MDC\eventing\database，其中 NMSROOT 是安装目录 [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b. 通过在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来停止所有进程：

net stop crmdmgtd 

c. 制作 NMSROOT\MDC\eventing\config\collector.properties 文件和事件数据存储库文件夹的副
本。将副本放在一个您可以从目标计算机进行访问的磁盘上。

d. 使用使用 CLI 备份服务器数据库，第 5-10 页中所述的命令行方法备份安全管理器数据库。

步骤 2 准备新目标计算机。例如：

 • 如果您只是升级操作系统，而不移至新硬件，请执行操作系统升级，并确保操作系统运行正
常。然后安装安全管理器。

 • 如果您要移至一台新计算机，请确保该计算机运行正常并安装安全管理器。

步骤 3 在目标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a. 通过在命令行输入以下命令来停止所有进程：

net stop crmdmgtd 

b. 将备份的 NMSROOT\MDC\eventing\config\collector.properties 文件从源计算机复制到目标服
务器，从而覆盖目标服务器上的文件。

c. 如果在完成数据库恢复后未重启进程，请立即重启：

net start crmdmgtd 

d. 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到新服务器，然后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并从目录中选择
事件管理。

e. 确保事件数据存储库文件夹存在并且为空（如果必要，请删除其中的文件）。该文件夹的名
称和位置必须与事件数据存储库在源服务器上的名称和位置相同。

f. 选择正确的事件数据存储库库位置（如果默认位置不是正确的文件夹中），并取消选中启用
事件管理复选框以停止事件管理器服务。点击保存以保存更改。如果系统提示您确认是否要
停止该服务；点击是，并等待，直到通知您服务已停止。

g. 将从源计算机备份的事件数据存储库复制到目标服务器上的新位置。

h. 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并从目录中选择事件管理。选中启用
事件管理复选框并点击保存。如果系统提示您确认是否要启动该服务；点击是，并等待，直
到通知您服务已启动。

更新安全管理器
虽然您可以在安装过程中指定永久许可证文件，但您也可以在安装安全管理器后添加许可证。
AUS 不需要许可证。

准备工作

在将许可证添加至应用之前，必须将许可证文件复制到服务器计算机或客户端计算机。如果您使
用客户端计算机，则必须启用客户端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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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Service Pack 和点修补程序   
备注 许可证文件的路径不能包含特殊字符，如与号 (&)。

提示 您还可以在登录到安全管理器时应用许可证：安全管理器将提示消息“升级许可证”或“继续使
用评估版”。点击“升级许可证”，即可应用许可证。

程序

要为安全管理器安装许可证，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登录服务器（请参见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到安全管理器，
第 6-10 页）。

步骤 2 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并从目录中选择许可。

步骤 3 点击 CSM（如果该选项卡未处于活动状态）。

步骤 4 点击安装许可证打开“安装许可证”对话框。使用此对话框选择许可证文件，然后点击确定。重
复此过程以添加其他许可证。

备注 路径和文件名只能使用英语字母表中的字符。不支持使用日语字符。在 Windows 日语操
作系统中选择文件时，支持通常的文件分隔符 \，但您应该知道，它可能显示为日元符号 
(U+00A5)。

获取 Service Pack 和点修补程序

注意 除非思科提供，否则请勿下载或打开声称要用作安全管理器的 Service Pack 或点修补程序的任何
文件。第三方 Service Pack 和点修补程序不受支持。

安装安全管理器或其他应用之后，即可从思科系统安装 Service Pack 或点修补程序，以修复缺
陷、支持新设备类型或以其他方式增强应用。

 • 要了解思科何时准备了新的 Service Pack，并下载所需的任何 Service Pack，请打开安全管理
器，然后选择帮助 > 安全管理器联机。或者，转至 http://www.cisco.com/go/csmanager 。

 • 如果您的组织提交思科 TAC 服务请求，TAC 通常会告诉您是否存在可以解决您所述问题的未
计划点修补程序。思科不会以其他任何方式分发安全管理器点修补程序。

Service Pack 和点修补程序为客户端软件更新提供服务器支持，并检测客户端及其服务器之间的
版本级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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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服务器应用
卸载服务器应用
使用此程序卸载服务器应用。在卸载应用之前，考虑执行备份，以便您在决定重新安装应用的情
况下可以恢复数据。有关执行备份的信息，请参阅为远程升级备份数据库，第 5-10 页。

准备工作

如果安装了任何版本的 Windows Defender，请在卸载服务器应用之前将其禁用。否则，卸载应用
无法运行。

程序

若要卸载服务器应用，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选择开始 > 程序 > 思科安全管理器 > 卸载思科安全管理器。

默认情况下，所有应用都将被卸载。

步骤 2 卸载程序将删除所有应用。

备注 如果卸载引发问题，请参见卸载过程中的服务器问题，第 A-7 页以及 CiscoWorks LAN 管
理解决方案 3.1 的安装和入门中的“故障排除和常见问题解答”一章：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sw/cscowork/ps3996/prod_installation_guides_list.
html 。

步骤 3 虽然不要求重新启动，但我们建议您在卸载后重新启动服务器，以便服务器上的注册表项和运行
的进程处于适合的状态，以备将来重新安装使用。

步骤 4 只有当您卸载所有思科安全管理套件应用，包括 Common Services：

a. 如果 NMSROOT 仍然存在，则将其删除、移动或重命名。NMSROOT 是安全管理器安装目录
的路径。NMSROOT 的默认值是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但也有可能会采用其他
值，如 E:\Program Files (x86)\CSCOpx。

b. 如果 C:\CMFLOCK.TXT 文件存在，则将其删除。

c. 在您重新安装应用之前，使用注册表编辑器删除这些注册表项：

 • My Computer\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Cisco\Resource Manager

 • My Computer\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Cisco\MDC

d. 删除 NMSROOT 下卸载期间未删除的所有文件夹。

步骤 5 如果您在卸载应用之前禁用 Windows Defender，请立即重新启用它。

降级服务器应用
不能将安全管理器应用降级至更早的版本并保留在此版产品中创建的任何配置。如果决定不想使
用此版的安全管理器，可以将其卸载并重新安装所需的旧版该产品。（前提是假定您有旧版所需
的许可证和安装介质）。然后，您可以恢复从之前安装的被降级版本保存的所需数据库备份，如
恢复服务器数据库，第 5-12 页所述。

如果降级安全管理器，还必须将自动更新服务器降级至您重新安装的安全管理器版本所支持的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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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服务器应用
请记住，恢复旧数据库之后，其中可能包含不再与受管设备的当前状态同步的设备属性和策略。
例如，您可能将设备的操作系统升级到旧版安全管理器无法直接支持的版本，或您可能已配置并
部署了旧版不存在的策略。为确保数据库与设备同步，请考虑重新发现所有受管设备的设备策
略。要知道，某些重大更改（如主要的操作系统版本升级）会要求您从库存中删除该设备，然后
重新添加它。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恢复操作系统升级（例如，ASA 软件版本 8.3 需要特殊
处理，在向下兼容模式下不受支持，因此，您使用的安全管理器版本必须直接支持它）。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思科安全管理器用户指南中的“管理设备库存”一章。

提示 如果您尝试管理旧版安全管理器不能管理的设备和操作系统版本组合，屏幕上会出现部署错误。
5-17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6498/products_user_guide_list.html


 

第 5 章      安装和升级服务器应用        

降级服务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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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6

安装和配置客户端

有两个主要客户端应用可与安全管理器应用配合使用：

 •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这是一个安装在您的工作站上且与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运行的数据库进
行交互的客户端-服务器应用，通常驻留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此客户端还使用您的网络浏览器
执行某些功能。

 • 具有网络浏览器。您可通过您的网络浏览器来使用 AUS 以及配置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和使用 
Common Services 的其他服务器。

下列主题介绍如何配置您的网络浏览器才能运行这些客户端，以及如何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 配置网络浏览器客户端，第 6-1 页

 •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提示，第 6-5 页

 • 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第 6-6 页

 • 登录到应用，第 6-9 页

 • 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第 6-11 页

配置网络浏览器客户端
必须确保将您的网络浏览器配置为允许某些类型的内容而不阻止运行这些应用的服务器弹出的窗
口。网络浏览器用于显示联机帮助以及功能性应用窗口。以下各节介绍您必须配置的浏览器设
置，以便您可以像使用应用客户端一样高效使用浏览器：

 • HTTP/HTTPS 代理例外，第 6-1 页 

 • 配置浏览器 Cookie，第 6-2 页

 • 配置 Internet Explorer 设置，第 6-2 页 

 • 配置 Firefox 设置，第 6-3 页 

 • 使用第三方工具启用和配置例外，第 6-5 页 

HTTP/HTTPS 代理例外

如果您使用 HTTP/HTTPS 代理，需要为安全管理器服务器配置一个代理例外。

此要求适用于 Internet Explorer 和 Firefox，有关这两种浏览器的其他配置详细信息，请参阅后面
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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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浏览器客户端
配置浏览器 Cookie 
如果安装了多个浏览器，应启用默认浏览器的 Cookie。更具体来说，应将 Internet Explorer 的“隐
私”设置设为“中”或更低的级别（IE >“工具”>“Internet 选项”>“隐私”设置 <=“中”）。

如果阻止 Cookie，即使在全新安装安全管理器之后，也可能会导致安全管理器用户登录失败。
如果在全新安装安全管理器后用户登录失败，您可能会看到以下错误消息：“无法分配 CMF 会
话 ID”。

配置 Internet Explorer 设置

您需要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配置几项设置，安全管理器及其应用才能正常工作。Internet 
Explorer 用来显示联机帮助、活动报告、CS-MARS 查找信息等等。此程序介绍您需要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配置的设置。

程序

步骤 1 如果您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8.x、9.x、10.x 或 11.x，请使用兼容性视图；Internet Explorer 
8.x、9.x、10.x 或 11.x 仅在兼容性视图中受支持。若要使用兼容性视图，请打开 Internet 
Explorer，导航到“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并将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添加为一个网站显示在
兼容性视图中。

步骤 2 执行以下步骤，针对安全管理器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a.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b. 转至“工具”>“弹出窗口阻止程序”>“弹出窗口阻止程序设置” 

c. 在要允许的网站地址字段中，输入您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点击添加。请参阅 
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US/windows-vista/Internet-Explorer-Pop-up-Blocker-frequently
-asked-questions 。

注意 如果您不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可能无法发现安全管理器中的设备。

步骤 3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选择工具 > Internet 选项。在“Internet 选项”对话框中执行此程序中的
所有后续步骤。

步骤 4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允许活动内容：

a. 点击高级选项卡，然后滚动至安全部分，并选中允许活动内容在“我的电脑”的文件中运行。

b. 点击应用保存更改。

步骤 5 确认可以通过这些浏览器安全设置将加密的页面保存到磁盘。如果无法保存加密的页面，则不能
下载客户端软件安装程序。

在高级选项卡上的“安全”区域，取消选中不将加密的页面存盘。如果您需要更改设置，请点击
应用保存更改。

步骤 6 确认临时文件的磁盘缓存大小大于您希望下载的客户端软件安装程序的大小。如果分配的缓存太
小，则不能下载安装程序。要更改缓存大小，可执行以下步骤：

a. 点击常规选项卡。

b. 点击设置下的“Internet 临时文件”组。

c. 如有必要，请增加磁盘空间大小供 Internet 临时文件使用，然后点击确定。

d. 点击应用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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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浏览器客户端
步骤 7 （可选）CS-MARS 与安全管理器之间的一些交互需要打开既包括安全内容也包括非安全内容的
页面。默认情况下，Internet Explorer 会询问您是否想要显示不安全的内容。您可以点击是回应此
提示，随即软件会正常运行。

如果需要，可以更改 Internet Explorer 设置，以便系统不给您提示，而是自动显示包含混合内容
的任何页面（即同时包含安全和不安全内容的页面）。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将 Internet Explorer 配
置为显示混合内容页面：

a. 点击安全选项卡。

b. 点击对话框底部附近的自定义级别。

c. 在“其他”标题下，选择启用单选按钮启用“显示混合内容”设置。（确保您没有选择
“禁用”）。

d. 点击应用保存更改。

步骤 8 点击确定关闭“Internet 选项”对话框。

配置 Firefox 设置

您需要在 Firefox 中配置几项设置，安全管理器及其应用才能正常工作。Firefox 用来显示联机帮
助、活动报告、CS-MARS 查找信息等部分功能。此程序介绍您需要在 Firefox 中配置的选项。

 • 编辑首选项文件，第 6-3 页

 • 编辑磁盘缓存大小，第 6-4 页

 • 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或创建白名单，第 6-4 页

 • 启用 JavaScript，第 6-4 页

 • 在 近打开的窗口中以新选项卡显示联机帮助，在后续请求中重用现有窗口，第 6-5 页

编辑首选项文件

程序

要编辑首选项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使用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打开 \Mozilla Firefox\defaults\pref 子目录中的 firefox.js。

步骤 2 添加下列各项： 
pref("dom.allow_scripts_to_close_windows", true);

步骤 3 保存编辑的文件，然后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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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浏览器客户端
编辑磁盘缓存大小

确认临时文件的磁盘缓存大小大于您希望下载的客户端软件安装程序的大小。如果分配的缓存太
小，则不能下载安装程序。

程序

要更改缓存大小，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选择工具 > 选项，然后点击高级。

步骤 2 如果该设置过小，请为缓存保留更多空间，然后点击确定。

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或创建白名单

程序

要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选择工具 > 选项，然后点击内容图标。

步骤 2 取消选中阻止弹出窗口复选框。

或者，若要创建科接收弹出窗口的可信来源的白名单，请选中阻止弹出窗口复选框，然后点击例
外，并在“允许的站点 - 弹出窗口”对话框中执行以下操作：

a. 在“网址”字段中输入 http://<SERVER_NAME>（其中 SERVER_NAME 是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的 IP 地址或 DNS 可路由名称，然后点击允许。

b. 输入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_NAME>/Local%20Settings/Temp/
（其中 C: 是安装了 Windows 的客户端系统磁盘驱动器，USER_NAME 是您在客户端系统上的 
Windows 用户名），然后点击允许。

c. 点击关闭。

步骤 3 点击确定。

启用 JavaScript

程序

要启用 JavaScript，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选择工具 > 选项，然后点击内容图标。

步骤 2 选中启用 JavaScript 复选框。

步骤 3 点击高级，然后在“高级 JavaScript 设置”对话框中选中“允许的脚本”区域中的每个复选框。

步骤 4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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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提示
在最近打开的窗口中以新选项卡显示联机帮助，在后续请求中重用现有窗口

首次访问联机帮助时，可能会打开两个新的浏览器窗口：一个空白页和一个包含帮助内容的页
面。而且，在后续尝试访问联机帮助时，可能无法重用现有的浏览器窗口。

程序

要将 Firefox 配置为在 近打开的浏览器窗口中以新选项卡显示联机帮助，以及在后续场景中重
用现有的窗口，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在地址栏中，输入 about:config，然后按 Enter。系统随即会显示用户首选项列表。

步骤 2 双击 browser.link.open_external，然后在生成的对话框中输入 3。此值表示来自外部应用的链接
在 新打开的浏览器窗口中以新选项卡打开。

步骤 3 双击 browser.link.open_newwindow 并将其设置为 1。此值表示在活动选项卡或窗口中打开链接。

步骤 4 双击 browser.link.open_newwindow.restriction 并将其设置为 0。此值将使所有新窗口以选项卡方
式打开。

步骤 5 关闭 about:config 页面。

备注 当您打开上下文相关的帮助时，即使浏览器状态栏的状态显示为“已完成”，也可能会
显示一个空白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等待几分钟，以便下载和显示内容。

使用第三方工具启用和配置例外

通过某些第三方弹出窗口阻止程序，您可以允许来自特定站点或服务器的弹出窗口，而无需全局
允许弹出窗口。如果您的弹出窗口阻止程序不允许您将例外配置为列入白名单，或是该选项不能
满足您的要求，则必须将您的实用程序设置为允许所有弹出窗口。允许来自受信任站点的弹出窗
口的方法会因所用实用程序而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三方产品文档。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提示
您可以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来配置设备。在客户端保存更改后，这些更改将保存到您的工作
站。然后，您必须将这些更改提交到数据库，该数据库会更新驻留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

使用客户端时，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不断进行往来通信。基于这一点，要帮助提高客户端性能，
请参考有关客户端安装的下列提示：

 • 请勿象正常的日常操作那样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客户端和服务器。如果客户端安装在服务
器上，应仅用它来完成有限的故障排除操作。

 • 将客户端安装在相当接近服务器的工作站上，以免出现网络延迟问题。例如，如果服务器安
装在美国，那么运行于印度某网络的客户端可能会因延迟问题而出现响应不佳的情况。为了
缓解这个问题，您可以采用远程桌面或终端服务器这种安排，将客户端与服务器并列配置在
同一个数据中心内。

 • 您可以在计算机上仅安装一个客户端副本。客户端与服务器必须采用完全匹配的版本。因
此，如果您想要运行两个不同版本的安全管理器产品，就必须具有两个独立的工作站来运行
客户端。

另一方面，您可以多次启动客户端以连接到运行相同版本的不同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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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是工作站上安装的一个单独的程序。您可以使用该客户端登录安全管理器服务
器以及在您的设备上配置安全策略。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是您随产品一起使用的主要应用。

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软件时，可能已在该服务器上安装了客户端。不过，不建议在同一系统上
将客户端用作服务器来进行正常的日常使用，而应按照如下程序将客户端安装在单独的工作站
上。有关工作站系统要求和支持的浏览器版本的信息，请参阅客户端要求，第 3-9 页。

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参阅下列主题：

 • 配置非默认 HTTP 或 HTTPS 端口，第 6-8 页

 • 无法从以前版本的客户端升级，第 6-8 页

 • 安装过程中的客户端问题，第 A-9 页。

准备工作

 • 确保您的浏览器配置正确。请参阅配置网络浏览器客户端，第 6-1 页。

 • 确保您的 Windows 防火墙配置正确。在安全管理器支持的操作系统上，Windows 防火墙默认
已启用。因此，系统会阻止 HTTP、HTTPS 和系统日志的入站连接。例如，管理员可以在本
地访问服务器上的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 URL，却不能从远程工作站访问。再比如，事件查
看器中不显示系统日志数据。您必须禁用 Windows 防火墙或配置入站规则，才能允许所涉及
的管理流量。

注意 如果在工作站上禁用 Windows 防火墙，工作站会容易受到 Windows 防火墙在启用状态下
予以阻止的恶意活动的攻击。

 • 我们建议您在下载客户端软件安装程序之前手动删除客户端系统上的临时文件。删除此类文
件可以增加拥有足够可用空间的几率。

 • 如果在工作站上安装客户端，则需要在安装客户端之前或安装过程中禁用思科安全代理。如
果客户端安装程序在安装过程中不能禁用思科安全代理，安装过程将会终止，系统会提示您
在重新开始安装客户端之前手动将其禁用。

提示 若要禁用您的工作站上的思科安全代理，请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1) 右键点击系统
托盘中的思科安全代理图标，并选择安全级别 > 关闭或 (2) 打开服务（控制面板 > 管理
工具 > 服务），右键点击思科安全代理，然后点击停止。对于上述两种方法，某些版本
的 Windows 需要采取以下步骤：打开服务，右键点击思科安全代理监控器，然后点击停
止。完成客户端的安装后，重新启动思科安全代理。

注意 在工作站上禁用思科安全代理时，工作站将容易受到思科安全代理在启用状态下予以阻止的恶意
活动的攻击。

 • 如果您已经在工作站上安装了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程序必须在安装更新的客户端之前将
其卸载。如果需要执行此操作，向导会提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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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程序

步骤 1 使用具有 Windows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帐户登录客户端工作站。

