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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以下介绍思科 Stealthwatch Learning Network License（学习网络许可证）平台安装、在 ESXi主机上
安装控制器以及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安装代理。

如果 ISR支持将代理部署为虚拟服务，请参阅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虚拟服务安装指
南。

• 学习网络许可证简介，第 1页

• 部署示例，第 2页

• 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示例，第 3页

• 系统性能，第 4页

• 安全和互联网接入，第 4页

• 安装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第 5页

学习网络许可证简介
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是一种超分布式分析架构，可检查网络流量并应用机器学习算法执行行为分析。

因此，系统可识别恶意软件、分布式僵尸网络和数据渗透等异常行为。

您可将多个代理部署到网络边缘以检查流量。这些代理会将异常实时报告给控制器以便用于其他系

统和用户分析。此外，您可以基于异常情况提供系统纳入内部流量模型的相关性反馈。借此，系统

能够更好地识别和报告相关异常。

您也可以基于异常属性（例如所涉主机和传输的应用流量）配置缓解。这些缓解会减少或消除现在

和将来检测到的异常的影响。结合使用行为分析、用户反馈和流量缓解来自定义系统，以解决特定

于网络的威胁，并更好地保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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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示例
图 1：安全部署示例，第 2页展示企业网络内的安全部署示例。

图 1：安全部署示例

要安装思科 Stealthwatch Learning Network License系统，组织将部署：

•在网络核心中运行控制器的 ESXi主机

•在每个分支中运行代理的思科 ISR（在主机与互联网之间）

组织还会部署一个可选思科SNS-3415来收集 ISE用户身份数据。虽然学习网络许可证不需要用户身
份数据，但该数据可提供额外的异常上下文。

虽然一个学习网络许可证控制器可以管理多达 1000个代理，但图表只显示一个控制器管理两个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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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示例
图 2：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示例，第 3页展示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侧重于学习网络许可证组件
之间的交互。

图 2：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示例

两个代理都通过 TCP连接将管理流量（包括异常数据）传输到控制器。控制器通过同一连接将管理
流量（包括缓解）传输回代理。

控制器与其他系统集成。它会使用来自 Talos的威胁情报，以更好地识别来自 ISE的流量异常和恶
意行为以及用户身份信息，以提供有关异常中涉及的主机的详细信息。

控制器会实施北向 RESTful API用于缓解。其他授权的安全设备可使用此 API对网络中的流量采取
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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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能
控制器和代理虚拟设备的吞吐量和处理能力无法准确预测。虚拟设备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例如：

•ESXi主机和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内存和 CPU容量

•在 ESXi主机和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运行的虚拟机总数

•感应接口数量、网络性能和接口速度

•为每台虚拟机分配的资源数量

•共享 ESXi主机和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其他虚拟设备的活动级别

•应用于代理的缓解政策复杂性

VMware提供多种性能测量和资源分配工具。当运行虚拟设备监控流量和确定吞吐量时，请使用
ESXi主机上的这些工具。如果吞吐量并不理想，请调整分配到共享 ESXi主机的虚拟设备的资
源。

您也可启用 VMware工具来改善虚拟设备的性能和管理。或者，您也可在主机上或 ESXi主机上
的虚拟化管理层（非访客层）中安装工具（如 esxtop 或 VMware/第三方插件），以检验虚拟性
能。

注释

安全和互联网接入
从代理发送到控制器的管理流量包括运行状况检查和异常数据。所需带宽因多种因素而异，包括网

络流量性质以及系统了解和确定检测到异常优先级的方式。然后，系统会对代理每天发送的异常数

据总量进行速率限制，确保它们不会通过发送无关异常导致系统不堪重负。代理仅根据用户反馈和

机器学习算法报告相关异常。

从控制器发送到代理的加密管理流量包括：

•运行状况检查请求

•缓解

•异常相关 PCAP文件请求（如果数据包缓冲区捕获 [PBC]已启用）

•启动文件（如果受管代理重启且无特定本地文件）

每个缓解相对较小，以千字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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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
下面提供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安装的简要概述。

步骤 1 确保 ISR支持安装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具有适当许可证并已安装运行ESXi主机的UCSE系列刀片服务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必备条件，第 7页。

步骤 2 部署单独的 ESXi主机以运行控制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主机要求，第 9页。
步骤 3 在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tealthwatch-learning-network-license/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上下载代理和控制器 OVA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思科下载 OVA
文件，第 23页。