步骤 2 在网络浏览器中，打开下面其中一个 URL，其中 SecManServer 是安装安全管理器的计算机的名
称。点击“安全警报”窗口中的是。

 • 如果您没有在使用 SSL，请打开 http://SecManServer:1741 

 • 如果您在使用 SSL，请打开 https://SecManServer:443 

思科安全管理套件登录屏幕随即会显示。在页面上验证 JavaScript 和 Cookie 是否已启用，以及您
正在运行的网络浏览器版本是否受支持。

步骤 3 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思科安全管理套件服务器。初始安装服务器时，您可以使用用户名 
admin 和产品安装期间定义的密码登录。

步骤 4 在思科安全管理套件的主页上，点击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程序。

系统随即会提示您打开或运行该文件，或将其保存到磁盘。您可以选择任一选项。如果您选择将
其保存到磁盘，则下载程序后运行它（在浏览器提示您时双击该文件或选择“运行”选项）。

提示 如果收到任何有关应用的安全警告（如“检测到问题”或“无法验证发行者”或身份不
明的应用要访问您的计算机），应确保您允许访问。您可能需要点击多个按钮，按钮名
称因提示您的应用而异（例如，“允许”、“是”、“应用”等等）。

备注 如果您使用的是 Internet Explorer 10.x，需要特别注意。当您点击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安装程序时，您会收到一个执行用户操作（保存或运行）的提示，就像为思科安全管理
器 4.10 支持的各个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执行的操作一样。如果您选择“运行”选项，系
统会显示一个对话框，指出不建议使用此选项；然后您会收到另一个执行用户操作提
示。收到此提示并点击操作按钮后，Internet Explorer 的“SmartScreen 过滤器”对话框随
即会显示。重要信息-- 您需要选择继续运行开始客户端安装过程。

步骤 5 安装向导随即会显示“欢迎”屏幕。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会作为具有六个视图的单个应用进行安装 - 配置管理器、事件查看器、报告管
理器、运行状况和性能管理器、映像管理器和控制面板。每个视图都可以按照如下三种方式中的
一种独立启动（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到安全管理器，第 6-10 页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

 • 开始 > 所有程序 > 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文件夹] > 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 [登录屏幕]

 • [启动其中一个视图后] 启动 > [选择另一个视图] 

备注 此外，系统还会为思科安全管理器创建桌面图标。此图标随即会打开思科安全管理套件
主页。

步骤 6 按照安装向导说明进行操作。安装期间，系统会要求您提供以下信息：

 • 服务器名称 - 在其上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软件的服务器的 DNS 名称或 IP 地址。通常情况
下，您的客户端安装程序就从此服务器下载。

 • 协议 - HTTP 或 HTTPS。选择将安全管理器服务器配置为使用的协议。通常情况下，将服务
器配置为使用 HTTPS。如果不确定选择哪一个，请询问系统管理员。此外，如果您知道服务
器被配置为使用非默认端口，则安装后使用配置非默认 HTTP 或 HTTPS 端口，第 6-8 页中的
信息配置该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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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 快捷方式 - 仅为自己、为登录到此工作站的所有用户帐户还是不为任何用户创建快捷方式。
此信息可以确定谁会在“开始”菜单中看到“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您可以通过“开
始”>“所有程序”>“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文件夹]”>“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或桌
面图标来启动客户端。

 • 安装位置 - 要安装客户端的文件夹。除非您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安装在其他位置，否则请接受
默认位置。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

步骤 7 继续按照安装向导说明进行操作。

步骤 8 点击“完成”完成安装后，如果您暂时禁用了防病毒应用，请重新启用它。

如果您工作站上的思科安全代理被客户端安装程序停止，它会在安装结束时重新启动。但是，如
果您在系统上手动禁用思科安全代理，则必须在客户端安装完成后将其启用。

处理阻碍安装的安全设置 
在工作站上配置安全设置的方式有许多种，可以安装的产品也有许多种，这些都可能会妨碍您安
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如果安装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先确保您的 Windows 用户帐户获有安装软件
所需的管理权限，然后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备注 如果启用了“Microsoft Windows 用户帐户控制 (UAC)”，就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
和运行客户端。

配置非默认 HTTP 或 HTTPS 端口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使用如下默认端口：HTTPS 是 443；HTTP 是 1741。如果您的组织安装的安全
管理器服务器使用其他端口，您需要将客户端配置为使用非标准端口。否则，客户端无法连接到
服务器。

若要为您的客户端配置不同的端口，请使用文本编辑器（例如记事本）编辑 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jars\client.info 文件。添加以下设置，并指定
自定义端口号，而非 <port number>：

 • HTTPS_PORT=<port number> 

 • HTTP_PORT=<port number> 

下次启动客户端时，系统会使用这些设置。

无法从以前版本的客户端升级

在已经安装了旧版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或是过去在工作站上安装了客户端的情况下，如果尝试安装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则客户端安装程序会在安装新客户端之前先卸载以前的版本。如果收到错误
消息“找不到主类。程序将退出”，安装程序将无法安装客户端。

程序

之所以会出现此问题，是因为您的系统中存在旧注册表项。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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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应用
步骤 1 选择开始 > 运行，输入 regedit，以此启动注册表编辑器。

步骤 2 删除以下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
all\f427e21299b0dd254754c0d2778feec4-837992615

步骤 3 删除以前的安装目录，此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

步骤 4 重命名以下文件夹：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InstallShield\Universal\common\Gen1 

步骤 5 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删除程序。如果仍然列出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请点击删除。如
果收到消息“程序已删除；是否要从列表中将其删除？”，请点击是。

如果仍然不能重新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请重命名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InstallShield 目录，然后重试。另请参阅安装过程中的客户端问题，第 A-9 页。

修补客户端

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应用 Service Pack 或点修补程序后，当您登录服务器时，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会提示您应用更新。客户端软件的版本号必须与服务器软件的版本号相同。

当系统提示您下载并应用所需的软件更新时，使用您的网络浏览器下载更新。系统随即会提示您
打开或运行该文件，或将其保存到磁盘。您可以选择任一选项。如果您选择将其保存到磁盘，则
下载程序后运行它（在浏览器提示您时双击该文件或选择“运行”选项）。

此修补程序的安装与客户端的安装类似，并且您必须允许（或点击是）来自思科安全代理或您已
安装的其他安全软件的任何安全警报，安装程序才能运行。

当系统提示您提供安装位置时，确保选择您安装客户端的文件夹。如果希望覆盖文件，请在询问
时选择全是。

提示 如果收到错误消息，指出无法检索 URL 或连接超时，您需要先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然后安
装全新的副本（已应用修补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第 6-11 页和
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第 6-6 页。

登录到应用
安装服务器应用、配置网络浏览器并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后，即可登录到应用：

 • 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到安全管理器，第 6-10 页

 • 使用网络浏览器登录到服务器应用，第 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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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应用
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到安全管理器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作为具有六个应用的应用套件进行安装 - 配置管理器、事件查看器、报告管理
器、运行状况和性能管理器、映像管理器和控制面板。每个应用都可以按照下面程序中介绍的三
种方式之一独立启动：

使用配置管理器应用（属于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应用套件）执行大多数安全管理器任务。

提示 您必须使用获有管理员权限的 Windows 用户帐户登录到客户端工作站，才能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
端的全部功能。如果您尝试运行获有较少权限的客户端，可能会发现某些功能无法正常工作。

程序

步骤 1 启动所选的配置管理器、事件查看器、报告管理器、运行状况和性能监控器、映像管理器或控制
面板。每个应用都可以按照如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独立启动：

 • 开始 > 所有程序 > 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文件夹] > 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 [登录屏幕] 

 • [启动其中一个应用之后] 启动 > [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应用套件中选择一个不同的应用]。登录
对话框窗口不会出现。

步骤 2 在安全管理器登录对话框窗口中，输入或选择您想要登录到的服务器的 DNS 名称。

备注 如果您输入或选择的是 IP 地址，而不是 DNS 名称，那么某些功能可能无法在 Internet 
Explorer 7 环境中按预期工作。为了确保所有安全管理器功能都能正常使用，请输入您想
要登录到的服务器的 DNS 名称。

步骤 3 输入安全管理器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4 如果服务器使用 HTTPS 连接，请确保选中“HTTPS”复选框；否则，请取消选中该复选框。点
击登录。

步骤 5 如果服务器提示您下载并安装客户端软件更新，请参阅修补客户端，第 6-9 页。

步骤 6 如果您登录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版本比您运行的客户端高，则系统会显示一条通知并为您提供
下载相应客户端版本的选项。

步骤 7 如果没有使用您刚刚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运行的会话，那么客户端应用（配置管理器、事件查看
器、报告管理器、运行状况和性能监控器、映像管理器或控制面板）会登录到服务器，并打开客
户端界面。

步骤 8 如果已经存在使用您刚刚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运行的会话，系统会显示一条通知信息，告知您可
以通过一种更简单的方法从现有应用在同一个会话中启动新的应用程序。方式如下：

[启动其中一个应用之后] 启动 > [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应用套件中选择一个不同的应用]。

步骤 9 从现有会话中启动新应用，如果该应用已在运行，则聚焦至该应用。

提示 如果闲置 120 分钟，客户端即会被关闭。要更改空闲超时，请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
理，从目录中选择自定义桌面，然后输入所需的超时时间。您也可以禁用此功能，以便
客户端不会自动关闭。

步骤 10 若要退出安全管理器，请选择文件 >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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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使用网络浏览器登录到服务器应用

只有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使用常规的 Windows 应用客户端来托管客户端应用。其他所有应用，包括
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管理功能（通过 Common Services 应用）、CiscoWorks 和自动更新服务器，
均在网络浏览器中进行托管。

登录到这些应用的方法是相同的。如果在一台服务器上安装多个应用，将会同时登录到安装的
所有应用。这是因为登录由 CiscoWorks 控制，而所有这些应用都在 CiscoWorks 的保护伞下进行
托管。

程序

步骤 1 在网络浏览器中，打开下面其中一个 URL，其中 server 是安装任何一个服务器应用的计算机的名
称。点击“安全警报”窗口中的是。

 • 如果您没有在使用 SSL，请打开 http://server:1741 。

 • 如果您在使用 SSL，请打开 https://server:443 。

思科安全管理套件登录屏幕将会显示。在页面上验证 JavaScript 和 Cookie 是否已启用，以及您正
在运行的网络浏览器版本是否受支持。有关将浏览器配置为运行应用的信息，请参阅配置网络浏
览器客户端，第 6-1 页。

步骤 2 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思科安全管理套件服务器。初始安装服务器时，您可以使用用户名 
admin 和产品安装期间定义的密码登录。

步骤 3 在思科安全管理套件主页上，可以访问服务器上安装的功能。此主页上的内容可以因您所安装产
品的不同而不同。

 • 点击要运行的应用的面板，例如自动更新服务器。

 • 点击服务器管理面板打开“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服务器”菜单。您可以点击此链接
到达 Common Services 内的任何位置。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是管理服务器的基础软
件。使用它配置和管理后台服务器功能，例如服务器维护和故障排除、本地用户定义等等。

 • 点击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安装程序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客户端是使用安全管理器服务
器的主界面。

步骤 4 若要退出应用，请点击屏幕右上角的注销。如果您同时打开了主页和安全管理器客户端，那么退
出浏览器连接不会退出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如果您想要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请选择开始 > 所有程序 > 思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 卸载思科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并按照卸载向导提示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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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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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7

服务器安装后任务

以下主题是在服务器上安装安全管理器或其相关应用后要完成的任务。

 • 要立即完成的服务器任务，第 7-1 页

 • 验证所需的进程是否正在运行，第 7-2 页

 • 使用 MRF 配置安全管理器进程的堆大小，第 7-3 页

 • 持续确保服务器安全性的 佳做法，第 7-7 页

 • 验证安装或升级，第 7-7 页

 • 后续步骤，第 7-8 页

要立即完成的服务器任务
请确保您在安装后立即完成以下任务。

任务

1. 重新启用或重新安装防病毒扫描程序和类似产品。如果您卸载或暂时禁用了任何服务器安全软件（如防病
毒工具），请立即重新安装或重新启动该软件，然后根据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只要在服务器上安装了安
全管理器，就请确保不要扫描 NMSROOT 目录和事件文件夹。

备注 如果您发现防病毒软件在降低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效率或响应能力，请参阅防病毒软件文档以了解推
荐的设置。

2. 重新启用为了安装而禁用的服务和服务器进程。请勿重新启用 IIS。

3. 重新启用您为了安装而禁用的任何任务关键型应用，包括使用任何 Sybase 技术或软件代码的任务关键型
应用。

4. 在服务器上，将自签证书添加到可信证书列表。若要了解操作方法，请参阅浏览器文档。

5. 查看 Cisco.com 上是否有关于安全管理器及其相关应用的更新。如果发现有可用更新，请安装与您的组织
和网络相关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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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所需的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验证所需的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您可以从 Windows 命令提示窗口运行 pdshow 命令，以验证您选择安装的思科服务器应用的所有
需要的进程是否都在正常运行。进程要求因应用而异。

提示 若要了解关于 pdshow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Common Services 文档。

使用表 7-1 了解相关应用所需的进程。

表 7-1 应用进程要求 

此应用： 需要以下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进程：

Common Services Apache
CmfDbEngine
CmfDbMonitor
CMFOGSServer
CSRegistryServer
DCRServer
diskWatcher
EDS
EDS-GCF
ESS
EssMonitor
jrm
LicenseServer
Proxy
Tomcat
TomcatMonitor
NameServer
NameServiceMonitor
EventFramework

思科安全管理器 AthenaOGSServer
ccrWrapper
CsmReportServer
rptDbEngine
rptDbMonitor
VmsBackendServer
vmsDbEngine
vmsDbMonitor
VmsEventServer
CsmHPMServer

自动更新服务器 AusDbEngine
AusDb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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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RF 配置安全管理器进程的堆大小  
使用 MRF 配置安全管理器进程的堆大小
内存保留框架 (MRF) 是安全管理器 4.1 中引入的一项功能，该功能可以让思科安全管理器管理员
能够修改关键进程的堆大小；这样可以提高服务器的性能。MRF 使进程可以根据服务器上安装的 
RAM 来调整堆大小。

可以使用在表 7-2 中列出的 MRF 配置安全管理器进程。

备注 没有适用于 HPM（运行状况和性能监控）服务器的 MRF 配置。

备注 您可以在上一节“验证所需的进程是否正在运行”和 Common Services 文档中了解更多关
于 pdshow 命令的信息。

默认配置

表 7-3 中列出的进程是可以使用 MRF 配置的安全管理器进程，它们已使用默认的堆大小值进行预
配置。针对可使用 MRF 配置的每个安全管理器进程，表 7-3 以 MB 为单位列出了服务器可用的不
同 RAM 量的默认 小和 大堆大小。

部分 RAM 是为操作系统和其他进程保留的，未在此处列出。以表 7-3 中 16 GB 的 RAM 为例。
4 个进程的 大堆大小总和为 (4096 + 4096 + 1024 + 4096) = 13312 MB，即 13 GB。对于操作系统
和其他进程，有 3 GB 的额外 RAM 可用。

表 7-2 可以使用 MRF 配置的安全管理器进程 

进程 pdshow 中所示的名称 说明

后端进程 VmsBackendServer 执行设备发现和部署操作。

Tomcat Tomcat 负责编辑和验证策略等内容的
主机应用。

报告服务器 CsmReportServer 生成报告数据。

事件服务器 VmsEventServer 收集正在从设备发送的事件。

表 7-3 为安全管理器进程预配置的默认堆大小 

服务器上的物
理 RAM (GB) 

VmsBackend 
Server Tomcat CsmReportServer VmsEventServer CsmHPMServer 

< 8 1024、2048 512、1024 1024、1024 1024、2048 512、1024

8 1024、3072 1024、2048 1024、1024 1024、3072 512、1024

12 2048、4096 2048、3072 1024、2048 2048、4096 512、1024

16 2048、4096 2048、4096 1024、4096 4096、4096 512、1024

24 4096、8192 4096、4096 1024、4096 4096、8192 512、1024

>= 28 8192、8192 4096、4096 1024、4096 4096、8192 51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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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RF 配置安全管理器进程的堆大小
配置命令

MRF 提供一个命令和一组子命令来读取并修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程的堆大小。可以使用 mrf 命
令设置进程的 小和 大堆大小。按如下形式执行此命令将会显示与使用此命令相关的信息：

> mrf
mrf help
           Prints this message.
mrf backup
           Backup existing configuration
mrf revert
           Restores backed up configuration
mrf set_heap_params process X-Y [min],[max]
           Sets minimum and maximum heap sizes
           process -> process name
           X-Y -> Memory Range in MB to which heap sizes apply
           [min],[max] -> minimum and maximum heap sizes in MB. These are optional but 
atleast one should be specified.
mrf get_heap_params process [memory]
           Prints minimum and maximum heap sizes in MB
           process -> process name
           [memory] -> memory size in MB for which heap sizes are to be printed. If not 
specified heap sizes are to be printed for current system memory.

请确保在运行 mrf 命令时仅使用有效的进程名称。当指定了无效的进程名称时，不会引发任何错
误。有效的进程名称列在表 7-2 中。进程名称区分大小写。

为进程配置堆大小

为安全管理器进程配置堆大小的过程分为以下三个主要步骤：

1. 保存现有配置 

2. 读取现有配置 

3. 修改配置 

1. 保存现有配置 

配置进程堆大小是一个关键步骤，会影响安全管理器的性能，因此思科建议必须在应用专家的指
导下才可以执行该操作。

此外，作为预防措施，思科建议您进行更改之前保存进程的现有内存配置，MRF 会提供两种方法
来进行该操作。

1. 如果您要测试配置更改，可以使用第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分别使用下列两个命令
来保存旧配置，以及将新的修改恢复为旧配置：

mrf backup
mrf revert

2. 如果您想要在长时间使用新配置后恢复为旧的值，则第二种方法非常有用。有两种方式可以
执行此操作；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式：

a. 您可以运行 mrf revert，只要您未在进行配置更改后运行 mrf backup 即可。

b. 进行配置更改之前，您将对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行备份。如果您想要恢复更改，则
恢复备份。在这种情况下，在备份后所做的数据更改将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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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读取现有配置 

保存数据后，即可使用以下命令查询进程的现有值：

mrf get_heap_params [process name] [memory] 

如果未在此命令中指定内存，则使用当前的 RAM 大小。通常您关注的是当前的 RAM 大小。参
数 [process name] 具有表 7-2 中列出的任一值。进程名称区分大小写。

该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值以 MB 为单位。

Minimum Heap Size = 1024 
Maximum Heap Size = 2048 

3. 修改配置 

验证当前配置后，您可以按照本节中的说明继续修改配置。

若要配置堆大小，请使用以下命令：

mrf set_heap_params [process name] [X-Y] [min],[max]

参数 [process name] 可以是表 7-2 中列出的任何进程。进程名称区分大小写。

您需要在执行此命令后重新启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才能使更改生效。

备注 如果恢复在修改堆参数之前创建的备份，则使用 mrf set_heap_params 所做的更改会丢失。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您想要保留新的值，则可以执行以下步骤：

1. 运行 mrf backup

2. 执行应用恢复。

3. 运行 mrf revert

此命令使用下列语法：

mrf set_heap_params [process name] [X-Y] [min],[max] 

Sets minimum and maximum heap sizes 

[X-Y]：堆大小适用的内存范围，以 MB 为单位 

[min],[max]：以 MB 为单位的 小和 大堆大小。这些值位可选项，但应至少指定一个值。

参数 [process name] 具有表 7-2 中列出的任一值。进程名称区分大小写。

修改配置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修改堆大小配置：

 • mrf set_heap_params Tomcat 7372-8192 2048,4096 

对于 Tomcat 进程，当 RAM 大小介于 7372 MB 到 8192 MB 之间时，将 小和 大堆大小分
别设置为 2048 MB 和 4096 MB。

 • mrf set_heap_params Tomcat 7372-8192 2048 

对于 Tomcat 进程，当 RAM 大小介于 7372 MB 到 8192 MB 之间时，将 小堆大小设置为 
204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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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rf set_heap_params Tomcat 7372-8192,4096 

对于 Tomcat 进程，当 RAM 大小介于 7372 MB 到 8192 MB 之间时，将 大堆大小设置为 
4096 MB。

 • mrf set_heap_params Tomcat 8080-8080 2048,4096 

对于 Tomcat 进程，当 RAM 大小为 8080 MB 时，将 小和 大堆大小分别设置为 2048 MB 和 
4096 MB。您可以执行 getramsize 命令以获得现有 RAM 大小（以 MB 为单位）。

修改配置验证

设置堆参数后，您可以通过执行 mrf get_heap_params 命令验证更改。

配置进程的堆大小摘要

此部分中介绍的用于为安全管理器进程配置堆大小的三个主要步骤可总结为以下按执行顺序列出
的命令：

mrf backup 
mrf get_heap_params process 
mrf set_heap_params Tomcat 7372-8192 2048,4096 

mrf revert #如果需要恢复更改 

用户可能需要重新配置堆大小的典型场景

场景 1 

安全管理器 4.0 用户可能为后端进程 (VmsBackendServer) 使用 4 GB 的 大堆大小。这超过在安
全管理器 4.1 中为 8 GB RAM 分配的 3 GB 的默认 大堆大小。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将后
端进程堆大小重新配置为 4 GB。用户可以在未启用事件管理的情况下选择这样做，事件管理使用
事件服务器进程 (VmsEventServer)。

场景 2 

假设安全管理器在仅配置模式（事件管理和报告已禁用）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增加后端
进程和 Tomcat 堆大小。

场景 3 

假设安全管理器在仅配置模式（事件管理和报告已禁用）下运行，且需要启用事件管理。在此场
景中，应先减小后端进程和 Tomcat 堆大小，然后启用事件管理，以使安全管理器进程所有堆大
小的总和不超过服务器可用的 RAM 大小。

场景 4 

事件管理和后端进程会消耗大量内存，需要分配更多的 RAM。（如果未使用事件管理，则可通
过增加 大堆大小来为后端进程分配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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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确保服务器安全性的最佳做法
持续确保服务器安全性的最佳做法
系统中安全性 低的组件将决定系统的安全程度。下列核对表中的步骤可以帮助您在安装安全管
理器后保护服务器及其操作系统的安全：

验证安装或升级
您可以使用 Common Services 验证是否已成功安装或升级安全管理器。如果由于安全管理器界面
不显示或未正确显示而要尝试验证安装，请参阅安装后的服务器问题，第 A-5 页。

步骤 1 使用客户端系统上的浏览器，通过以下任一地址登录到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 对于 HTTP 服务 - http://<server_name>:1741

 • 对于 SSL 服务 - https://<server_name>:443

要了解支持哪些浏览器和浏览器版本，请参阅客户端要求，第 3-9 页。

步骤 2 在“思科安全管理套件”页面中，点击服务器管理面板打开 Common Services 的服务器 > 管理
页面。

步骤 3 若要显示“进程管理”页面，请点击进程。

结果列表会列出所有服务器进程的名称，并描述每个进程的运行状态。以下进程必须在正常运行：

 • vmsDbEngine

 • vmsDbMonitor

 • EDS

任务

1. 定期监控服务器安全性。记录并审核系统活动。使用 Microsoft 安全配置工具集 (MSCTS) 和 Fport 等安全
工具来定期审查您的服务器的安全配置。查看独立版思科安全代理（有时安装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的
日志文件。

提示 您可以从 Microsoft 网站获取 MSCTS，从 Foundstone/McAfee 网站获取 Fport。

2. 限制对您的服务器的物理访问。如果您的服务器包含可移动媒体驱动器，请将服务器设置为首先从硬盘引
导。如果有人从可移动媒体驱动器引导您的服务器，则您的数据可能会受到危害。通常，您可以在系统 
BIOS 中设置引导顺序。请确保使用强密码来保护 BIOS。

3. 请勿在服务器上安装远程访问或管理工具。这些工具提供进入您服务器的点，会带来安全风险。

4. 将病毒扫描应用设置为在服务器上自动、持续地运行。病毒扫描软件可以防止木马应用感染您的服务器。
定期更新病毒特征码。

5. 频繁备份服务器数据库。将所有备份都存储在访问受限制的安全位置。

备注 定期删除日志/数据库备份文件，以使硬盘上始终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建议硬盘可用空间至少达到 10 GB。

6. 定期备份您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如果未进行定期备份，或如果对安全管理器安装进行了一些更改，请先
备份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然后再运行任何 Windows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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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后续步骤

如果要： 执行以下操作：

了解基础知识 参阅在启动安全管理器时打开的交互式 JumpStart 指南。

快速启动并开始使用产品 参阅在线帮助中的“安全管理器入门”主题，或参阅《User Guide for Cisco Security 
Manager》（思科安全管理器用户指南）第 1 章。

完成产品配置 参阅在线帮助中的“完成安全管理器初始配置”主题，或参阅《User Guide for Cisco 
Security Manager》（思科安全管理器用户指南）第 1 章。

管理用户身份验证和授权 请参阅以下主题：

 • 用户权限，第 8-3 页

 •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引导设备 请参阅在线帮助中的“准备要进行管理的设备”主题，或《User Guide for Cisco 
Security Manager 4.10》（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用户指南）第 2 章，网址为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ts-user-guide-list.
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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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8

管理用户帐户

管理用户帐户涉及帐户创建和用户权限：

 • 帐户创建，第 8-1 页。您的帐户可以是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的本地帐户、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服务器上的 ACS 帐户或 Common Services 服务器上的非 ACS 帐户。

 • 用户权限，第 8-3 页。您的权限（或称特权）是授权您执行的任务。您的权限由您在安全管
理器中的角色定义。您的用户名和密码通过身份验证后，您在安全管理器中的角色即会建
立。身份验证在登录期间由安全管理器完成。

帐户创建 
要使用思科安全管理器，必须使用安装期间创建的管理员帐户登录，并且必须为每个用户创建一
个帐户。您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帐户：

 • 本地帐户，第 8-1 页 

 • ACS 帐户，第 8-2 页 

 • 非 ACS 帐户，第 8-2 页 

本地帐户 
要创建本地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当前已打开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并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您可以选择工具 > 安全管
理器管理并从目录中选择服务器安全。“服务器安全”页面包含一些按钮，用于链接至
并打开 Common Services 中的特定页面。点击本地用户安装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
“本地用户设置”页面。

 • 在您的网络浏览器中通过 URL https://servername 链接至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其中 
servername 是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此 URL 将打开安全管理器主页。点击服务
器管理打开 Common Services。指向服务器 > 单服务器管理 > 本地用户安装以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本地用户设置”页面。

2. 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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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创建
ACS 帐户 
要创建 ACS 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当前已打开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并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您可以选择工具 > 安全管
理器管理并从目录中选择服务器安全。“服务器安全”页面包含一些按钮，用于链接至
并打开 Common Services 中的特定页面。点击 AAA 安装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
“身份验证模式设置”页面。

 • 在您的网络浏览器中通过 URL https://servername 链接至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其中 
servername 是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此 URL 将打开安全管理器主页。点击服务
器管理打开 Common Services。指向服务器 > AAA 模式设置以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身份验证模式设置”页面。

2. 选择“AAA 模式设置”下的 ACS。

提示 ACS 的帐户使用 (1)“AAA 模式设置的 ACS 类型”（位于“身份验证模式设置”页面上）和 (2)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 ACS 登录模块。但您不需要选择 ACS 登录模块；当您选择
“AAA 模式设置的 ACS 类型”时，系统将自动为您选择该模块。

非 ACS 帐户 
要创建非 ACS 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当前已打开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并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您可以选择工具 > 安全管
理器管理并从目录中选择服务器安全。“服务器安全”页面包含一些按钮，用于链接至
并打开 Common Services 中的特定页面。点击 AAA 安装以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
“身份验证模式设置”页面。

 • 在您的网络浏览器中通过 URL https://servername 链接至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其中 
servername 是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 DNS 名称。此 URL 将打开安全管理器主页。点击服务
器管理打开 Common Services。指向服务器 > AAA 模式设置以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身份验证模式设置”页面。

2. 选择“AAA 模式设置”下的本地 RBAC。

提示 非 ACS 帐户使用 (1) “AAA 模式设置的本地 RBAC 类型”（位于“身份验证模式设置”页面
上）和 (2)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以下登录模块之一：CiscoWorks Local（默认登录模
块）、Local NT System、MS Active Directory、RADIUS 或 TAC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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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
用户权限
思科安全管理器对您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身份验证之后，您才能进行登录。通过身份验证后，安
全管理器将确定您在应用中的角色。此角色将定义您的权限（也称为特权），即授权您执行的一
组任务或操作。如果未授权执行某些任务或访问某些设备，则相关的菜单项、目录中的项目以及
按钮将会隐藏或禁用。此外，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告知您无权查看所选信息或执行选定操作。

安全管理器的身份验证和授权由 CiscoWorks 服务器或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 (ACS) 进行管
理。默认情况下由 CiscoWorks 管理身份验证和授权，但您可以通过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AAA 模式设置”页面更改为思科安全 ACS。有关 ACS 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本章的以
下各节：

 •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 排除安全管理器-ACS 交互故障，第 8-25 页 

在安全管理器 4.3 之前的版本中，使用思科安全 ACS 的主要优势是：(1) 能够使用专用权限集创
建高度精细的用户角色（例如，允许用户配置特定策略类型而不是其他类型）；(2) 能够通过配
置网络设备组 (NDG) 限制用户访问某些设备。在安全管理器 4.2 及更早的版本中，不提供这些精
细权限（有效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除非使用的是思科安全 ACS。这些精细特
权 (RBAC) 在安全管理器 4.3 及更高版本中提供，因为它们使用的是 Common Services 4.0 或更高
版本（在这些版本中，无需使用 ACS 即可获得本地 RBAC）。

安全管理器 4.10 保留与 ACS 4.2 的兼容性。请参阅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备注 希望将其 RBAC 能力从 ACS 迁移到 Common Services 的用户必须手动执行此操作；不提供迁移脚
本或其他迁移支持。

提示 若要查看完整的安全管理器权限树，请登录到思科安全 ACS，然后点击导航栏上的共享的配置文
件组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以下主题介绍用户权限：

 • 安全管理器 ACS 权限，第 8-3 页

 • 了解 CiscoWorks 角色，第 8-5 页

 • 了解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8 页

 • 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关联，第 8-10 页

安全管理器 ACS 权限

思科安全管理器提供默认的 ACS 角色和权限。您可以自定义默认角色，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创
建其他角色。但是，定义新角色或自定义默认角色时，请确保您选择的权限在安全管理器应用内
是符合逻辑的。例如，如果您在没有查看权限的情况下分配修改权限，会使用户注销应用。

安全管理器将权限分为以下类别。有关各个权限的说明，请参阅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的联机帮助
（有关查看权限的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 查看 - 允许您查看当前的设置。这些是主要的查看权限：

 – 查看 > 策略。允许您查看各种类型的策略。该文件夹包含各个策略类的权限，如防火墙
和 NAT。

 – 查看 > 对象。允许您查看各种类型的策略对象。此文件夹包含每种策略对象类型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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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权限
 – 查看 > 管理员。允许您查看安全管理器的管理设置。

 – 查看 > CLI。允许您查看在设备上配置的 CLI 命令以及预览将要部署的命令。

 – 查看 > 配置存档。允许您查看配置存档中包含的配置的列表。不能查看设备配置或任何 
CLI 命令。

 – 查看 > 设备。允许您在“设备”视图中查看设备及所有相关信息，包括其设备设置、属
性、分配等等。可以通过配置网络设备组 (NDG) 来将设备权限限制到特定的设备组。

 – 查看 > 设备管理器。允许您为单台设备启动只读版本的设备管理器，例如思科路由器和
适用于思科 IOS 路由器的安全设备管理器 (SDM)。

 – 查看 > 拓扑。允许您查看在“图”视图中配置的图。

 – 查看 > 事件查看器。允许您在实时查看器和历史查看器中查看事件查看器中的事件。

 – 查看 > 报告管理器。允许您在报告管理器中查看报告。

 – 查看 > 计划报告。允许您在报告管理器中计划报告。

 – 查看 > 运行状况和性能管理器。允许您启动运行状况和性能管理器。

 – 查看 > 映像管理器。允许您启动映像管理器。

 • 修改 - 允许您更改当前的设置。

 – 修改 > 策略。允许您修改各种类型的策略。此文件夹中包含各种策略类的权限。

 – 修改 > 对象。允许您修改各种类型的策略对象。此文件夹包含每种策略对象类型的权限。

 – 修改 > 管理员。允许您修改安全管理器的管理设置。

 – 修改 > 配置存档。允许您修改配置存档中的设备配置。此外，它还允许您将配置添加到
归档中并自定义配置存档工具。

 – 修改 > 设备。允许您添加和删除设备，以及修改设备特性和属性。要发现正在添加的设
备上的策略，还必须启用“导入”许可。此外，如果您启用“修改”>“设备”权限，请
确保还要启用“分配”>“策略”>“接口”权限。可以通过配置网络设备组 (NDG) 来将
设备权限限制到特定的设备组。

 – 修改 > 层次结构。允许您修改设备组。

 – 修改 > 拓扑。允许您在“图”视图中修改图。

 – 修改 > 管理事件监控。允许您在安全管理器中启用和禁用对任何设备的监控，以便安全
管理器可以从该设备启动或停止事件接收和处理。

 – 修改 > 修改映像存储库。允许您修改映像存储库中的项目以及检查 Cisco.com 中是否有映
像更新。

 • 分配 - 允许您为设备和 VPN 分配各种类型的策略。此文件夹中包含各种策略类的权限。

 • 批准 - 允许您批准策略更改和部署作业。

 • 控制 - 允许您向设备发布命令，例如 ping。此权限用于连接诊断。

 • 部署 - 允许您在网络中部署对设备的配置更改并执行回滚以返回到之前部署的配置。

 • 导入 - 允许您将设备上已经部署的配置导入到安全管理器。此外，您还必须具有查看设备并
修改设备特权。

 • 提交 - 允许您提交配置更改申请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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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当您选择修改、分配、批准、导入、控制或部署权限时，您还必须选择相应的查看权限；否
则，安全管理器将无法正常工作。

 • 当您选择修改策略权限时，您还必须选择相应的分配和查看策略权限。

 • 当您允许使用策略对象作为其定义的一部分的策略时，还必须为这些对象类型授予查看权
限。例如，如果您选择修改路由策略的权限，那么还必须选择查看网络对象和接口角色的权
限，这些是路由策略所需的对象类型。

 • 当允许使用其他对象作为其定义的一部分的对象时，此规则同样适用。例如，如果您选择修
改用户组的权限，那么还必须选择查看网络对象、ACL 对象和 AAA 服务器组的权限。

 • 可以通过配置网络设备组 (NDG) 来将设备权限限制到特定的设备组。NDG 对策略权限具有
以下影响：

 – 要查看策略，您必须获有至少一台分配了策略的设备的权限。

 – 要查看策略，您必须获有所有分配了策略的设备的权限。

 – 要查看、修改或分配 VPN 策略，必须获有 VPN 拓扑中所有设备的权限。

 – 要将策略分配给设备，您只需要获有该设备的权限，与您是否获有分配了策略的任何其
他设备的权限无关。（VPN 策略是个例外，如上文所述）。但是，如果用户为您未获有
权限的设备分配策略，那么您不能修改这项策略。

了解 CiscoWorks 角色

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创建用户时，将为该用户分配分配一个或多个角色。与每个角
色关联的权限确定每个用户有权在安全管理器中执行的操作。

以下主题介绍 CiscoWorks 角色：

 •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默认角色，第 8-5 页

 • 在 Common Services 中选择授权类型并为用户分配角色，第 8-7 页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默认角色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包含安全管理器的以下默认角色：

 • 服务中心 - 服务中心用户可以查看（但不是能修改）设备、策略、对象和拓扑图。

 • 审批者 - 可以批准更改的修改以及 CLI 更改。

 • 网络运营商 - 除了查看权限，网络运营商以外，还可以查看 CLI 命令和安全管理器管理设
置。网络运营商也可以修改配置存档以及向设备发布命令（如 ping）。

 • 网络管理员 - 只能部署更改。

备注 思科安全 ACS 指定有名为网络管理员的角色，该角色包含一组不同的权限。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了解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8 页。

 • 系统管理员 - 系统管理员获有所有安全管理器权限的完整访问权限，包括修改、策略分配、
活动和作业批准、发现、部署以及向设备发布命令。

提示 在安全管理器中，系统管理员角色获有 高级别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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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超级管理员 - 可以执行所有 CiscoWorks 操作，包括管理和批准任务。默认情况下，此角色获
有完全的特权。

提示 在安全管理器中，超级管理员角色没有 高级别的权限。此外，超级管理员角色是特定
于 Common Services 而不是 ACS 的。

 • 安全管理员 - 只能修改、分配和提交更改。

 • 安全审批者 - 只能批准更改的修改。

映像管理器

每个默认角色的附加任务为映像管理器定义，映像管理器是安全管理器 4.3 中首次出现的一项功
能，并在安全管理器 4.10 中仍然可用：

 • 启动映像管理器 

 • 将映像添加到安全管理器中的存储库 

 • 创建映像升级作业 

当使用本地帐户（安全管理器所特有，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定义）时，这些附加任务将分配给
不同角色，如表 8-1 所列。

有关与每个 CiscoWorks 角色关联的安全管理器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
关联，第 8-10 页。

有关显示了映像管理器的 RBAC 权限矩阵的一系列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B“映像管理器的权限
矩阵”。

提示

 • 如果服务器上安装了其他应用，Common Services 中可能会显示其他角色，例如导出数据。
导出数据角色是面向第三方开发人员的，不为安全管理器所用。

 • 虽然您不能更改 CiscoWorks 角色的定义，却可以定义为每个用户分配了哪些角色。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在 Common Services 中选择授权类型并为用户分配角色，第 8-7 页。

 • 若要在 CiscoWorks 中生成权限表，请选择服务器 > 报告 > 权限，然后点击生成报告。

表 8-1 默认角色的映像管理器任务

职责

任务

启动和查看 将映像添加到存储库 创建映像升级作业

服务中心 是 否 否

审批者 是 否 否

网络运营商 是 否 否

网络管理员 是 是 是

系统管理员 是 是 是

安全管理员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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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mmon Services 中选择授权类型并为用户分配角色 

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4.2.2 中，使用“本地用户设置 > 添加”页面 (1) 选择本地用户可
用的三个授权类型之一以及 (2) 给用户分配角色。三种授权类型如下：

 • 充分授权 

 • 启用任务授权 

 • 启用设备授权 

在 Common Services 中添加本地用户时，必须选择这三个授权类型（充分授权、启用任务授权或
启用设备授权）之一。

通过选择这三个授权类型之一，可以选择本地用户应具有的角色。选择本地用户应具有的角色将
定义授权用户执行的操作，因此非常重要。

例如，如果您选择服务中心角色，那么用户只能查看操作，不能修改任何数据。又比如，如果您
分配网络运营商角色，那么用户还可以修改配置存档。您可以为一个特定用户分配多个角色。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服务中心角色。您还可以清除默认角色以及将任何角色设置为默认角色。