步骤 4 将控制器部署到ESXi主机。登录控制器VM控制台。运行设置脚本配置网络连接、NTP服务器并生成公钥证
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安装控制器，第 25页。

步骤 5 更新控制器配置文件以配置公钥证书管理设置，然后登录控制器Web UI以更新管理员凭证。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控制器和代理通信概述，第 74页。

步骤 6 在 ISR上配置 NTP服务器和 Flexible NetFlow。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NTP配置，第 49页和NetFlow配置，
第 50页。

步骤 7 将代理部署到运行带有 ESXi主机的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 ISR。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UCS E系列刀
片服务器上安装代理，第 59页。

步骤 8 登录代理控制台并配置网络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配置代理，第 63页。
步骤 9 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以管理公钥证书信任设置，然后重启代理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代理管理员设置

，第 75页。
步骤 10 运行控制器管理员脚本以信任代理公钥证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证书管理，第 80页。
步骤 11 登录控制器Web UI，然后使用代理的控制器管理，第 89页中所述的控制器管理和配置代理。
步骤 12 允许系统在初始学习阶段创建网络流量的基准模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初始学习阶段概述，第 95页。

接下来的操作

•微调配置、检查异常并缓解异常流量，如后续步骤，第 97页中所述。

•（可选）在控制器上启用审核和事件日志记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日志记录配置概述，第

99页。

•（可选）通过配置 pxGrid将部署与 ISE集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 pxGrid，第 113页。

•（可选）配置 pxGrid集成演示以使用示例用户身份数据填充异常。您无需将 ISE部署到环境中
以进行 pxGrid集成演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SE pxGrid演示，第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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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安装必备条件

以下介绍学习网络许可证安装必备条件和系统配置必备条件。

• 安装必备条件，第 7页

• 学习网络许可证和许可，第 8页

• ISE服务器要求，第 8页

• 控制器主机要求，第 9页

• ISR平台要求，第 12页

• 代理和 ISR交互，第 18页

• 通信端口，第 19页

• 代理安装必备条件，第 21页

• 从思科下载 OVA文件，第 23页

安装必备条件
部署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时，获取或配置以下内容：

•用于系统功能的开放端口

•适用于控制器的 ESXi主机

•带有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可运行代理的 ISR

•用于 ISR的适当许可

•控制器和代理 OVA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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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网络许可证和许可
要正确部署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您必须获得适当的 ISR IOS许可证和适当的学习网络许可证智能
许可证。

要在 ISR上运行代理，您必须激活 IP Base (ipbasek9) IOS许可证和 Data (datak9)或 App (appxk9) IOS
许可证。有关激活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routers/access/
sw_activation/SA_on_ISR.html。

您还必须为部署的各个控制器和代理获取适当的智能许可证授权。

表 1：智能许可证授权类型

关联文件下载和说明许可证授权和说明学习网络许可证组件

sln-sca-k9-<ver>.ova -单个控
制器 OVA

L-SW-SCA-K9 - SCA虚拟管理器控制器

sln-dla-ucse-k9-<ver>.ova -部
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
代理

L-SW-LN-UCS-1Y-K9 -适用于UCS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1年期）

安装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上的代理

sln-dla-ucse-k9-<ver>.ova -部
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
代理

L-SW-LN-UCS-3Y-K9 -适用于UCS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3年期）

安装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上的代理

从 cisco.com下载文件后，生成MD5或 SHA512校验和，并确保与 cisco.com上提供的MD5或
SHA512校验和匹配。如果校验和不匹配，请重新下载文件。如果校验和仍不匹配，请与思科支
持部门联系。

注释

有关智能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
smart-accounts.html。

此外，您必须在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
index.html)中生成注册令牌，然后将其用于注册控制器。每次使用控制器管理和启用代理时，控制
器会自动请求代理的许可证授权。

有关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用户指南》。

ISE 服务器要求
如果要配置 pxGrid集成并使用身份服务引擎 (ISE)用户身份信息填充异常，则 ISE服务器必须运行
版本 1.3或更高版本。有关 pxGrid集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 pxGrid，第 113页。有关 ISE的详

思科 Stealthwatch 学习网络许可证 UCS E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版本 1.1
8

安装必备条件

学习网络许可证和许可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routers/access/sw_activation/SA_on_ISR.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routers/access/sw_activation/SA_on_ISR.html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smart-accounts.html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smart-accounts.html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index.html