提示 对用户权限进行更改后，则必须重启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相关主题

 • 安全管理器 ACS 权限，第 8-3 页

 • 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关联，第 8-10 页

 • 了解 CiscoWorks 角色，第 8-5 页

步骤 1 按照以下路径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本地用户设置”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管理员帐户登录（或获有足够特权的用户帐户）> 

服务器管理 > 

服务器 > [菜单选择器符号] >

安全 > 

单服务器管理 > 

本地用户设置

步骤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若要创建用户，请点击添加并在以下字段中输入适当的信息：“用户名”、“密码”、“确
认密码”和“邮件”。

 • 若要更改现有用户的授权，请选中用户名旁边的复选框并点击编辑。

步骤 3 如果希望用户具有安全管理器中可用的所有角色，请选择充分授权（服务中心、审批者、网络运
营商、网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超级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安全审批者）。

提示 如果选择充分授权，就无法选择启用任务授权或启用设备授权（如单选按钮格式所示）。

跳至此过程中的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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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果希望新用户仅具有您选择的角色（例如仅网络运营商），则选择启用任务授权。

提示 如果选择启用任务授权，就无法选择充分授权或启用设备授权（如单选按钮格式所示）。

a. 选择下列一个或多个角色：服务中心、审批者、网络运营商、网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超
级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安全审批者。有关每个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默认角色，第 8-5 页。

b. 跳至此过程中的步骤 8。

步骤 5 如果希望新用户仅获得您选择的设备组的授权，而不是安全管理器应用中存在的所有设备组的授
权，请选择启用设备授权。（您可以在“安全管理器”>“工具”>“安全管理器管理”>“设备
组”的“设备组”页面上定义设备组。） 

提示 如果选择启用设备授权，就无法选择充分授权或启用任务授权（如单选按钮格式所示）。

a. 选择您希望新用户获得其授权的设备组。

b. 选择下列一个或多个角色：服务中心、审批者、网络运营商、网络管理员、系统管理员、超
级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安全审批者。有关每个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默认角色，第 8-5 页。

步骤 6 点击确定，保存更改。

步骤 7 重启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了解思科安全 ACS 角色

在 Common Services 4.0（与安全管理器 4.3 和 4.4 一起使用）和 Common Services 4.2.2（与安全
管理器 4.5、4.6、4.7、4.8、4.9 和 4.10 一起使用）之前，思科安全 ACS 在管理安全管理器权限方
面的灵活性高于 Common Services，因为 ACS 支持特定于应用的角色（实际上是“基于角色的访
问控制”，即 RBAC）。

这些精细特权 (RBAC) 在安全管理器 4.0 和 4.2.2 中提供，在这些版本中，无需使用 ACS 即可获得
本地 RBAC。每个角色由一组权限组成，这组权限确定执行安全管理器任务的授权级别。在思科
安全 ACS 中，您为每个用户组（或者，也可以为每个单独的用户）分配一个角色，这样可以使该
组中的每个用户执行为该角色定义的权限所授权的操作。

此外，您也可以为思科安全 ACS 设备组分配这些角色，从而实现在不同的设备组上分配不同的
权限。

备注 思科安全 ACS 设备组是独立于安全管理器设备组的。

下列主题介绍思科安全 ACS 角色：

 • 思科安全 ACS 默认角色，第 8-9 页

 • 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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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安全 ACS 默认角色

思科安全 ACS 除了包含 CiscoWorks 的角色（请参阅了解 CiscoWorks 角色，第 8-5 页），还包含
如下附加角色：

 • 安全审批者 - 安全审批者可以查看（但不能修改）设备、策略、对象、地图、CLI 命令和管理
设置。此外，安全审批者可以批准或拒绝一项活动中包含的配置更改。

 • 安全管理员 - 除了获有查看权限，安全管理员还可以修改设备、设备组、策略、对象和拓扑
图。他们也可以将策略分配给设备和 VPN 拓扑，并执行发现以将新设备导入系统。

 • 网络管理员 - 除了查看权限，网络管理员还可以修改配置存档、执行部署并向设备发布命令。

备注 思科安全 ACS 网络管理员角色中所包含的权限不同于 CiscoWorks 网络管理员角色中
包含的权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了解 CiscoWorks 角色，第 8-5 页。

与 CiscoWorks 不同，思科安全 ACS 使您可以自定义与安全管理器的每个角色关联的权限。有关
修改默认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有关与每个思科安全 ACS 角色关联的安全管理器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
关联，第 8-10 页。

相关主题

 •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 用户权限，第 8-3 页

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 

思科安全 ACS 使您可以修改与安全管理器的每个角色关联的权限。您还可以通过创建获有专用来
执行特定安全管理器任务的权限的专门用户角色来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备注 对用户权限进行更改后，则必须重启安全管理器。

相关主题

 • 安全管理器 ACS 权限，第 8-3 页

 • 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关联，第 8-10 页

步骤 1 在思科安全 ACS 中，点击导航栏上的共享配置文件组件。

步骤 2 点击“共享组件”页面上的思科安全管理器。系统随即会显示为安全管理器中的角色。

步骤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若要创建角色，请点击添加。输入角色的名称和说明（后者为可选项）。

 • 若要修改现有角色，请点击该角色。

步骤 4 选中或取消选中权限树中用来为该角色定义权限的复选框。

选中树分支的复选框将会选中该分支中的所有权限。例如，选中分配复选框将会选中所有分配
权限。

窗口中包含各个权限的描述。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安全管理器 ACS 权限，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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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当您选择修改、批准、分配、导入、控制或部署权限时，您还必须选择相应的查看权限；
否则，安全管理器将无法正常工作。

步骤 5 点击提交，保存更改。

步骤 6 重启安全管理器。

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关联

表 8-2 显示安全管理器权限与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角色的关联方式以及思科安全 ACS 
中的默认角色。有些角色（超级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和安全审批者）未列出，因为这些角色并非
专门与思科安全 ACS 中的默认角色关联。有关特定权限的信息，请参阅安全管理器 ACS 权限，
第 8-3 页。

表 8-2 在安全管理器和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权限与角色的默认关联 

权限

角色

系统管
理员

安全管
理员 

安全审
批者 

网络管
理员 审批者

网络运
营商 服务中心

查看权限

查看设备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看策略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看对象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看拓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看 CLI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查看管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查看配置存档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查看设备管理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修改权限

修改设备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层次结构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策略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映像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对象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拓扑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管理员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修改配置存档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附加权限

分配策略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审批策略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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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
本节介绍如何将您的思科安全 ACS 与思科安全管理器集成。

思科安全 ACS 为使用管理应用（例如安全管理器）的用户提供命令授权，以配置受管的网络设
备。对命令授权的支持由包含一组权限的唯一命令授权组类型（在安全管理器中成为角色）提
供。这些权限（也称为特权）确定具有特定角色的用户可以在安全管理器中执行的操作。

思科安全 ACS 使用 TACACS+ 与管理应用进行通信。安全管理器要与思科安全 ACS 进行通信，
您必须在思科安全 ACS 中将 CiscoWorks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 TACACS+ 的 AAA 客户端。此外，您
还必须向 CiscoWorks 服务器提供 (1) 用于登录Cisco Secure ACS 的管理员名称和密码，以及 (2) 添
加外部用户时在 ACS 中配置的共享密钥。满足这些要求可以确保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之
间的通信的有效性。

备注 要了解 TACACS+ 的安全优势，请参阅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指南。

安全管理器 初与思科安全 ACS 通信时，它会命令思科 ACS 创建默认角色，这些角色显示在思
科安全 ACS HTML 界面的“共享配置文件组件”部分。它还会命令 TACACS+ 授权自定义服务。
此自定义服务显示在 HTML 界面的“界面配置”部分的“TACACS+ (思科 IOS)”页面上。然
后，您可以修改安全管理器的每个角色中的权限，并将这些角色应用于用户和用户组。

下面的主题介绍如何将思科安全 ACS 与安全管理器配合使用：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 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3 页

 • 在 CiscoWork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9 页

 • 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第 8-22 页

 • 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第 8-23 页

审批 CLI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发现（导入）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部署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可控性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提交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表 8-2 在安全管理器和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权限与角色的默认关联（续）

权限

角色

系统管
理员

安全管
理员 

安全审
批者 

网络管
理员 审批者

网络运
营商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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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集成要求

若要使用思科安全 ACS，请确保完成以下步骤：

 • 已定义包括执行安全管理器中的必要功能所需权限的角色。

 • 如果为配置文件应用网络访问限制 (NAR)，则 NAR 包括您想要管理的设备组（或设备）。

 • 受管设备名称的拼写和大写在思科安全 ACS 和安全管理器中是相同的。此限制适用于显示名
称，而不是设备上定义的主机名。ACS 命名限制可以比安全管理器的限制更严格，因此您应
该首先在 ACS 中定义设备。

 • 对于 PIX/ASA 安全上下文、FWSM 和 IPS 设备，还必须要满足其他设备显示名称要求。这些
要求在在不使用 NDG 的情况下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第 8-15 页中会介绍。

 • 必须启用网络设备组。

提示

 • 如果您已经在 ACS 集成前将设备导入安全管理器，我们建议您在集成前将这些设备作为 
AAA 客户端添加到 ACS。AAA 客户端的名称必须与安全管理器中显示的设备名称相匹配。
否则，ACS 集成后，设备不会显示在安全管理权的“设备”列表中。

 • 我们强烈建议您创建一个利用多个思科安全 ACS 服务器的容错基础设施。拥有多个服务器有
助于确保即使在断开与某个 ACS 服务器的连接时，您仍能够在安全管理器中工作。

 • 您可以仅将一个版本的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因此，如果您的组织同时使用两个
不同版本的安全管理器，则必须执行与两个不同的思科安全 ACS 服务器的集成。然而，您无
需使用不同的 ACS，即可升级到新版本的安全管理器。

 • 即使在使用思科安全 ACS 身份验证时，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软件也会为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特定的实用程序使用本地授权，例如压缩数据库和数据库检查点。若要使
用这些实用程序，必须在本地对您进行定义并给您分配适当的权限。

相关主题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

以下程序总结要将思科安全 ACS 与安全管理器配合使用需要执行的总体任务。此程序中将引用执
行每个步骤所用的更具体的程序。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步骤 1 计划管理验证和授权模型。

使用安全管理器之前，应该决定确定使用的管理模型。这包括定义您计划使用的管理角色和帐户。

提示 在定义潜在管理员的角色和权限时，您还应该考虑是否启用工作流。此选择将影响您对
访问的限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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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情，请参阅：

 • 了解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8 页

 • 思科安全管理员用户指南

 • 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指南

步骤 2 安装思科安全 ACS、思科安全管理器和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安装思科安全 ACS 在不同的服务器上安装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和思科安全管理器。不要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运行思科安全 ACS 和安全管理器。

有关详情，请参阅：

 • 思科安全管理器版本说明（了解思科安全 ACS 的受支持版本相关信息）

 • 安装安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第 5-2 页

 • 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的思科安全 ACS 安装指南 

步骤 3 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集成程序。

将安全管理器用户定义为 ACS 用户，并基于为用户计划的角色将其分配至用户组，将所有受管设
备（以及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添加为 AAA 客户端，并创建管理控制用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3 页。

步骤 4 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执行集成程序。

配置一个与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的系统身份用户相匹配的本地用户，为系统身份设置定义此同一
用户，将 ACS 配置为 AAA 设置模式，并配置 SMTP 服务器和系统管理员邮件地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CiscoWork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9 页。

步骤 5 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必须重启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您配置的 AAA 设置才会生效。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第 8-22 页。

步骤 6 将角色分配给思科安全 ACS 中的用户组。

将角色分配给在思科安全 ACS 中配置的每个用户组。应使用的程序取决于您是否配置了网络设备
组 (NDG)。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第 8-23 页。

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

下列主题介绍将思科安全 ACS 与思科安全管理器集成时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的程序。在所列
顺序执行任务。有关这些章节中介绍的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
指南。

1. 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户组，第 8-14 页

2. 在思科安全 ACS 中将受管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第 8-15 页

3. 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管理控制用户，第 8-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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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户组

安全管理器的所有用户都必须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并且必须要为这些角色分配适合其工作职
能的角色。执行此操作 简单的方法是基于每个用户在 ACS 中的默认角色将这些用户分为不同
组，例如，将所有系统管理员分为一组，将所有网络运营商分为另一组，等等。有关 ACS 中的默
认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安全 ACS 默认角色，第 8-9 页。

您必须另外创建一个用户，并为其分配获有设备完整权限的系统管理员角色。在本节的后面部
分，还会在 CiscoWorks 的“系统身份设置”页面上使用为此用户建立的凭据。请参阅定义系统
身份用户，第 8-20 页。

请注意，在本阶段您只是将用户分配到不同的组。这些组的实际角色分配工作将在后面执行，即
将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和任何其他应用注册到思科安全 ACS 后再执行。

提示 此程序介绍如何在思科安全 ACS 初始集成过程中创建用户帐户。完成集成后，当创建用户帐户
时，您可以将其分配给与您创建的帐户相对应的组中。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 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第 8-23 页

步骤 1 登录到思科安全 ACS。

步骤 2 使用以下程序配置具有完整权限的用户。有关配置用户和用户组时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指南。

a. 点击导航栏上的用户设置。

b. 在“用户设置”页面中，输入新用户的名称，然后点击添加/编辑。

提示 请勿创建名为管理员的用户。管理员用户是安全管理器中的回退用户。如果 ACS 系统因
某种原因停止工作，您仍可以用管理员帐户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登录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以将 AAA 模式更改为 CiscoWorks 本地身份验证并继续使用该产品。

c. 从“用户设置”下的“密码身份验证”列表中选择一种身份验证方法。

d. 为新用户输入密码并确认密码。

e. 选择组 1 作为用户应分配到的组。

f. 点击提交创建新帐户。

步骤 3 为每个安全管理器用户重复此过程。我们建议基于将为每个用户分配的角色来将用户分组：

 • 组 1 - 系统管理员

 • 组 2 - 安全管理员

 • 组 3 - 安全审批者

 • 组 4 - 网络管理员

 • 组 5 - 审批者

 • 组 6 - 网络运营商

 • 组 7 -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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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与每个角色所关联默认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权限和角色之间的默认关联，第 8-10 页。有
关自定义用户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备注 在这个阶段，组本身是没有任何角色定义的用户的集合。完成集成过程后，可以向每个
组分配角色。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第 8-23 页。

步骤 4 另外创建一个用户，以作为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系统身份用户。将此用户分配至系
统管理员组并授予所有设备权限。后面，会在 CiscoWorks 的“系统身份设置”页面上使用为此
用户建立的凭据。请参阅定义系统身份用户，第 8-20 页。

步骤 5 继续执行在思科安全 ACS 中将受管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第 8-15 页。

在思科安全 ACS 中将受管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 

您必须先在思科安全 ACS 中将每台设备配置为 AAA 客户端，然后才能将设备导入安全管理器。
此外，还必须将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服务器配置为 AAA 客户端。

如果安全管理器将管理在防火墙设备上配置安全情境，包括在 FWSM 上为 Catalyst 6500/7600 设
备配置的安全情境，则必须将每个情境单独添加到思科安全 ACS。同样，还必须添加在 IPS 设备
上定义的所有虚拟传感器。

添加受管设备的方法取决于您是否希望通过创建网络设备组 (NDG) 将用户限制为管理特定的一组
设备。执行如下操作：

 • 如果您希望用户只能访问某些 NDG，请按照配置网络设备组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第 8-16 页
中的说明添加设备。

备注 虽然设备不需要分入网络设备组，但安全管理器希望安全管理器网络设备处于某个 NDG 
中。“未分配”不是 NDG。 好将所有设备移出“未分配”，并移入默认的 NDG（如
果不需要多个 NDG 的话）。

在不使用 NDG 的情况下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 

此程序介绍如何将设备添加为思科安全 ACS 的 AAA 客户端。有关所有可用选项的完整信息，请
参阅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指南。

提示 请务必要将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添加为 AAA 客户端。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步骤 1 点击思科安全 ACS 导航栏上的网络配置。

步骤 2 点击“AAA 客户端”表下的添加条目。

步骤 3 在“添加 AAA 客户端”页面上输入 AAA 客户端主机名（ 多 32 个字符）。AAA 客户端的主机
名必须匹配您计划为安全管理器中的设备使用的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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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计划为安全管理器中的设备名称追加域名，则 ACS 中的 AAA 客户端主机名必须是 
<device_name>.<domain_name>。

命名 CiscoWorks 服务器时，我们建议使用完全限定主机名。请务必正确拼写主机名。主机名不
区分大小写。

其他命名约定包括：

 • PIX 或 ASA 安全情境，或通过 FWSM 发现时的 FWSM 安全情境：
<parent_display_name>_<context_name>

 • FWSM 刀片：<chassis_name>_FW_<slot_number>

 • 通过机箱发现时的 FWSM 安全情境：<chassis_name>_FW_<slot_number>_<context_name>

 • IPS 传感器：<IPSParentName>_<virtualSensorName>

步骤 4 在“AAA 客户端 IP 地址”字段中，输入网络设备的 IP 地址。如果该设备没有 IP 地址（例如，虚
拟传感器或虚拟情境），则输入 dynamic 一词而不是地址。

备注 如果您添加的是多宿主设备（具有多个 NIC 的设备），则输入每个 NIC 的 IP 地址在两个
地址之间按 Enter。此外，还必须修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的 gatekeeper.cfg 文件。

步骤 5 在“密钥”字段中输入共享密钥。

步骤 6 从“身份验证方法”列表中选择 TACACS+ (Cisco IOS)。

步骤 7 点击提交，保存更改。您添加的设备显示在“AAA 客户端”表中。

步骤 8 重复此过程以添加其他设备。

步骤 9 若要保存您已添加的设备，请点击提交 + 重启。

步骤 10 继续执行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管理控制用户，第 8-18 页。

配置网络设备组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 

通过思科安全 ACS，您可以配置包含要管理的特定设备的网络设备组 (NDG)。例如，您可以为每
个地理区域创建 NDG，也可以创建匹配您的组织结构的 NDG。与安全管理器一起使用时，NDG 
让您能够为用户提供不同级别的权限，具体取决于他们需要管理的设备。例如，通过使用 
NDG，您可以为用户 A 分配位于欧洲的设备的系统管理员权限，以及位于亚洲的设备的服务中心
权限。然后，您可以为用户 B 分配相反的权限。

NDG 不会直接分配给用户，而是分配给您为每个用户组定义的角色。每个 NDG 只能分配给一个
角色，但每个角色可以包括多个 NDG。这些定义将作为选定用户组的配置的一部分进行保存。

提示

 • 每台设备只能是一个 NDG 的成员。

 • NDG 与您可以在安全管理器中配置的设备组不相关。

 • 有关管理 NDG 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指南。

以下主题概述配置 NDG 的基本信息和步骤：

 • NDG 和用户权限，第 8-17 页

 • 激活 NDG 功能，第 8-17 页

 • 创建 NDG，第 8-17 页

 • 将 NDG 和角色与用户组关联，第 8-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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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G 和用户权限

因为 NDG 将用户限制到特定的设备组，因此它们会影响策略权限，如下所示：

 • 若要查看策略，您必须获有至少一台分配了策略的设备的权限。

 • 若要修改策略，您必须获有所有分配了策略的设备的权限

 • 要查看、修改或分配 VPN 策略，必须获有 VPN 拓扑中所有设备的权限。

 • 要将策略分配给设备，您只需要具有该设备的权限，与您是否具有为其分配了策略的任何其
他设备的权限无关。（VPN 策略是个例外，如上文所述）。但是，如果用户为您不具有权限
的设备分配策略，那么您不能修改这项策略。