细信息，请参阅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
products-user-guide-list.html。

控制器主机要求
您可将控制器虚拟设备托管于 VMware ESXi版本 5.5托管环境中。您也可以在所有受支持的 ESXi
版本上启用 VMware工具。有关 VMware工具全部功能的信息，请参阅 VMware网站 (http://
www.VMware.com)。有关创建托管环境的帮助，请参阅 VMware ESXi文档。

虚拟设备使用开放虚拟化格式 (OVF)封装。思科以开放式虚拟设备 (OVA)格式（OVF文件的存档
版本）提供控制器和代理虚拟设备。

用作控制器 ESXi主机的计算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必须具有可提供虚拟化支持的64位CPU，并采用英特尔虚拟化技术 (VT)或AMDVirtualization™
(AMD-V™)技术。

•必须在 BIOS设置中启用虚拟化技术。

•必须具有与英特尔 E1000驱动程序（如 Pro1000MT双端口服务器适配器或 PRO1000GT台式机
适配器）兼容的网络界面，用以托管虚拟设备。

•此主机必须与所有 ISR（代理安装于其中）建立网络连接。

•管理员和分析人员等用户应能够建立与此主机的连接，以访问控制器用户界面。

有关详细多信息，请参阅 VMware网站：http://www.vmware.com/resources/guides.html。

不支持在 ISR上安装控制器。注释

控制器安装必备条件

控制器下载

思科提供的控制器为 OVA文件：sln-sca-k9-<ver>.ova。在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
security/stealthwatch-learning-network-licens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上下载文件。

从 cisco.com下载文件后，生成MD5或 SHA512校验和，并确保与 cisco.com上提供的MD5或
SHA512校验和匹配。如果校验和不匹配，请重新下载文件。如果校验和仍不匹配，请与思科支
持部门联系。

注释

要安装虚拟机，您还必须下载和安装最新版本的VMwarevSphere客户端。此外，要运行虚拟机，思
科建议您下载并安装 VMware ESXi版本 5.5。在 https://my.vmware.com/web/vmware/downloads上下
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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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虚拟设备设置

创建的每台虚拟设备均要求 ESXi主机具有一定数量的内存、CPU和硬盘空间。默认设置是运行系
统软件的最低要求，不能降低。下表列出了默认的设置。

表 2：默认控制器虚拟设备设置

默认设置

24576 MB (24 GB)内存

4虚拟 CPU (vCPU)

•vNIC 0 -主网络

•vNIC 1（已断开连接）-
Alt1网络

•vNIC 2（已断开连接）-
Alt2网络

虚拟 NIC

200 GB硬盘配置大小

启动 VM后，控制器会确定可用的物理 RAM量，并更新配置以允许使用最多一半 RAM。

思科建议您增加 VM设置，具体取决于您的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规模。有关建议，请参阅下表。

表 3：控制器 VM 推荐设置

VM 推荐设置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规模

24576 MB (24 GB) RAM

8个 vCPU

400 GB硬盘配置大小

1至 50个代理

65536 MB (64 GB) RAM

16个 vCPU

4 TB硬盘配置大小

51至 1000个代理

vCPU数量由虚拟插槽数乘以每个插槽的核心数确定。注释

有关增加硬盘存储大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虚拟硬盘存储，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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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增加内存、vCPU和核心/插槽数（默认值为 4）或硬盘大小，请参阅 http://www.vmware.com/了
解详细信息和最佳做法。