备注 若要修改一个对象，用户无需使用该对象的所有设备的修改权限。但用户必须获有特定设备的修
改权限，才能修改在该设备定义的设备级对象覆盖。

相关主题

 • 配置网络设备组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第 8-16 页

 • 用户权限，第 8-3 页

激活 NDG 功能

您必须先激活 NDG 功能，才能创建 NDG 并为其填充设备。

相关主题

 • 创建 NDG，第 8-17 页

 • 将 NDG 和角色与用户组关联，第 8-24 页

 • NDG 和用户权限，第 8-17 页

 • 配置网络设备组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第 8-16 页

步骤 1 点击思科安全 ACS 导航栏上的接口配置。

步骤 2 点击高级选项。

步骤 3 向下滚动，然后选中网络设备组复选框。

步骤 4 点击提交。

步骤 5 继续执行创建 NDG，第 8-17 页。

创建 NDG

此程序介绍如何创建 NDG 并为其填充设备。每台设备只能属于一个 NDG。

提示 我们强烈建议创建一个包含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特殊 NDG。

准备工作

按照激活 NDG 功能，第 8-17 页的描述激活 NDG 功能。
8-17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第 8 章      管理用户帐户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
相关主题

 • 将 NDG 和角色与用户组关联，第 8-24 页

 • NDG 和用户权限，第 8-17 页

 • 配置网络设备组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第 8-16 页

步骤 1 点击导航栏上的网络配置。

所有设备 初都位于“未分配”下，其中包含未放置在 NDG 中的所有设备。请注意，“未分配”
不是 NDG。

步骤 2 创建 NDG：

a. 点击添加条目。

b. 在“新建网络设备组”页面上输入 NDG 的名称。 大长度为 24 个字符。允许使用空格。

c. （可选）输入一个键供 NDG 中的所有设备使用。如果您为 NDG 定义一个键，它将覆盖为 
NDG 中的单个设备定义的任何键。

d. 点击提交，保存 NDG。

e. 重复此过程以创建更多 NDG。

步骤 3 使用设备填充 NDG。请记住，每台设备只能是一个 NDG 的成员。

a. 在“网络设备组”区域中点击 NDG 的名称。

b. 点击“AAA 客户端”区域中的添加条目。

c. 定义要添加到 NDG 的特定设备，然后点击提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不使用 NDG 的情
况下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第 8-15 页。

d. 重复此过程以将剩余设备添加到 NDG 中。唯一应考虑留在“未分配”类别下的设备是默认的 
AAA 服务器。

e. 配置 后一个设备后，点击提交 + 重启。

步骤 4 继续执行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管理控制用户，第 8-18 页。

提示 仅当在思科安全 ACS 和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完成集成程序后，才能将角色与
每个 NDG 关联。请参阅将 NDG 和角色与用户组关联，第 8-24 页。

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管理控制用户

在思科安全 ACS 中使用“管理控制”页面定义当您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定义 AAA 
设置模式时使用的管理员帐户。安全管理器将使用此帐户访问 ACS 服务器并注册该应用、查询设
备组成员身份和组设置，并执行其他与 ACS 基本操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CiscoWorks 中
配置的 AAA 设置模式，第 8-21 页。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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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点击思科安全 ACS 导航栏上的管理控制。

步骤 2 点击添加管理员。

步骤 3 在“添加管理员”页面上，输入管理员名称和密码。

步骤 4 选择以下管理员权限：

 • 在“用户和组设置”下

 – 对组中用户的读取访问权限

 – 对这些组的的读取访问权限

 • 在“共享配置文件组件”下

 – 创建设备命令集类型

 • 网络配置

步骤 5 点击提交创建管理员。有关配置管理员时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
用户指南。

在 CiscoWork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 
完成思科安全 ACS 中的集成任务之后（如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3 页所
述），还必须完成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一些任务。Common Services 负责将安装的
所有应用（如思科安全管理器和自动更新服务器）实际注册到思科安全 ACS。

下列主题介绍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在与思科安全管理器集成时在前者中执行的程序：

 • 在 CiscoWorks 中创建本地用户，第 8-19 页

 • 定义系统身份用户，第 8-20 页

 • 在 CiscoWorks 中配置的 AAA 设置模式，第 8-21 页

 • 为 ACS 状态通知配置 SMTP 服务器和系统管理员邮件地址，第 8-22 页

在 CiscoWorks 中创建本地用户

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使用“本地用户设置”页面来创建一个与您之前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的系统身份用户（如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户组，第 8-14 页所述）重复的
本地用户帐户。此本地用户帐户随后将用来进行系统身份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定义系统
身份用户，第 8-20 页。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步骤 1 按照以下路径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本地用户设置”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管理帐户登录 > 

服务器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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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 [菜单选择器符号] >

安全 > 

单服务器管理 > 

本地用户设置

步骤 2 点击添加。

步骤 3 输入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系统身份用户时输入的名称和密码。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
用户和用户组，第 8-14 页。

步骤 4 选中“角色”下的所有都复选框。

步骤 5 点击确定创建用户。

定义系统身份用户 

使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系统身份设置”页面来创建一个信任用户（称为系统身
份用户），以实现属于同域的服务器与位于同一服务器的应用进程之间的通信。应用将使用系统
身份用户对本地或远程 CiscoWorks 服务器上的进程进行身份验证。当应用必须在任何用户登录
之前同步时，这一点特别有用。

此外，当主任务已被授权给登录用户时，系统身份用户还经常用来执行子任务。

您在此处配置的系统身份用户还必须定义为 CiscoWorks 中的一个本地用户（分配给所有角
色），以及 ACS 中一个获有所有权限的用户。如果您不选择获有所需权限的用户，可能无法查看
在安全管理器中配置的所有设备和策略。确保执行以下程序，然后再继续：

 • 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户组，第 8-14 页

 • 在 CiscoWorks 中创建本地用户，第 8-19 页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步骤 1 按照以下路径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系统身份设置”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管理帐户登录 > 

服务器管理 > 

服务器 > [菜单选择器符号] >

安全 > 

多服务器信任管理 > 

系统身份设置

步骤 2 输入您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的系统身份用户的名称。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
户组，第 8-14 页。

步骤 3 输入并验证此用户的密码。

步骤 4 点击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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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scoWorks 中配置的 AAA 设置模式 

使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的“AAA 设置模式”页面将思科安全 ACS 定义为 AAA 服
务器，包括所需的端口和共享密钥。此外，您可以定义 多两个备份服务器。

此程序负责将 CiscoWorks 和安全管理器（以及可选的自动更新服务器）实际注册到思科安全 
ACS 的操作。

提示 如果您卸载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或思科安全管理器，则不会保留此处配置的 AAA 设置。
此外，重新安装之后，无法备份和恢复此配置。因此，如果您升级到其中任一应用的新版本，则必
须重新配置的 AAA 设置模式并将安全管理器注册到 ACS。增量更新不需要执行此过程如果您要
在 CiscoWorks 上安装其他应用，如 AUS，则必须重新注册的新应用和思科安全管理器。除了重新
向 ACS 注册安全管理器，您还必须配置现有的系统身份用户并授予它新提供的权限；否则，
RBAC 将无法正常工作。请参考定义系统身份用户，第 8-20 页。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步骤 1 按照以下路径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AAA 模式设置”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管理帐户登录 > 

服务器管理 > 

服务器 > [菜单选择器符号] >

安全 > 

AAA 设置安装 

步骤 2 选择“可用登录模块”下的 TACACS+。

步骤 3 选择 ACS 作为 AAA 类型。

步骤 4 在“服务器详细信息”区域中输入 多三个思科安全 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二级和三级服务器
作为主服务器出现故障时的备份服务器。所有服务器必须都运行相同版本的思科安全 ACS。

备注 如果配置的所有 TACACS+ 服务器都无法响应，您必须使用管理员 CiscoWorks Local 帐户
登录，然后将 AAA 模式更改回非 ACS/CiscoWorks Local。TACACS+ 服务器恢复到服务
后，您必须将 AAA 模式更改回 ACS。

步骤 5 在“登录”区域中，输入您在思科安全 ACS 的“管理控制”页面中定义的管理员的名称。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创建管理控制用户，第 8-18 页。

步骤 6 输入并验证为此管理员的密码。

步骤 7 输入并验证您在将安全管理服务器添加为思科安全 ACS 的 AAA 客户端时输入的共享密钥。请参
阅在不使用 NDG 的情况下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第 8-15 页。

步骤 8 选中向 ACS 注册所有安装的应用复选框，以向 ACS 注册安全管理器以及安装的其他所有应用。

步骤 9 点击应用保存设置。进度条会显示注册进度。完成注册后，系统会显示一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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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重启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请参阅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第 8-22 页。

步骤 11 重新登录思科安全 ACS，为每个用户组分配角色。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
第 8-23 页。

为 ACS 状态通知配置 SMTP 服务器和系统管理员邮件地址

如果所有 ACS 服务器都变都得不可用，则用户无法在安全管理器中执行任务。如果登录的用户尝
试执行需要 ACS 授权的任务，可能会突然从系统注销（没有机会保存更改）。

如果您将 Common Services 设置配置为识别 SMTP 服务器和系统管理员，那么当所有 ACS 服务器
都变得不可用时，安全管理器会给管理员发送一封邮件。这样可以提醒您注意需要立即关注的问
题。对于与 ACS 不相关的事件，管理员也可能会收到来自 Common Services 的邮件。

提示 安全管理器可能h发送其他多种类型事件的邮件通知，如部署作业完成、活动审批或 ACL 规则过
期。您在此处配置的 SMTP 服务器也用于这些通知，但发件人邮件地址设置在安全管理器中设
置。有关其他邮件地址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此版本产品的思科安全管理器用户指南或客户端联机
帮助。

步骤 1 按照以下路径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系统首选项”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管理帐户登录 > 

服务器管理 > 

服务器 > [菜单选择器符号] >

管理员 > 

系统首选项 

步骤 2 在“系统首选项”页面中，输入安全管理员可以使用的 SMTP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SMTP 
服务器不能就发送邮件而要求进行用户身份验证。

步骤 3 输入 CiscoWorks 可用于发送邮件的邮件地址。此地址不必与您为安全管理器发送通知而配置的
邮件地址相同。

如果 ACS 服务器变得不可用，邮件将发送到（以及接收自）此帐户。

步骤 4 点击应用保存更改。

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此程序介绍如何重启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您必须执行此操作，您配置的 
AAA 设置才能生效。然后，您才可以使用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的凭据重新登录 CiscoWorks。

相关主题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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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登录到安装了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计算机。

步骤 2 选择开始 > 程序 > 管理工具 > 服务，打开“服务”窗口。

步骤 3 从右侧窗格中显示的服务列表中，选择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步骤 4 点击工具栏上的重启服务按钮。

步骤 5 继续执行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第 8-23 页。

在思科安全 ACS 中用户组分配角色 
将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以及安装的其他应用注册到思科安全 ACS 后，即可为您之前在思科
安全 ACS 中配置的每个用户组分配角色。这些角色将决定允许每个组中的用户在安全管理器中执
行的操作。

为用户组分配角色的程序取决于是否使用 NDG：

 • 在没有 NDG 的情况下为用户组分配角色，第 8-23 页

 • 将 NDG 和角色与用户组关联，第 8-24 页

备注 通过创建包含 CiscoWorks/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特殊 NDG，安全管理器和 ACS 集成可以更好地
工作。

在没有 NDG 的情况下为用户组分配角色 

此程序介绍如何在没有定义 NDG 的情况下为用户组分配默认角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安全 ACS 默认角色，第 8-9 页。

准备工作

 • 为每个默认角色创建用户组。请参阅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户组，第 8-14 页。

 • 完成这些主题中所述的程序：

 – 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3 页

 – 在 CiscoWorks 中执行的集成程序，第 8-19 页

相关主题

 • 了解 CiscoWorks 角色，第 8-5 页

 • 了解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8 页

步骤 1 登录到思科安全 ACS。

步骤 2 点击导航栏上的组设置。

步骤 3 从列表中为系统选择系统管理员用户组（请参见在思科安全 ACS 中定义用户和用户组，第 8-14 页），
然后点击编辑设置。

提示 您可以将组重命名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名称，以便于识别正确的组。选择一个组，然后点
击重命名组以更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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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为该组分配系统管理员角色：

a. 向下滚动到“TACACS+ 设置”下的“CiscoWorks”区域。

b. 选择第一个分配选项，然后从 CiscoWorks 角色列表中选择系统管理员。

c. 向下滚动到“思科安全管理器共享服务”区域。

d. 选择第一个分配选项，然后从思科安全 ACS 角色列表中选择系统管理员。

e. 点击提交保存组设置。

步骤 5 为其余角色重复此过程，从而将每个角色分配至适合的用户组。

在思科安全 ACS 中选择“安全审批者”或“安全管理员”角色时，我们建议选择“网络管理员”
作为 接近的等效 CiscoWorks 角色。

有关在 ACS 中自定义默认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将 NDG 和角色与用户组关联 

将 NDG 与用于安全管理器的角色相关联时，您必须在“组设置”页面上的两个位置创建定义：

 • “CiscoWorks”区域

 • “思科安全管理器”区域

每个区域中的定义应尽可能紧密匹配。当关联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不存在的自定义角
色或 ACS 角色时，请尝试基于分配给该角色的权限定义尽可能等效的角色。

您必须为将与安全管理器一起使用的每个用户组创建关联。例如，如果您有一个支持西方地区人
员的用户组，则可以选择该用户组，然后将包含该地区的设备的 NDG 与服务中心角色相关联。

准备工作

激活 NDG 功能并创建 NDG。请参阅配置网络设备组以在安全管理器中使用，第 8-16 页。

相关主题

 • ACS 集成要求，第 8-12 页

 • 思科安全 ACS 初始安装的程序概述，第 8-12 页

步骤 1 点击导航栏上的组设置。

步骤 2 从“组”列表中选择一个用户组，然后点击编辑设置。

提示 您可以将组重命名为一个更有意义的名称，以便于识别正确的组。选择一个组，然后点
击重命名组以更改名称。

步骤 3 映射 NDG 和角色以在 CiscoWorks 中使用：

a. 在“组设置”页面上，向下滚动到“TACACS+ 设置”下的“CiscoWorks”区域。

b. 选择基于每个网络设备组分配 Ciscoworks。

c. 从“设备组”列表中选择一个 NDG 。

d. 从第二个列表中选择此 NDG 应与之关联的角色。

e. 点击添加关联。此关联将显示在“设备组”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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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重复此过程以创建其他关联。

g. 要删除的关联，请从“设备组”中选择该关联，然后点击删除关联。

步骤 4 映射 NDG 和角色以在 CiscoWorks 中使用：您应该创建与上一步中定义的关联尽可能匹配的关联：

a. 在“组设置”页面上，向下滚动到“TACACS+ 设置”下的“思科安全管理器”区域。

b. 选择基于每个网络设备组分配思科安全管理器。

c. 从“设备组”列表中选择一个 NDG 。

d. 从第二个列表中选择此 NDG 应与之关联的角色。

e. 点击添加关联。此关联将显示在“设备组”框中。

f. 重复此过程以创建其他关联。

备注 在思科安全 ACS 中选择“安全审批者”或“安全管理员”角色时，我们建议选择“网络
管理员”作为 接近的等效 CiscoWorks 角色。

备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的默认角色名为“网络管理员”(Network Administrator)。
思科安全 ACS 的默认角色名为“网络管理员”(Network Admin)。这些角色并不相同；不
同之处在于思科安全管理器中的几个权限。

步骤 5 点击提交保存设置。

步骤 6 重复此过程以为其余用户组定义 NDG。

步骤 7 若要保存您已创建的关联，请点击提交 + 重启。

有关在 ACS 中自定义默认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自定义思科安全 ACS 角色，第 8-9 页。

排除安全管理器-ACS 交互故障
以下主题介绍如何排除因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的交互方式而引发的常见问题：

 • 将多个版本的安全管理器与相同的 ACS 一起使用，第 8-26 页

 • 处于 ACS 模式时身份验证失败，第 8-26 页

 • 系统管理员授予的只读访问权限，第 8-26 页

 • ACS 更改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第 8-27 页

 • 在 ACS 中配置的设备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第 8-27 页

 • 思科安全 ACS 无法访问后在安全管理器中工作，第 8-27 页

 • 恢复对思科安全 ACS 的访问，第 8-28 页

 • 多宿主设备的身份验证问题，第 8-28 页

 • NAT 边界后的设备的身份验证问题，第 8-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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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个版本的安全管理器与相同的 ACS 一起使用

您不能将相同的思科安全 ACS 与两个不同版本的安全管理器一起使用。例如，如果您将安全管理
器 3.3.1 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而组织的其他成员计划使用安全管理器 4.0.1，而没有升级现有的
安装，那么您必须将安全管理器 4.0.1 与不是用于安全管理器 3.3.1 的不同 ACS 进行集成。

如果升级现已安装的安全管理器，则可以继续使用相同的思科安全 ACS。根据需要更新权限设置。

处于 ACS 模式时身份验证失败

如果登录到安全管理器或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时身份验证失败，即使您使用 Common 
Services 将思科安全 ACS 配置为 AAA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也不行，则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 ACS 服务器与运行 Common Services 和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之间的连接。

 • 确保您正在使用的用户凭据（用户名和密码）在 ACS 中定义并分配给相应的用户组。

 • 确保在 ACS 的“网络配置”页面上将 Common Services 服务器定义为 AAA 客户端。验证在 
Common Services 中（“AAA 模式设置”页面）和在 ACS 中（网络配置）定义的共享密钥是
否匹配。

 • 确保每个 AC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已在 Common Services 中的“AAA 模式设置”页面中正确定义。

 • 确保在 ACS 的“管理控制”页面定义了正确的帐户。

 • 转至 Common Services 中的“AAA 模式设置”页面并验证 Common Services 和安全管理器
（以及其他任何已安装的应用，如 AUS）是否已在思科安全 ACS 注册。

 • 在 ACS 中转至“管理控制”>“访问设置”，并确保是否已为 HTTPS 通信配置 ACS。

 • 如果您在 ACS 日志中收到“密钥不匹配”错误，请验证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是否已定义为网络
设备组 (NDG) 的成员。如果是，请注意，如果您为 NDG 定义了一个密钥，该密钥的优先级
高于为 NDG 中的每台设备（包括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定义的密钥。确保为 NDG 定义的密钥
与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密钥匹配。

系统管理员授予的只读访问权限

如果您获有安全管理器所有策略页面的只读访问权限，即使以获有完整权限的系统管理员身份登
录后也是如此，请在思科安全 ACS 中执行以下操作：

 • （当使用网络设备组 (NDG)）时 点击思科安全 ACS 导航栏上的组设置，然后验证系统管理
员用户角色与同时适用于 CiscoWorks 和思科安全管理器的所有必要的正确 NDG（尤其是包
含 Common Services/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 NDG）是否关联。

 • 点击导航栏上的网络配置，然后执行下列操作：

 – 验证 Common Services/安全性管理器服务器是否没有分配至“未分配”（默认）组。

 – 验证 Common Services/安全性管理器服务器是否配置为使用 TACACS+ 而不是 RADIUS。
TACACS+ 是两个服务器之间支持的唯一安全协议。

注意 您可以配置由安全管理器为 TACACS+ 或 RADIUS 管理的网络设备（路由器、交
换机、防火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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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更改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

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4.x 一起使用时，如果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登录安全管理器或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系统会缓存来自 ACS 的信息。如果在登录到安全管理器时在思科
安全 ACS 网络配置和组设置中进行了更改，这些更改可能无法立即在安全管理器中显示或生效。
您必须注销安全管理器和 Common Services 并关闭其窗口，然后重新登录，才能刷新来自 ACS 的
信息。