安装期间所需信息

运行设置脚本时，请提供以下信息以配置控制器：

表 4：控制器安装设置

说明设置

使用代理传输网络流量，并提供对控制器Web
UI的访问

eth0接口 IPv4地址、网络掩码和网关

控制器的主机名eth0接口主机名

异常情况的 DNS情景eth0接口 DNS服务器和 DNS搜索后缀

同步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中的时间NTP服务器 IPv4地址

通过设置脚本，您能够选择生成自签名证书。如果为控制器WebUI服务器生成证书，您可定义以下
使用者可分辨名称组件：

表 5：自签名证书使用者可分辨名称选项

说明选项

两个字母的 ISO 3166-1国家/地区代码国家/地区名称

组织所在的省、市或自治区全称省、市或自治区名称

您的组织所在的城市。位置名称

您的组织的名称组织名称

您的组织的部门名称组织单位名称

与证书关联的主机名和域名公共名称

联系人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地址

学习网络许可证需要服务器证书加密控制器/代理通信，并需要服务器证书加密与控制器Web用户界
面的用户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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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R 平台要求
几款G2 ISR（思科 2921、思科 2951、思科 3945和思科 3945E）和 4000系列 ISR（思科 4331、思科
4351和思科 4451）支持在 UCS系列刀片服务器上托管代理。UCS E系列服务器必须运行 vSphere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有关 ISR G2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routers/
access/1900/roadmap/ISRG2_roadmap.html。有关 4000系列 ISR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
www.cisco.com/c/en/us/td/docs/routers/access/4400/roadmap/isr4400roadmap.html。

ISR G2 平台要求

表 6：ISR G2 平台要求

必要ISR 组件

•思科 2921

•思科 2951

•思科 3945

•思科 3945E

型号

2560 MB (2.5 GB)（思科 2921）或 1844 MB (1.8
GB)（思科 2951、3945、3945E）

DRAM

IOS版本 15.5(3)M1或更高版本映像

版本 17.0或更高版本NBAR2协议包

思科 292、2951：

•SL-29-IPB-K9 - IP Base许可证

•SL-29-DATA-K9 - Data许可证

思科 3945、3945E：

•SL-39-IPB-K9 - IP Base许可证

•SL-39-DATA-K9 - Data许可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www.cisco.com/c/en/
us/products/collateral/cloud-systems-management/
software-activation-on-integrated-services-routers-isr/
white_paper_c11_556985.html#wp9001357。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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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ISR 组件

有 8192 MB (8 GB) RAM、155 GB可用存储空间
的以下型号之一，运行 5.0版本或更高版本的
vSphere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UCS-E140S-M2/K9、

•UCS-E140D-M1/K9、

•UCS-E140DP-M1/K9、

•UCS-E160D-M1/K9、

•UCS-E160D-M2/K9、

•UCS-E160DP-M1/K9或

•UCS-E180D-M2/K9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ISR 4000 系列平台要求

表 7：ISR 4000 系列平台要求

必要ISR 组件

•思科 4331

•思科 4351

•思科 4451

型号

8192 MB (8 GB)控制平面 DRAM

版本 15010638或更高版本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IOS-XE版本 15.4(3)S1至 15.5(3)Sx映像

版本 15.0.0或更高版本（IOS-XE 15.4(3)S1至
15.5(3)S）

版本 17.0.0或更高版本（IOS-XE 15.5(3)S，版本
2或更高版本）

NBAR2协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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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ISR 组件

思科 4331：

•SL-4330-IPB-K9 - IP Base许可证

•SL-4330-APP-K9 - AppX许可证

思科 4351：

•SL-4350-IPB-K9 - IP Base许可证

•SL-4350-APP-K9 - AppX许可证

思科 44XX：

•SL-44-IPB-K9 - IP Base许可证

•SL-44-DATA-K9或 SL-44-APP-K9 - Data许可
证或 AppX许可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www.cisco.com/c/en/
us/products/collateral/routers/
4000-series-integrated-services-routers-isr/
guide-c07-732797.html#_Toc424288435。

许可证

运行 5.0版本或更高版本的 vSphere ESXi虚拟机
监控程序、带 8192 MB (8 GB) RAM、155 GB可
用存储空间的以下型号之一：

•UCS-E140S-M2/K9、

•UCS-E140D-M1/K9、

•UCS-E140DP-M1/K9、

•UCS-E160D-M1/K9、

•UCS-E160D-M2/K9、

•UCS-E160DP-M1/K9或

•UCS-E180D-M2/K9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验证 ISR 平台要求

开始之前

•登录 ISR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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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enable

2. show version

3. show platform

4. show ip nbar protocol-pack active

5. exi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启用特权 EXEC模式。enable

示例：

步骤 1

Router> enable

显示版本信息，包括映像版本、已安装 ISR许可证
和控制平面 DRAM。

show version

示例：

步骤 2

Router# show version

显示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版本。show platform

示例：

步骤 3

Router# show platform

显示 NBAR2协议包版本。show ip nbar protocol-pack active

示例：

步骤 4

Router# show ip nbar protocol-pack active

退出特权 EXEC模式。exit

示例：

步骤 5

Router# exit

ISR 平台要求示例

向 ISR发出 show version命令可查看 ISR上的映像版本、已安装许可证和总控制平面DRAM，如以
下斜体所示。请注意，appxk9对应于 AppX许可证，而 ipbasek9对应于 IP Base许可证。
Router> enable

Router# show version
Cisco IOS XE Software, Version 2016-05-16_22.05.paj
Cisco IO Software, ISR Software (X86_64_LINUX_IOSD-UNIVERSALK9-M), Version 15.5(3)s2, RELEASE
SOFTWARE (f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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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Package License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Technology-package Technology-package

Current Type Next reboot
–––––––––––––––––––––––––––––––––––––––––––––––––––––––––––––––––––––--
appxk9 appxk9 RightToUse appxk9 [AppX license]
uck9 None None None
securityk9 None None None
ipbase ipbasek9 Permanent ipbasek9 [IP Base license]

cisco ISR4431/K9 (1RU) processor with 7799569K/6147K bytes of memory.

...

向 ISR发出 show platform命令可查看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版本，如以下斜体所示。
Router# show platform
Chassis type: ISR4431/K9

Slot Type State Insert time (ago)
–––––––––- ––––––––––––––––– ––––––––––––––––––––––––

–––––––––––––––––--

...

Slot CPLD Version Firmware Version
–––––––––- ––––––––––––––––––––––
–––––––––––––––––––––––––––––––––––––--
0 15010638 15.4(2r)S
R0 15010638 15.4(2r)S
F0 15010638 15.4(2r)S

向 ISR发出 show ip nbar protocol-pack active命令可查看NBAR2协议包版本，如以下斜体所示。
Router# show ip nbar protocol-pack active

Active Protocol Pack:

Name: Advanced Protocol Pack
Version: 17.0
Publisher: Cisco Systems Inc.

...

ISR 配置必备条件

ISR 配置所需信息

配置 ISR NTP服务器和 Flexible NetFlow时，请提供以下信息：

表 8：ISR 配置设置

说明设置

配置 NTP服务器连接。使用环回接口（如果已
配置）或使用路由器管理接口（如果未配置环回

接口）。

环回接口 IPv4地址或路由器管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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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设置

同步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中的时间NTP服务器 IPv4地址

将 NetFlow数据包从 ISR传递到代理代理NetFlow导出器的 eth1 IPv4地址

ISR 许可证安装
要在 ISR-G2上运行代理，您必须激活 IP Base (ipbasek9) IOS许可证和 Data (datak9) IOS许可证。要
在 ISR 4000系列上运行代理，您必须激活 IP Base (ipbasek9) IOS许可证和App (appxk9) IOS许可证。
有关激活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routers/access/sw_activation/
SA_on_IS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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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和 ISR 交互
下图展示了代理与其主机 ISR之间的交互。

图 3：ISR 和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上的代理的交互

该图显示了部署到主机 ISR上的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代理。代理包含三个接口：

•eth0接口，用于连接到 UCS-E前面板 GE2端口。这属于管理接口，处理控制器/代理通信，包
括缓解和异常。

使用控制器可访问的可路由 IP地址配置 eth0。

•eth1接口，用于连接到与路由器 ucs.../0接口相连的 UCS-E内部 GE0端口。此接口属于控制

接口，处理代理/路由器通信，包括将NetFlow数据包从路由器传递到代理，以及将缓解从代理
传递到路由器。

通过控制接口传输的流量不会离开路由器。使用专用 IP地址配置 eth1接口和 ucs.../0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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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2接口，用于连接到与路由器 ucs.../1接口相连的 UCS-E内部 GE1端口。这是处理从路由

器传递到代理的原始数据包数据的数据传输接口。这些原始数据包用于数据包缓冲区捕获和深

度数据包检测。

通过数据传输接口传输的流量不会离开路由器。使用专用 IP地址配置 eth2接口和 ucs.../1接

口。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设置脚本配置代理，第 64页。

通信端口
学习网络许可证需要几个开放端口用于各项功能，以允许控制器和代理之间实现通信，并允许用户

访问控制器UI。如果防火墙或其他安全设备位于控制器和代理之间，或用户和控制器之间，请打开
这些端口。

下图展示了此系统功能。

图 4：需要开放端口的系统功能

•用户（如系统管理员）可登录控制器Web UI，并可以通过 SSH登录代理。

•控制器将信息（如缓解）发送到代理，并与 NTP服务器通信以同步时间。

•代理将异常、日志文件、配置文件和PCAP文件等信息发送到控制器，并与NTP服务器通信以
同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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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展示了开放端口和方向性。有关这些端口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表 9：用于学习网络许可证功能
和操作的默认通信端口，第 20页。