如果需要在 ACS 中进行更改， 好先注销安全管理器并关闭其窗口，进行更改，然后重新登录该
产品。

备注 虽然思科安全 ACS 3.3 不受支持，但如果您使用该版本的 ACS，则必须打开 Windows 服务并重启
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ACS 更改才会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

在 ACS 中配置的设备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

如果您在思科安全 ACS 中配置的设备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可能是设备显示名称有问题。

在安全管理器中定义的设备显示名称必须与您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时在 ACS 中配置的名称
相匹配。使用域名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您计划为安全管理器中的设备名称追加域名，则 
ACS 中的 AAA 客户端主机名必须是 <device_name>.<domain_name>，例如 
pixfirewall.cisco.com。

思科安全 ACS 无法访问后在安全管理器中工作

如果无法访问思科安全 ACS，则安全管理器会话会受到影响。因此，您应创建一个利用多个思科
安全 ACS 服务器的容错基础设施。拥有多个服务器有助于确保，即使在断开与某个 ACS 服务器
的连接时，您仍能够在安全管理器中工作。

如果您的安装中仅包括单一思科安全 ACS，并且您希望即使 ACS 变得无法访问，也能继续在安
全管理器中工作，则可以切换为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执行本地 AAA 身份验证。

程序

要更改 AAA 模式，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使用 admin CiscoWorks 本地帐户登录 Common Services。

步骤 2 选择服务器 > 安全 > AAA 模式设置，然后将 AAA 模式更改回非 ACS/CiscoWorks 本地。这样，
您可以使用本地 Common Services 数据库及其内置角色执行身份验证和授权。请记住，您必须在 
AAA 数据库中创建本地用户才能使用本地身份验证。

步骤 3 点击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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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对思科安全 ACS 的访问

如果因思科安全 ACS 关闭而无法访问安全管理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ACS 服务器上打开 Windows 服务并检查的 CSTacacs 和 CSRadius 服务是否已启动并运行。
如果需要，请重启这些服务。

 • 在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中执行以下程序：

步骤 1 以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 Common Services。

步骤 2 打开一个 DOS 窗口，然后运行 NMSROOT\bin\perl ResetLoginModule.pl。

步骤 3 退出 Common Services，然后再次以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

步骤 4 转至服务器 > 安全 > AAA 模式设置，然后将 AAA 模式更改回非 ACS/CiscoWorksCW 本地模式。

步骤 5 打开 Windows 服务并重启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

多宿主设备的身份验证问题

如果您无法配置已添加至思科安全 ACS 的多宿主设备（具有多个网卡 [NIC] 的设备），即使您的
用户角色包括修改设备权限，那么您为设备输入 IP 地址的方式也可能会有问题。

将多宿主设备定义为思科安全 ACS 的 AAA 客户端时，确保要定义每个 NIC 的 IP 地址。在每次
输入之间按 Enter。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不使用 NDG 的情况下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户端，
第 8-15 页。

NAT 边界后的设备的身份验证问题

如果您无法配置已添加至思科安全 ACS 且具有预 NAT 或后 NAT IP 地址的设备，即使您的用户角
色包括修改设备权限，那么您配置的 IP 地址也可能会有问题。

当设备处于 NAT 边界后时，务必要在思科安全 ACS 的 AAA 客户端配置设置中为设备定义所有 IP 
地址，包括预 NAT 和后 NAT。有关如何向 ACS 添加 AAA 客户端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用户指南。

使用 Common Services 4.2.2 的本地 RBAC 
在安全管理器 4.3 之前的版本中，使用思科安全 ACS 的主要优势是：(1) 能够使用专用权限集创
建高度精细的用户角色（例如，允许用户配置特定策略类型而不是其他类型）；(2) 能够通过配
置网络设备组 (NDG) 限制用户访问某些设备。在安全管理器 4.2 及更早的版本中，不提供这些精
细权限（有效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除非使用的是思科安全 ACS。这些精细特
权 (RBAC) 在安全管理器 4.3 及更高版本中提供，因为它们使用的 Common Services 4.0 或更高版
本，在这些版本中，无需使用 ACS 即可获得本地 RBAC。

安全管理器 4.10 保留与 ACS 4.2 的兼容性。请参阅将安全管理器与思科安全 ACS 集成，第 8-11 页。

备注 希望将其 RBAC 能力从 ACS 迁移到 Common Services 的用户必须手动执行此操作；不提供迁移脚
本或其他迁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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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ommon Services 4.2.2 的本地 RBAC     
Common Services 4.2.2 提供设备级 RBAC，从而为用户定义自定义角色以及为用户自定义现有角
色。可提供以下功能：

 • 管理用户（添加、删除、编辑）

 • 管理网络设备组 (NDG) 以提供设备级 RBAC

 • 管理自定义角色

 • 将角色映射到设备组

 • 策略对象类型和策略类型的精细特权，例如“查看网络对象”、“修改服务对象”和“修改
访问规则”。

您可以通过完成以下区域的任务来使用 Common Services 4.2.2 实施本地 RBAC：

 • 身份验证模式设置，第 8-29 页

 • 用户管理，第 8-29 页

 • 组管理，第 8-30 页

 • 角色管理，第 8-30 页 

身份验证模式设置

按照以下步骤来设置非 ACS 帐户。请参阅非 ACS 帐户，第 8-2 页。

然后选择 CiscoWorks 本地登录模块。

提示 CiscoWorks Local 是全新安装安全管理器的默认值。

用户管理

导航到 Common Services 中的“本地用户设置”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用户帐户登录 > 

服务器管理 > 

主页 > 

系统任务 > 

本地用户设置 

在“本地用户设置”页面上，可以选择一个用户，然后选择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导入用户 

 • 导出用户 

 • 编辑 

 • 删除 

 • 添加 

 • 修改我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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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多个用户，则“编辑”不可用。

如果不选择任何用户，则可以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导入用户 

 • 添加 

 • 修改我的配置文件 

如果选择编辑或添加，可以选择以下三个授权类型之一：

 • 充分授权

 • 启用任务授权

 • 启用设备授权

组管理 
导航到安全管理器中的“设备组”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配置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用户帐户登录 > 

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 

设备组

不能通过 Common Services 界面（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来管理设备组。

角色管理

导航到“角色管理设置”页面：

安装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应用的桌面图标 > 

用户帐户登录 > 

服务器管理 > 

服务器 > [菜单选择器符号] >

安全 > 

单服务器管理 > 

角色管理设置

“角色管理设置”页面中显示默认角色，即“审批者”、“服务中心”、“网络管理员”、“网
络运营商”、“安全管理员”、“安全审批者”、“超级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角色管
理设置”页面还显示您已添加的自定义角色（如果有）。

在“角色管理”页面上，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添加”、“编辑”、“删除”、“复制”、
“导出”、“导入”、“设为默认”以及“清除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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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故障排除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提供安全管理器及其框架，用于在服务器上进行安装、卸载和重新
安装。如果安装或卸载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软件导致错误，请参阅 Common Services 在线帮助中的
“故障排除和常见问题解答”。

以下主题可帮助您在客户端系统或服务器上安装、卸载或重新安装安全管理器相关的软件应用
（包括独立版的思科安全代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启动要求，第 A-1 页

 • 所需 TCP 和 UDP 端口的完整列表，第 A-2 页

 • 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第 A-3 页

 • 对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进行故障排除，第 A-9 页

 • 运行服务器自检，第 A-14 页

 • 收集服务器故障排除信息，第 A-15 页

 • 查看和更改服务器进程状态，第 A-15 页

 • 查看服务器安装日志文件，第 A-16 页

 • Symantec 共存问题，第 A-16 页

 • 安装 Windows 更新后的问题，第 A-17 页

 • 连接到具有更高加密的 ASA 设备时出现问题，第 A-17 页

 • 在安装期间显示正在使用 Activation.jar 的弹出窗口，第 A-17 页

 • 如何将 Windows 默认用户模板的“区域设置”设置为美国英语，第 A-18 页

 • 如何禁用 RMI 注册表端口，第 A-21 页

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启动要求
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必须按特定的顺序启动，才能使安全管理器正常运行。这些服务的初始化受
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服务的控制。您不应更改任何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的服务启
动类型。您也不应停止或手动启动任何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如果您需要重新启动特定服务，则
应该重新启动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以确保按照正确的顺序停止和启动所有相关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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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 TCP 和 UDP 端口的完整列表
所需 TCP 和 UDP 端口的完整列表
思科安全管理套件应用需要与客户和其他应用通信。可能会在单独的计算机上安装了其他服务器
应用。为成功进行通信，需要打开特定 TCP 和 UDP 端口并使其可用于传输流量。通常情况下，
您仅需打开所需服务和端口，第 3-1 页中所述的端口即可。但是，如果您发现应用无法进行通
信，请参阅下表（表中描述了您可能需要打开的其他端口）。该列表按端口编号顺序排序。

表 A-1 所需的服务和端口 

服务 用于或使用者
端口号/
端口范围 协

议

入
站

接
待

出
站

FTP 安全管理器与 TMS 服务器
通信

21 TCP - X

SSH Common Services 22 TCP - X

安全管理器 22 TCP - X

Telnet 安全管理器 23 TCP - X

SMTP 公共服务 25 TCP - X

TACACS+（用于 ACS） Common Services 49 TCP - X

TFTP Common Services 69 UDP X X

HTTP Common Services 80 TCP - X

安全管理器 TCP - X

SNMP（轮询） Common Services 161 UDP - X

性能监控器 161 UDP - X

SNMP（陷阱) Common Services 162 UDP - X

性能监控器 162 UDP X -

HTTPS (SSL) Common Services 4431 TCP X -

安全管理器 TCP X X

澳大利亚 TCP X -

性能监控器 TCP X -

系统日志2 安全管理器 514 UDP X -

Common Services（未安装安
全管理器）

514 或 4951（见此行
脚注）

UDP X -

性能监控（未安装安全管
理器）

514 UDP X -

远程复制协议 Common Services 514 TCP X X

HTTP Common Services 1741 TCP X -

安全管理器 TCP X -

澳大利亚 TCP X -

性能监控器 TCP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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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
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
这一部分解答您在以下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 安装过程中的服务器问题，第 A-4 页

 • 安装后的服务器问题，第 A-5 页

 • 卸载过程中的服务器问题，第 A-7 页

RADIUS

LDAP

Kerberos

安全管理器（到外部 AAA 服
务器）

1645、1646、
1812(new)、389、
636 (SSL)、88

TCP - X

访问控制服务器 HTTP/HTTPS 安全管理器 2002 年 TCP - X

用于 CiscoWorks 网关的 HIPO 端口 Common Services 8088 TCP X X

Tomcat 关机 Common Services 9007 TCP X -

Tomcat Ajp13 连接器 Common Services 9009 TCP X -

数据库 安全管理器 10033 TCP X -

许可服务器 Common Services 40401 TCP X -

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Common Services 42340 TCP X X

Osagent Common Services 42342 UDP X X

数据库 Common Services 43441 TCP X -

Sybase 自动更新服务器 43451 TCP X X

性能监控器 43453 TCP X X

DCR 和 OGS Common Services 40050 – 40070 TCP X -

活动服务 软件服务 42350/
44350

UDP X X

软件侦听 42351/
44351

TCP X X

软件 HTTP 42352/
44352

TCP X X

软件路由 42353/
44353

TCP X X

传输机制 (CSTM) Common Services 50000 – 50020 TCP X -

1. 为了与思科 Security Monitoring, Analysis, and Response System（思科 Security MARS）设备分享和交流信息，安全管理器默认通过端口 443 
使用 HTTPS。您可以选择是否将其他端口用于此用途。

2. 在安装或升级安全管理器的过程中，Common Services 系统日志服务端口会从 514 更改为 49514。以后，如果卸载安全管理器，该端口不会
恢复为 514。

表 A-1 所需的服务和端口（续）

服务 用于或使用者
端口号/
端口范围 协

议

入
站

接
待

出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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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
安装过程中的服务器问题

问 当我安装服务器软件时，此安装错误消息意味着什么？ 

答 服务器软件安装错误消息和说明显示在表 A-2 在第 A-4 页中（按首个词的字母顺序排序）。

表 A-2 安装错误消息（服务器） 

消息 消息原因 用户操作

License file failed. ERROR: 
The file with the name 
c:\progra~1\CSCOpx\setup 
does not exist

早期尝试卸载依赖于 
Common Services 的应用失败。

1. 请关闭服务器，然后将其重新启动。

2. 使用注册表编辑器删除以下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Ci

sco\Resource Manager\CurrentVersion。

3. 在安装安全管理器的目录中，创建名为 setup 的
子目录。

4. 删除 CMFLOCK.TXT（如果存在）。

5. 重新安装安全管理器。

Corrupt License file. Please 
enter a valid License file.

您的许可证文件已损坏，或许
可证文件的内容无效。

请参阅获取许可帮助，第 2-7 页。

Corrupt License file entered 
for 5 tries. Install will 
proceed in EVAL mode. Press 
OK to proceed.

您连续五次尝试输入无效许
可证文件的路径名。五次尝
试失败后，安装将在评估模
式下继续。

点击确定关闭许可证错误对话框，安装会前进到向
导的下一个屏幕。

One instance of CiscoWorks 
Installation is already 
running. If you are sure 
that no other instances are 
running, remove the file 
C:\CMFLOCK.TXT. This 
installation will now abort.

先前尝试安装依赖于 
Common Services 的应用失败。

请删除 C:\CMFLOCK.TXT 文件，然后重试。

Severe

Failed on call to 
FileInsertLine.

您的服务器不符合硬盘空间
要求。

请参阅服务器要求和建议（第 3-4 页）。

Temporary directory used by 
installation has reached 
_istmp9x. If _istmp99 is 
reached, no more setups can 
be run on this computer, 
they fail with error -112.

您的服务器上应该在软件安装
过程中自动删除的临时文件尚
未删除。

在服务器上的临时目录中搜索名称包含“_istmp”字
符串的子目录。删除这样的所有子目录。

Windows cannot fin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WINDO
WS\System32\cmd.exe'. Make 
sure you typed the name 
correctly, and then try 
again. To search for a file, 
click the Start button, and 
then click Search.

您在安装期间将终端服务保持
启用状态，尽管我们不支持启
用终端服务。请参阅安装准备
核对表（第 4-3 页）。

1. 禁用终端服务。

若要了解如何执行此操作，请参阅位于以下网址
中的安装和开始使用 CiscoWorks LAN 
Management Solution 3.1 的“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2003 Server 终端服务器支持”主题：

http://www.cisco.com/en/US/docs/net_mgmt/cisco
works_lan_management_solution/3.1/install/guide
/IGSG31.html

2. 请重新尝试安装安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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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果服务器安装程序暂停操作（挂起），该怎么办？ 

答 请重新引导并重试。

问 是否可以在一个系统中同时安装思科安全管理器和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

答 我们建议不要这样做。我们不支持安全管理器在同一服务器上与用于 Windows 的思科 Secure 
ACS 共存。

问 安全管理器数据库备份为什么失败？

答 如果网络管理应用（例如 Tivoli）用于在安装了安全管理器的同一系统上安装 Cygwin，则备
份安全管理器数据库会失败。请卸载 Cygwin。

安装后的服务器问题

问 安全管理器界面不显示，显示不正确，或某些界面元素缺失。发生了什么？ 

答 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调查此列表中的情况，以了解并解决可能影响界面的简单问题：

 • 您的服务器上未在运行一些所需的服务。请重新启动服务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等待
所有服务均已完全启动，然后重新启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并重试连接。

 • 您的服务器没有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请确保您服务器上的安全管理器分区至少具有 
500 MB 的可用空间。

 • 您的基本许可证文件已损坏。请参阅获取许可帮助（第 2-7 页）。

 • 您的服务器使用了错误的 Windows 语言。在美国英语版本的 Windows 上仅支持英语，在
日本版本的 Windows 上仅支持日语。（请参阅服务器要求和建议（第 3-4 页）。）任何
其他语言都会导致已安装的安全管理器版本损坏，而缺少 GUI 元素就是一种可能的症
状。如果您使用的是不受支持的语言，则必须选择受支持的语言，然后卸载并重新安装
安全管理器。请参阅卸载服务器应用（第 5-16 页）。

 • 您通过网络连接运行了安全管理器安装实用程序，但我们不支持此用例（请参阅安装安
全管理器服务器、Common Services 和 AUS（第 5-2 页））。您必须卸载并重新安装服务
器软件。请参阅卸载服务器应用（第 5-16 页）。

 • 您的客户端系统不符合 低要求。请参阅客户端要求（第 3-9 页）。

 • 您尝试使用的是 HTTP，但所需的协议为 HTTPS。

 • 按钮是唯一缺少的元素。您在客户端系统上打开了“显示属性”控制面板，然后更改了
“外观”选项卡下的一项或多项设置，且同时在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要解决此问
题，请退出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然后将其重新启动。

 • 在您的客户端系统上安装了错误的图形卡驱动程序软件。请参阅客户端要求（第 3-9 页）。

Setup has detected that 
unInstallShield is in use. 
Close unInstallShield and 
restart setup. Error 432.

安装程序会在安装过程中检
查 Windows 帐户权限。如果
您用于安装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的 Windows 
帐户未获有本地管理员权
限，则 InstallShield 会显示此
错误消息。

1. 请确认您获有写入 %WINDIR% 的适当权限。必
须由本地管理员组的成员执行安装或卸载。

2. 点击确定关闭该错误消息，从 Windows 注销，
然后用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帐户重新登录 
Windows。

表 A-2 安装错误消息（服务器）（续）

消息 消息原因 用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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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行故障排除
问题   当尝试使用网络浏览器打开安全管理器的 Web 界面时，屏幕上会显示一条消息，指明我无
权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访问 /cwhp/LiaisonServlet。请问这意味着什么？

解决方法   下表介绍了此问题的常见原因和建议的解决方法。

问 当我使用安全管理器在我的服务器上浏览目录时，安全管理器仅显示本地卷，没有映射的驱
动器。为什么？

答 Microsoft 在设计上将此功能包含在 Windows 中，以提高服务器的安全性。您必须将需要在安
全管理器中选择的任何文件（如许可证文件）放置在服务器上。

表 A-3 LiaisonServlet 错误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原因 解决办法

在服务器上安装了防
病毒应用

卸载防病毒应用。

在服务器上安装了 IIS IIS 与安全管理器不兼容，必须将其卸载。

安全管理器所需的服务
未以正确的顺序启动

唯一应设置为“自动”的服务是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所有其他 CiscoWorks 服务均应设置为“手动”。请注意，后台守护程
序管理器启动其他 Ciscoworks 服务会需要一些时间。这些服务必须以
适当的顺序启动；手动启动这些服务会导致错误。

casuser 密码 在安装安全管理器时，会自动分配和设置以下五项权限：

 • 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 - casusers

 • 拒绝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 - casuser

 • 拒绝本地登录 - casuser

 • 以批处理作业登录 - casuser、casusers

 • 以一种服务登录 - casuser

casuser 登录等效于 Windows 管理员，提供对所有 Common Services 和
安全管理器任务的访问权限。重置 casuser 密码，如下所示：

1. 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选项在服务器上打开一个命令提示符。

2. 键入 NMSRoot\setup\support\resetCasuser.exe，然后按 Enter 键。

备注 位置 NMSROOT 是安全管理器安装目录的路径。默认位置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3. 在显示的两个选项中，选择选项 2 - 输入 casuser 密码。系统将提示
您输入 casuser 密码，然后重新输入密码以进行确认。

4. 如果已配置了本地安全策略，请将 casuser 帐户添加到本地安全策
略的“作为服务登录”操作中。

5. 运行以下命令以将 casuser 权限应用于 NMSROOT： 
 
C:\Windows\System32\cacls.exe "NMSROOT" /E /T /G 

Administrators:F casusers:F

6. 运行以下命令以将 casuser 设置为数据库服务:
 
NMSROOT\bin\perl NMSROOT\bin\ChangeService2Casuser.pl 

"casuser" "casuser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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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为什么日语版本的 Windows 中的“开始”菜单中缺少安全管理器？

答 您可能在服务器上将区域和语言选项设置配置为使用英语。我们不支持将英语作为任何日语
版 Windows 中的语言（请参阅服务器要求和建议（第 3-4 页））。使用控制面板将语言重置
为日语。

问 我的服务器 SSL 证书不再有效。此外，DCRServer 进程不启动。发生了什么？

答 您重置了服务器日期或时间，使其在 SSL 证书有效期之外。请参阅安装准备核对表（第 4-3 页）。
要解决此问题，请重置服务器日期/时间设置。

问 系统不提示我输入要用于在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通信的协议。默认情况下使用哪个协议？我
是否需要使用任何其他模式手动配置此设置？

答 当您在服务器安装过程中安装客户端时，默认情况下，HTTPS 用作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
信协议。由于使用默认协议通信是安全的，因此您可能不需要手动修改此设置。

仅当您运行客户端安装程序单独在服务器安装程序之外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时，才提供选
择 HTTP 作为协议的选项。但是，我们建议您不要使用 HTTP 作为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
信协议。客户端必须使用服务器所配置为使用的任何协议。

问 我正在使用 VMware 安装程序，系统速度异常缓慢，例如，系统备份需要两个小时。

答 确保您为运行安全管理器的虚拟机分配两个或更多 CPU。已知分配一个 CPU 的系统在进行某
些系统活动时具有不可接受的性能。

问 验证和其他一些操作失败，且日志中存在 SQL 查询异常。发生了什么？ 

答 很可能是由于 Sybase 临时目录用尽了磁盘空间，因此，Sybase 未能创建临时文件。默认情况
下，Sybase 在 Windows 临时目录下创建临时文件。如果定义了系统变量 SA_TMP，则会在由 
SA_TMP 指定的目录中创建临时文件。清除 Sybase 临时目录所在的磁盘空间，然后重新启动
安全管理器。

卸载过程中的服务器问题

问 此卸载错误消息意味着什么？ 

答 卸载错误消息和解释显示在表 A-4 在第 A-8 页中，它们按首个词的字母顺序排序。有关卸载
错误消息的其他信息，请参阅您安装的安全管理器中的 Common Services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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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卸载错误消息 

消息 消息原因 用户操作

C:\NMSROOT\MDC\msfc-backend 
refers to a location that is 
unavailable. It could be on a 
hard drive on this computer, 
or on a network.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the disk is 
properly inserted, or that 
you ar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or your network, and 
then try again. If it still 
cannot be located, the 
information might have been 
moved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该消息有可能是良性的，可
能只需点击“确定”将其关
闭即可。否则，该消息可能
出现在适用以下一个或两个
条件的服务器上：

- 在 Windows 中启用了简单
文件共享。

- 在 Windows 中启用离线文
件同步。

如果您关闭该消息且卸载失败，请尝试以下一种或
两种解决方法，然后再次尝试卸载：

简单文件共享

1. 依次选择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文件夹选项。

2. 单击“查看”选项卡。

3. 滚动到“高级设置”窗格的底部。

4. 取消选中使用简单文件共享 (推荐) 复选框，然
后点击确定。

离线文件同步

1. 依次选择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文件夹选项。

2. 点击离线文件选项卡。

3. 取消选中启用离线文件复选框，然后点击确定。

C:\temp\<subdirectory>\
setup.exe - Access is denied.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0 file(s) copied.
1 file(s) copied.

卸载失败。 重新引导服务器，然后完成卸载服务器应用
（第 5-16 页）中所述的程序。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 is 
running.

The setup program has 
detected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WMI) 
services running. This will 
lock some Cisco Security 
Manager processes and may 
abort uninstallation 
abruptly. To avoid this, 
uninstallation will stop and 
start the WMI services.

Do you want to proceed?

Click Yes to proceed with 
this uninstallation. Click No 
to exit uninstallation.

您的组织使用 WMI，或有人
意外在您的服务器启用了 
WMI 服务。

点击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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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果卸载挂起，我该怎么办？ 

答 重新引导，然后重试。

问 如果卸载程序显示一条消息，指明 crmdmgtd 服务没有响应并询问“是否要继续等待？”，我
该怎么办？

答 卸载脚本包含停止 crmdmgtd 服务的指令，它在脚本超时之前没有响应该指令。点击 Yes。在
大多数情况下，crmdmgtd 服务随后会按预期停止。

对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进行故障排除
这一部分解答您在以下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 安装过程中的客户端问题，第 A-9 页

 • 安装后的客户端问题，第 A-12 页

安装过程中的客户端问题

问 当我安装客户端软件时，此安装错误消息是什么意思？

答 客户端软件安装错误消息和说明显示在表 A-5 中（按首个词的字母顺序排序）。

表 A-5 安装错误消息（客户端） 

消息 消息原因 用户操作

Could not install engine jar 以前的软件安装和卸载导致 
InstallShield 不正确地运行。

1. 导航至: 
C:\Program Files (x86)\
Common Files\
InstallShield\Universal\
common\Gen1。

2. 重命名 Gen1 文件夹，然后再次尝试安装安
全管理器客户端。

如果不存在 Gen1，则改为重命名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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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 Cannot Connect to 
Server

The client cannot connect to 
the server. This can be 
caused by on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s:
The server name is incorrect. 
The protocol (http, https) is 
incorrect. 
The server is not running. 
Network access issues. Please 
confirm that the server name 
and protocol are correct. 
The server is running and you 
are not experienc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issues by 
loading the CS Manager home 
page in your browser. 

可能的原因是，服务器被错
误地配置为 HTTPS 流量。

1. 从浏览器中登录到思科安全管理套件桌面 
https://<server>/CSCOnm/servlet/login/ 
login.jsp。

2. 点击服务器管理。

3. 在“管理”窗口中，依次选择服务器 > 安全。

4. 从 TOC 中，依次选择单服务器管理 > 浏览
器-服务器安全模式设置，然后确认选中了
“启用”单选按钮。

如果未选中该单选按钮，请将其选中，然后
点击应用。

5. 出现提示时，重新启动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
守护程序管理器。

6. 等待 5 分钟，然后再次尝试使用安全管理器
客户端。

如果您仍然无法建立连接，请考虑该错误消
息描述的其他可能出现的问题。

Error - Cisco Security Agent 
Running 

Installation cannot proceed 
while the Cisco Security 
Agent is running 

Do you want to disable the 
Cisco Security Agent and 
continue with the 
installation?

需要在客户端安装过程中停止
思科安全代理。

 • 点击是可禁用思科安全代理。

 • 点击否可取消操作，并手动停止思科安全
代理。

 • 点击帮助可访问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的在线
帮助。

Error - Cisco Security Agent 
not Stopped

The installation will be 
aborted because the Cisco 
Security Agent could not be 
stopped.

Please attempt to disable 
Cisco Security Agent before 
repeating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未能停止思
科安全代理。

点击确定关闭此错误消息，然后中止安装。先
手动禁用思科安全代理，然后重试安装。

Error occurred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null.

以前的软件安装和卸载导致 
InstallShield 不正确地运行。

1. 导航到 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InstallShield\Universal\common\Gen1。

2. 重命名 Gen1 文件夹，然后再次尝试安装安
全管理器客户端。

如果不存在 Gen1，则改为重命名 
common。

Errors occurred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 null

只有其登录帐户获有管理权限
的 Windows 用户可以安装安全
管理器客户端。

以 Windows 管理员身份登录，然后再次尝试安
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表 A-5 安装错误消息（客户端）（续）

消息 消息原因 用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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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果客户端安装程序暂停操作（挂起），该怎么办？ 

答 请尝试以下操作。其中任何一项操作都可能会解决此问题：

 • 如果您的客户端系统上安装了防病毒软件，请将其禁用，然后再次尝试运行安装程序。

 • 重新引导客户端系统，然后再次尝试运行安装程序。

 • 使用客户端系统上的浏览器登录到安全管理器服务器：http://<server_name>:1741。如果
您看到错误消息，指明“禁止”或“内部服务器错误”，则表明所需的 Tomcat 服务没在
运行。除非您 近重新引导了服务器且 Tomcat 没有足够时间开始运行，否则您可能需要
通过查看服务器日志，或执行其他步骤来调查 Tomcat 为什么没在运行。

问 安装程序指明已安装版本的客户端，且其将被卸载。但是，我并没有安装以前版本的客户
端。这是否是一个问题？

答 在安装或重新安装客户端期间，安装程序可能会检测到以前安装的客户端（即使不存在这种
客户端），并会错误地显示其将被卸载的消息。显示该消息是因为您的系统中存在的某些旧
的注册表条目。尽管显示该消息时，客户端安装可正常继续，使用注册表编辑器删除以下注
册表项可防止在以后的安装过程中显示此消息：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
（若要打开注册表编辑器，请依次选择开始 > 运行，然后输入 regedit。）此外，重命名 
C:\Program Files (x86)\Zero G Registry\.com.zerog.registry.xml 文件（任何名称都可以）。

Internet Explorer cannot 
download CSMClientSetup.exe 
from < server >. Internet 
Explorer was not able to open 
this Internet site. The 
requested site is either 
unavailable or cannot be 
foun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如果您的客户端系统上的操作系
统为 Windows 2008，其 Internet 
Explorer 增强安全性默认设置可
能会阻止您从服务器下载客户端
软件安装实用程序。

1. 依次选择开始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删除
程序。

2. 点击添加/删除 Windows 组件。

3. 当“Windows 组件向导”窗口打开时，取消
选中 Internet Explorer 增强安全性配置复选
框，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完成。

Please read the information 
below. 

The following errors were 
generated:

 • WARNING: The <drive> 
partition has 

insufficient space to 

install the items 

selected.

您尝试在没有足够可用空间的
驱动器或分区上安装安全管理
器客户端。

点击后退，然后选择用来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
端的其他位置。

Unable to Get Data

A database failure prevented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operation. 

您尝试在服务器数据库完全启
动并正常运行之前使用客户端
连接到服务器。

等待几分钟，然后再次尝试登录。如果问题仍然
存在，请验证所有必需的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表 A-5 安装错误消息（客户端）（续）

消息 消息原因 用户操作
A-11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附录 A      故障排除       

对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进行故障排除
安装后的客户端问题

问 为什么界面看起来不正常？

答 较旧的显卡可能无法正确显示安全管理器 GUI，直到您升级其驱动程序软件。要测试该问题
是否可能影响您的客户端系统，请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硬件，点击设备管
理器，然后展开显示适配器条目。双击您的适配器对应的条目，了解其使用的驱动程序版
本。然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您的客户端系统使用 ATI MOBILITY FireGL 显卡，则可能必须获得显卡附带的驱动
程序以外的视频驱动程序。您使用的驱动程序必须允许您手动配置 Direct 3D 设置。缺乏
该功能的任何驱动程序都可能会阻止您的客户端系统在安全管理器 GUI 中显示元素。

 – 对于任何显卡，请转至 PC 制造商及显卡制造商的网站，以检查与现代 Java2 图形库的显
示器的不兼容性。在存在已知不兼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至少两个制造商中的一个会提
供获取并安装兼容驱动程序的方法。

问 为什么日语版本的 Windows 中的“开始”菜单中缺少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答 您可能已在客户端系统上将区域和语言选项设置配置为使用英语。我们不支持将英语作为任
何日语版 Windows 中的语言。使用控制面板将语言重置为日语。

问 为什么在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的工作站上，部分或所有用户的“开始”菜单中缺少该客户端？

答 当您安装该客户端时，您选择仅为安装产品的用户、为所有用户或不为任何用户创建快捷方
式。如果您要在安装后更改选择，可以通过手动方式实现该目的，方法是：从 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Start Menu\Programs\Cisco Security Manager 中将“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文件夹复制到 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Start Menu\Programs\Cisco 
Security Manager。如果您选择不创建快捷方式，则需要在指定的“All Users”文件夹中创建
快捷方式。

问 如果从客户端系统到服务器的连接看起来异常缓慢，或我在尝试登录时看到 DNS 错误，该怎
么办？

答 您可能必须在客户端系统上的 hosts 文件中为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创建一个条目。如果客户端
未注册到您网络的 DNS 服务器，该条目可以帮助您建立到服务器的连接。若要在您的客户
端系统上创建此非常有帮助的条目，请用记事本或其他任何纯文本编辑器打开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hosts 文件本身包含有关如何添加条目的详细
说明）。

注意 您可能需要为附加 DNS 条目创建一个条目，该条目会在 NMSROOT~/MDC/Apache/conf/ 
下的 httpd.conf 配置文件中指向相同的 IP 地址（将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应用的“服务器名
称”字段中使用），并重新启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该条目可帮助您建立与服务器的连
接。示例：ServerName、foo.example.com。[提示：位置 NMSROOT 是安全管理器安装目
录的路径。默认值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问 当我尝试通过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时，系统接受了我的登录凭据且没有任何错误消息，但
是安全管理器桌面为空且不可使用，我的身份验证设置存在什么问题？（此外，同样的问题
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网络浏览器中，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的 Common Services 接受我
的登录凭据，但随后却无法加载思科安全管理套件桌面？）

答 您没有完成思科 Secure ACS 对于为安全管理器和 Common Services 提供登录身份验证服务的
所要求的所有步骤。尽管您在 ACS 中输入了登录凭据，但没有将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定义为 
AAA 客户端。您必须这样做，否则无法登录。有关详细说明，请参阅 ACS 文档。
A-12
思科安全管理器 4.10 安装指南

  



 

附录 A      故障排除

对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进行故障排除
问 如果无法使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登录到服务器且显示消息指明...，该怎么办？

问 在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作为默认浏览器时，为什么未显示活动报告？

答 出现此问题是因为注册表项值无效或与 Internet Explorer 关联的一些 dll 文件的位置不准确。
有关如何解决此问题的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知识库文章 281679，其在以下 URL 中提供：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81679/EN-US 。

问 如何从“登录”窗口中的“服务器名称”字段中清除服务器列表？

答 编辑 csmserver.txt 以删除不需要的条目。该文件位于您安装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的目录中。默
认位置为 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

问 由于版本不匹配，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未加载。请问这意味着什么？

答 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版本与客户端版本不匹配。要解决此问题，请从服务器下载并安装 新的
客户端安装程序。

问 客户端日志文件位于什么位置？ 

答 客户端日志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logs 
中。每个 GUI 会话都具有自己的日志文件。

...服务器反复检查其许
可证。

确认您的服务器满足 低硬件和软件要求。请参阅服务器要求和建议
（第 3-4 页）。

Synchronizing with 
DCR.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 您在服务器重新启动后不久便启动了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如果是
这样，请留出更多时间让服务器变为完全可用，然后再次尝试使
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 CiscoWorks 管理密码包含特殊字符，如和符号 (&)。因此，安全
管理器安装未能在服务器上 NMSROOT\lib\classpath 子目录下创建 
comUser.dat 文件，其中 NMSROOT 是您安装了 Common Services 
的目录（默认值为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a. 请联系思科 TAC 以获取帮助来替换 comUser.dat，或重新安
装安全管理器。

b. 创建一个不使用特殊字符的 Common Services 密码。

Error - Unable to 
Check License on 
Server.

An attempt to check 
the license file on 
the Security Manager 
server has failed.

Please confirm that 
the server is running. 
If the server is 
running, please 
contact the Cisco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以下至少一个服务未正确启动。在服务器上，依次选择开始 > 程序 > 
管理工具 > 服务，右键单击以下名称的各项服务，然后从快捷菜单中
选择重新启动：

 • 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 思科安全管理器数据库引擎

 • 思科安全管理器 Tomcat Servlet 引擎

 • 思科安全管理器 VisiBroker 智能代理

 • 思科安全管理器 Web 引擎

等待 5 分钟，然后再次尝试启动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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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服务器自检
问 如何知道安全管理器是否正在 HTTPS 模式下运行？

答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使用浏览器登录到服务器后，查看地址字段中的 URL。如果 URL 以 https 开头，则表示
安全管理器在 HTTPS 模式下运行。

 • 转至“Common Services”>“服务器”>“安全性”>“单服务器管理”>“浏览器-服务
器安全模式设置”。如果您看到“当前设置: 已启用”，则表示安全管理器在 HTTPS 模
式下运行。如果此设置为“已禁用”，则表示使用的是 HTTP。

 • 在使用客户端登录时，首先尝试 HTTPS 模式（选中“HTTPS”复选框）。如果您收到消
息“登录 URL 访问被禁止；请确保您的协议 (HTTP、HTTPS) 正确”，则表示服务器可
能在 HTTP 模式下运行。取消选中“HTTPS”复选框，然后重试。

问 如何启用客户端调试日志级别？

答 在默认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Cisco Systems\Cisco Security Manager Client\jars 下的 
client.info 文件中，修改 DEBUG_LEVEL 参数以包含 DEBUG_LEVEL=ALL，然后重新启动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问 当使用双屏幕设置时，某些窗口和弹出式消息总是显示在主要屏幕上，甚至当安全管理器客
户端在次要屏幕上运行时也是如此。例如，当客户端在次要屏幕上运行时，“策略对象管理
器”等窗口总是在主要屏幕上打开。是否可解决此问题？

答 这是与在某些操作系统中实施双屏幕支持的方式相关的已知问题。我们建议在主要屏幕上运
行安全管理器客户端。您应该在配置双屏幕设置后启动客户端。

如果在其他屏幕上打开一个窗口，则可以通过按 Alt + 空格键，紧接着按 M 键，然后，便可
使用箭头键移动该窗口。

问 我无法在客户端系统上安装或卸载任何软件。为什么？

答 如果您在客户端系统上同时运行安装和卸载，则即使它们针对不同的应用，也会导致客户端
系统 InstallShield 数据库引擎损坏，并且会阻止安装或卸载任何软件。有关详细信息，请登
录到您的 Cisco.com 帐户，然后使用 Bug Toolkit 查看 CSCsd21722 和 CSCsc91430。

运行服务器自检
要运行确认安全管理器服务器是否正常运行的自检，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从安全管理器客户端在其上连接到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的系统中，依次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步骤 2 在“管理”窗口中，点击服务器安全性，然后点击任何按钮。此时会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显示 
Common Services GUI 中的一个安全设置页面，该页面与点击的按钮对应。

步骤 3 从 Common Services 页面中，选择“服务器”选项卡下的管理。

步骤 4 在“管理”页面目录中，点击自检。

步骤 5 点击创建。

步骤 6 点击自检信息时间: <MM-DD-YYYY HH:MM:SS> 链接，其中：

 • MM-DD-YYYY 是当前月份、日期和年份。

 • HH:MM:SS 是指定您点击“自检”时的小时、分钟和秒的时间戳。

步骤 7 阅读“服务器信息”页面中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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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服务器故障排除信息
收集服务器故障排除信息
如果您遇到安全管理器问题，并且在尝试错误消息中列出的所有建议和查看本指南以寻求可行的
解决办法后无法解决问题，请使用安全管理器诊断实用程序来收集服务器信息。

安全管理器诊断实用程序将服务器诊断信息收集在 ZIP 文件 CSMDiagnostics.zip 中。每次运行安
全管理器诊断时，都会使用新信息覆盖该文件，除非您重命名该文件。您的 CSMDiagnostics.zip 
文件中的信息，可以帮助思科技术支持工程师对您可能遇到的涉及安全管理器及其在服务器上的
相关应用的任何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提示 安全管理器还包括高级调试选项，用于收集有关通过应用进行的配置更改的信息。若要
激活此选项，请依次选择工具 > 安全管理器管理 > 调试选项，然后选中将发现/部署调试
快照捕获到文件复选框。请记住，尽管保存到诊断文件的其他信息可能有助于故障排除
工作，但该文件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如密码。仅当思科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 (TAC) 
要求您更改调试级别时，您才可进行更改。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运行安全管理器诊断。

查看和更改服务器进程状态
要验证安全管理器的服务器进程是否正确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步骤 1 从 CiscoWorks 主页上，依次选择 Common Services > 服务器 > 管理。

步骤 2 在“管理”页面目录中，点击进程。

“进程管理”表列出了所有服务器进程。“ProcessState”列中的条目指示进程是否运行正常。

步骤 3 如果所需的进程未在运行，请将其重新启动。请参阅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所有进程，第 A-16 页。

注意 只有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可启动和停止服务器进程。

从安全管理器客户端系统： 从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1. 建立与服务器的安全管理器客户端会话后，点
击工具 > 安全管理器诊断，然后点击确定。

CSMDiagnostics.zip 文件保存在服务器上的 
NMSROOT\MDC\etc\ 目录中，其中 NMSROOT 
是在其中安装 Common Services 的目录（例如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

2. 点击 Close。

备注 我们建议您重命名此文件，使其不会在您每
次运行该实用程序时被覆盖。

1. 打开一个 Windows 命令窗口，例如，通过选择开始 > 运
行，然后输入 command。

2. 输入 C:\Program Files (x86)\CSCOpx\MDC\
bin\CSMDiagnostics。或者，要在不同于 
NMSROOT\MDC\etc\ 的位置保存 ZIP 文件，请输入 
CSMDiagnostics drive:\path。例如，CSMDiagnostics 
D:\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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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所有进程
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所有进程

注意 您必须停止所有进程，然后将它们全部重新启动，否则此方法不起作用。

步骤 1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net stop crmdmgtd 以停止所有进程。

步骤 2 输入 net start crmdmgtd 以重新启动所有进程。

提示 或者，您可以选择开始 > 设置 > 控制面板 > 管理工具 > 服务，然后重新启动思科安全管
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查看服务器安装日志文件
如果服务器的响应与您预期的响应不符，可以查看服务器安装日志文件中的错误和警告消息。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Cisco_Prime_install_*.log。

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查看的日志文件是在其文件名中附有 高数字或具有 新创建日期的文件。

例如，您可能会看到如下日志文件错误和警告条目：

ERROR: Cannot Open C:\PROGRA~1\CSCOpx/lib/classpath/ssl.properties at 
C:\PROGRA~1\CSCOpx\MDC\Apache\ConfigSSL.pl line 259.
INFO: Enabling SSL....
WARNING: Unable to enable SSL.Please try later....

注意 如果出现严重问题，您可以将日志文件发送到思科 TAC。请参阅获取文档和提交服务请
求，第 viii 页。

Symantec 共存问题
如果您在同一系统上使用 Symantec Antivirus Corporate Edition 10.1.5.5000 和安全管理器，并在安
全管理器启动过程中注意到任何问题，请按照以下程序操作：

程序 

步骤 1 完全禁用 Symantec 防病毒服务。

步骤 2 重新启动安全管理器服务。（请参阅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所有进程，第 A-16 页。） 

步骤 3 以 Symantec Event Manager 后启动的方式重新启动 Symantec 服务集（Symantec Antivirus、
Symantec Antivirus Definition Watcher、Symantec Settings Manager 和 Symantec Even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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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Windows 更新后的问题  
安装 Windows 更新后的问题
安装 Microsoft Windows 更新后，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会出现问题。原因是安装 
Windows 更新会更新 *.dll 文件，这些文件会影响 Common Services 以及依赖于它的其他应用的功
能的。

可以通过以下症状识别该问题：在 Windows 更新后，安全管理器将启动所有进程；但是，无法通
过 HTTPS 访问安全管理器，因此无法从使用 HTTPS 的安全管理器客户端进行访问。

出现该问题是由于 Common Services 依赖于 Windows 中的文件和关联。可以更改这些文件以修补
安全漏洞并保护 Windows 以抵御漏洞攻击。但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是，这些更改会导致安
全管理器服务器在重新启动后出现反常行为。

任何时候 Windows 更新或任何其他应用对 Windows 做出影响 *.dll 文件、可执行文件、启动进
程、Windows 组件或分区大小的更改时，都会出现该问题。

要解决该问题，如果已在 Windows 中进行更改且安全管理器在重新启动后行为异常，则必须重新
安装安全管理器。

思科建议定期备份您的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尤其是如果未进行定期备份，或如果对安全管理器安
装进行了许多更改，应先备份安全管理器服务器，然后再运行 Windows 更新或任何其他安装程序
软件包。

连接到具有更高加密的 ASA 设备时出现问题
如果您无法添加和发现具有更高加密的 ASA 设备，则此故障排除主题非常有用。尤其是，如果
您想要使用 AES-256，则必须下载并安装 Java 加密扩展 (JCE) 无限强度管辖策略文件。安全管理
器不含此扩展，但支持它。

问题 当证书包含长度超过 1024 位的密钥时，就会发生问题。Java 运行时环境 (JRE) 包含的默认
策略文件所施加的加密强度限制提供了获准进口到所有国家/地区的 高强度的加密算法和密钥
长度。

解决方法 如果您所在的国家/地区未对加密进口施加限制，则可以下载无限强度策略文件：

步骤 1 转至 http://java.sun.com/javase/downloads/index.jsp 。

步骤 2 下载“Java Cryptography Extension (JCE) Unlimited Strength Jurisdiction Policy Files 6”。

步骤 3 按照下载的软件包中的 README.txt 文件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在安装期间显示正在使用 Activation.jar 的弹出窗口 
如果在安装期间，显示一个弹出窗口以及消息“Activation.jar 正在由其他某项服务使用”，则该
故障排除主题非常有用。

提示 该问题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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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 Windows 默认用户模板的“区域设置”设置为美国英语
准备工作

服务器中的任何防病毒或监控代理进程均应在安装前关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准备核对
表，第 4-3 页。

问题   

显示一个弹出窗口以及消息“Activation.jar 正在由其他某项服务使用”。

解决方法   

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在弹出窗口中点击“确定”并完成安装。

步骤 2 卸载安全管理器并重新启动服务器。

步骤 3 再次安装安全管理器。

步骤 4 在开始安装之后，立即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services.msc”，然后按 Enter 键。

步骤 5 当打开“服务”菜单时，不断刷新，直到显示“思科安全管理器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步骤 6 右键单击“CSM 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属性”>“启动类型”，然后点击“已禁用”。

步骤 7 右键单击“CWCS 系统日志服务”>“属性”>“启动类型”，然后点击“已禁用”。

步骤 8 在安装完成后，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将以上两个服务的启动类型从“已禁用”更改为“自动”
模式。

如何将 Windows 默认用户模板的“区域设置”设置为美国
英语 

如果您通常使用非美国英语 Windows 区域设置，则在安装安全管理器之前，必须将默认系统区域
设置更改为美国英语；更改默认系统区域设置并重新启动服务器不会更改默认配置文件。仅当前
用户具有正确的设置还不足够；这是因为安全管理器会创建一个新的帐（“casuser”），该帐户
会运行所有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程。

这一部分介绍如何在安全管理器服务器上配置区域和语言设置，特别是您通常使用非美国英语 
Windows 区域设置时。具体细节适用于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带 SP1）Enterprise - 
64 位，但其他受支持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情况非常类似，即以下操作系统：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Standard - 64 位 

 •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center - 64 位 

为确保所有新创建的用户具有与当前用户相同的设置，您需要将当前用户的设置复制到新的用户
帐户。为此，可执行如下所示操作 

确保当前用户在“区域和语言”对话框中具有正确的美国英语区域设置。（此对话框的导航路径
为“开始”>“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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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 Windows 默认用户模板的“区域设置”设置为美国英语  
图 A-1 Windows 的“区域和语言”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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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 Windows 默认用户模板的“区域设置”设置为美国英语
点击管理选项卡。找到复制设置... 按钮。

图 A-2 “管理”选项卡

点击复制设置... 按钮。此时将显示“欢迎屏幕和新的用户帐户设置”对话框。

在“将当前设置复制到:”下，选中“新建用户帐户”框。这将确保所有新创建的用户具有与当前
设置相同的配置。

后，安装（或重新安装）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器。在新安装中，运行所有安全管理器服务器进
程的新帐户（“casuser”）将具有美国英语默认配置文件。
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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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禁用 RMI 注册表端口  
如何禁用 RMI 注册表端口
在典型的 CSM 配置中，默认会打开 RMI 注册表端口。您可能需要在典型 CSM 配置中禁用此功
能。请按照下面的步骤禁用 RMI 注册表端口：

问题   

禁用 RMI 注册表端口

解决方法   

请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停止思科安全管理器服务器。

步骤 2 从 CSM 服务器中的以下 Windows 注册表路径中导出 ESS 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Cisco\Resource 
Manager\CurrentVersion\Daemons\ESS 

注意 建议创建一个备份。

步骤 3 运行 ESS_Reg_Edit.bat 文件。此文件位于 Bug 搜索工具包中（附在缺陷 CSCvc21327 中）。该
文件将通过删除参数键中的 JMX 远程监控参数来更新 ESS 注册表项。

步骤 4 找到位于以下位置的 activemq.xml 文件：~CSCOpx\objects\ess\conf\activemq.xml

步骤 5 将“createConnector”值修改为 false，如下所示：

 <managementContext>

            <managementContext createConnector="false"/>

  </managementContext> 

步骤 6 保存 activemq.xml。

步骤 7 重新启动思科安全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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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禁用 RMI 注册表端口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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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映像管理器的权限矩阵

映像管理器的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权限矩阵如以下一系列表格所示：

 • 表 B-1，其他操作 

 • 表 B-2，映像视图 

 • 表 B-3，捆绑包视图 

 • 表 B-4，设备视图 

 • 表 B-5，作业视图 

有关映像管理器以及这些表格中显示的视图、操作和权限的详细信息可以在位于以下 URL 的思
科安全管理器 4.10 用户指南中找到：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ecurity-manager/products-user-guide-list.html

表 B-1 其他操作 

其他操作

启动 IM 查看管理设置 修改管理设置 查看配置存档 修改配置存档

查看映像管理器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管理 否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ViewConfig 存档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修改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映像管理器
存储库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管理员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部署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提交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批准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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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映像视图 

映像视图

导航到存
储库 下载映像

文件系统 CCO
启动安装
向导

查看版本
说明 检查更新

从存储库
中删除

添加到捆
绑包

查看下载
进度

查看映像管
理器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查看管理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配置
存档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映像管
理器存储库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支持 支持 支持

修改管理员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部署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提交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批准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表 B-3 捆绑包视图 

捆绑包 
查看

查看捆绑包名称 检查捆绑包内容 修改捆绑包内容 安装捆绑包

查看映像管理器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管理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配置存档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映像管理器存
储库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修改管理员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部署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提交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批准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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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设备视图 

设备视图

查看设备
和设备组

查看设备
资产

查看设备
详细信息
选项卡 - 
全部 4 个

从闪存中
删除映像

从闪存下
载映像

启动映像
安装向导

执行映像
升级

添加到
捆绑包

查看下载
内容

查看映像管
理器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查看管理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配置
存档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映像管
理器存储库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修改管理员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部署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提交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批准 
(WF)？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表 B-5 作业视图 

作业视图

作业操作（NWF 模式） 其他作业选项（WF 模式）

查看作
业表格
和作业
详细信
息（全
部 3 个选
项卡） 刷新 编辑 重试 丢弃 回滚 退出 批准 拒绝 提交 部署

查看映像管
理器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管理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查看配置
存档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设备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修改映像管
理器存储库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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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管理员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部署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提交 
(WF)？

否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批准 
(WF)？

否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是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

表 B-5 作业视图（续）

作业视图

作业操作（NWF 模式） 其他作业选项（WF 模式）

查看作
业表格
和作业
详细信
息（全
部 3 个选
项卡） 刷新 编辑 重试 丢弃 回滚 退出 批准 拒绝 提交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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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CiscoWorks Common Services

安装     5-2

登录到     6-11

定义系统身份用户     8-20

概述     1-1

关联用户角色和权限     8-10

将安全管理器注册到思科安全 ACS     8-21

可用的用户角色     8-5

了解用户权限     8-3

配置 AAA 模式     8-21

升级     5-5

所需版本     1-1

为思科安全 ACS 创建本地用户     8-19

为思科安全 ACS 执行集成     8-19

为用户分配角色     8-7

卸载     5-16

许可     2-4, 2-6

在 ACS 中创建管理控制用户     8-18

Firefox

编辑首选项文件     6-3

缓存大小要求     6-4

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6-4

配置所需的设置     6-3

启用 Javascript     6-4

在新选项卡中显示帮助     6-5

支持的版本     3-7, 3-11

HTTP, 配置非默认端口     6-8

HTTPS

配置非默认端口     6-8

确定模式     A-14
Internet Explorer

安全设置     6-2

缓存大小要求     6-2

配置所需的设置     6-2

支持的版本     3-7, 3-11

Java 要求     3-7, 3-11

LiaisonServlet 错误, 故障排除     A-6

pdshow 命令     7-2

restorebackup.pl 命令     5-12

Service Pack

获取     5-15

应用到客户端     6-9

SMTP, 配置 ACS 通知     8-22

SSL 证书无效     4-3

Sybase, 禁用要求     4-3

TACACS +

选为 CiscoWorks AAA 模式     8-21

TACACS+

将 ACS 用作     8-11

TCP

所需端口的完整列表     A-2

通常所需端口的列表     3-1

UDP

所需端口的完整列表     A-2

通常所需端口的列表     3-1

VMWare 支持的版本     3-7

VNC, 用于安装     5-2

Web 浏览器

受支持     3-7, 3-11

Windows 服务, 必需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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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器     1-2

安装     5-2

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8-22

服务启动要求     A-1

服务器要求     3-4

概述     1-2

更新许可证     5-14

降级服务器     5-16

排除与 ACS 的交互故障     8-25

入门     7-8

升级服务器     5-5

升级后需要做出的更改     5-13

升级之前提交待处理的数据     5-8

使用客户端登录     6-10

使用浏览器登录     6-11

所需的用户帐户     5-1

相关应用     1-3

卸载服务器     5-16

组件应用     1-1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安装     6-6

登录到     6-10

解决版本不匹配     A-13

配置非默认 HTTP/HTTPS 端口     6-8

清除“登录”窗口中的服务器列表     A-13

确定 HTTPS 模式     A-14

无法升级     6-8

卸载     6-11

修补     6-9

在双屏幕模式下运行     A-14

找到客户端日志     A-13

安全管理员角色     8-9

安全性

服务器 佳做法     4-1

安装

安全管理器、AUS、Common Services     5-2

安全管理器客户端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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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桌面或 VNC     5-2

验证     7-7

B

版本不匹配, 解决     A-13

备份

Cygwin 限制     A-5

数据库     5-10

执行之前提交待处理的数据     5-8

备份/还原升级路径, 定义     5-5

备份数据库     5-10

本地升级路径, 定义     5-5

本文档中的印刷约定     2-vii

部署权限     8-4

C

操作系统

客户端     3-10

查看权限     8-3

存储, 支持的 SAN     3-8

错误消息

服务器安装     A-4

服务器卸载     A-7

客户端安装     A-9

D

待处理数据, 提交     5-8

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禁用     6-5

为 Firefox 禁用     6-4

导入权限     8-4

点修补程序

获取     5-15

应用到客户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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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非默认 HTTP/HTTPS     6-8

所需 TCP/UDP 的完整列表     A-2

通常所需列表     3-1

F

防病毒实用程序, 禁用要求     4-3

访问控制服务器 (ACS)

ACS 无法访问后的工作     8-27

CiscoWorks 中创建本地用户     8-19

创建管理控制用户     8-18

创建网络设备组     8-17

重启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8-22

重新安装服务器应用     5-3

定义系统身份用户     8-14

更改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     8-27

故障排除     8-25

关联用户角色和权限     8-10

恢复访问     8-28

激活 NDG 功能     8-17

集成清单     8-12

集成要求     8-12

了解用户权限     8-3

默认角色     8-9

配置 CiscoWorks AAA 模式     8-21

配置网络设备组     8-16

身份验证失败     8-26

使用多个版本的安全管理器     8-26

添加多宿主设备     8-28

添加受管设备     8-15

添加受管设备和配置 NDG     8-24

添加用户     8-14

通过 NDG 为用户组分配角色     8-24

为通知配置 SMTP 和邮件     8-22

为用户组分配角色     8-23

系统管理员的只读访问权限     8-26

用户权限     8-3

与安全管理器集成     8-11
 

在 ACS 中配置的设备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     8-27

在 CiscoWorks 中执行集成     8-19

在不使用 NDG 的情况下将设备添加为 AAA 客
户端     8-15

在没有 NDG 的情况下为用户组分配角色     8-23

执行集成     8-13

注册安全管理器     8-21

自定义用户角色     8-9

分配权限     8-4

服务, Windows 低要求     4-2

服务启动要求     A-1

服务器

安全性, 增强 佳做法     4-1

安装后任务     7-1

安装后问题故障排除     A-5

不受支持的配置     3-4

确保安全性的 佳做法     7-7

日期和时间设置     3-1, 4-3

性能, 增强 佳做法     4-1

验证进程     7-2

要求     3-4

一般要求     3-1

准备核对表     4-1, 4-3

服务中心用户角色     8-5

G

概述     1-1, 2-1

故障排除

ACS 配置     8-25

Cygwin 阻止备份     A-5

java.security.cert 错误     4-3

LiaisonServlet 错误     A-6

SSL 证书无效     4-3

安全软件冲突     4-2

安装不运行     A-14

安装挂起     A-5, A-11

安装后的服务器问题     A-5

安装后客户端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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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的接口外观     A-5

查看安装日志文件     A-16

重新启动服务器进程     A-16

错误消息

服务器安装     A-4

服务器卸载     A-7

客户端安装     A-9

防病毒扫描程序     4-2

服务器安装     A-4

服务器进程     A-15

服务器卸载     A-7

服务器自检     A-14

概述     A-1, B-1

基于主机的入侵软件     4-2

客户端安装     A-9

客户端安装程序指明安装了实际上并未安装的旧
版本     A-11

缺少产品功能     A-5

收集服务器故障排除信息     A-15

双屏幕设置     A-14

无法升级客户端     6-8

卸载不运行     A-14

卸载挂起     A-9

映射的驱动器     A-6

H

后台守护程序管理器

思科安全 ACS 集成后重启     8-22

互联网信息服务器 (IIS)，卸载要求     4-2

恢复数据库     5-12

J

加密的目录, 限制依据     3-4

间接升级路径, 定义     5-5

角色

CiscoWorks 用户     8-5

思科安全 ACS 用户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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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启动服务器     A-16

故障排除     A-15

验证     7-2

局域网管理解决方案 (LMS)，不受支持的使用情况     4-2

K

客户端

安装故障排除     A-9

安装后故障排除     A-12

操作系统     3-10

清除“登录”窗口中的服务器列表     A-13

日志文件     A-13

要求     3-9

控制权限     8-4

L

了解更多信息     7-8

浏览器

登录到应用     6-11

配置 Firefox 所需的设置     6-3

配置 Internet Explorer 所需的设置     6-2

配置所需的设置     6-1

受支持     3-7, 3-11

浏览器 Cookie     6-2

浏览器的 Cookie     6-2

M

目录加密, 限制依据     3-4

内存 (RAM)

客户端要求     3-10

P

批准权限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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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CS 自定义     8-9

与用户角色相关联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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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日期和时间设置     3-1, 4-3

日志文件     A-16

S

设备

对 ACS 授权的更改不显示在安全管理器中     8-27

引导     7-8

审批者角色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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