图 5：用于系统功能的开放端口

表 9：用于学习网络许可证功能和操作的默认通信端口

所需的操作…开放用于任何...Direction说明端口

传输日志文件和配

置文件

与控制器关联的

IP、与代理关联的
管理 IP

从代理 eth0接口

管理 IP出站，入
站至控制器 IP

SSH/SCP22/TCP

（可选）启用对代

理外壳的远程访问

希望通过 SSH登
录代理的主机 IP

从主机 IP出站，
入站至代理 eth0

接口管理 IP

SSH22/TCP

（可选）启用通过

SSH登录控制器
希望通过 SSH登
录控制器的主机 IP

从主机 IP出站，
入站至控制器 IP

SSH22/TCP

同步时间与控制器关联的 IP从控制器 IP出
站，入站至外部

NTP服务器

NTP123/UDP

同步时间与代理关联的 IP部署到 UCS E系
列刀片服务器时，

从代理 eth0接口

管理 IP出站

NTP123/UDP

访问控制器 UI希望访问控制器UI
的主机 IP

从用户 IP出站，
入站至控制器 IP

HTTPS443/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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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操作…开放用于任何...Direction说明端口

允许控制器与代理

进行通信

与控制器关联的 IP从控制器 IP出
站，入站至代理

eth0接口管理 IP

TLS9091/TCP

启用 PBC与控制器关联的 IP从控制器 IP出
站，入站至代理

eth0接口管理 IP

数据包缓冲区捕获
(PBC)

9092/TCP

代理安装必备条件
代理作为部署到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虚拟机运行。服务器必须运行VMware ESXi版本 5.5虚拟
机监控程序。您也可以在所有受支持的 ESXi版本上启用 VMware工具。有关 VMware工具全部功
能的信息，请参阅 VMware网站 (http://www.VMware.com)。有关创建托管环境的帮助，请参阅
VMware ESXi文档。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SR 4000系列平台要求，第 13页。

您必须下载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OVA文件。您无法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安装虚拟服
务 OVA文件。

注释

代理配置必备条件

代理 OVA 下载

思科将代理作为OVA文件提供：sln-dla-ucse-k9-<ver>.ova。在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
security/stealthwatch-learning-network-license/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上下载文件。

从 cisco.com下载文件后，生成MD5或 SHA512校验和，并确保与 cisco.com上提供的MD5或
SHA512校验和匹配。如果校验和不匹配，请重新下载文件。如果校验和仍不匹配，请与思科支
持部门联系。

注释

如果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安装代理，您还必须下载和安装最新版本的 VMware vSphere客户
端才能安装虚拟机。在 https://my.vmware.com/web/vmware/downloads上下载文件。

代理虚拟设备设置

部署到UCS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各个代理均需要一定数量的内存、CPU和硬盘空间。默认设置是运
行系统软件的最低要求，不能降低。但是，为了提高性能，您可根据可用的资源来增加内存和 CPU
数量。下表列出了默认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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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部署到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的代理的默认虚拟设备设置

默认设置

5120 MB (5 GB)memory

4虚拟 CPU

155 GB硬盘配置大小

设置脚本所需信息

运行代理设置脚本时，您必须提供以下信息才能配置代理：

表 11：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上的代理设置脚本设置

说明设置

使用控制器传输管理流量eth0接口可路由 IPv4地址、网络掩码和网关

将文件从代理导出到其他主机可选 eth0接口 DNS服务器和 DNS搜索后缀

代理的主机名eth0接口主机名

将NetFlow数据包传递给代理，并将缓解和接口
配置传递给代理

eth1接口专用 IPv4地址和网络掩码

将原始数据包从 ISR传递到代理以便进行深度数
据包检测 (DPI)和数据包缓冲区捕获 (PBC)

eth2接口专用 IPv4地址和网络掩码

同步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中的时间NTP服务器 IPv4地址

学习网络许可证需要服务器证书加密控制器/代理通信。代理会自动生成一个证书，但您也可上传组
织生成的证书。

NTP 配置

此外，您必须提供与控制器和路由器上配置的 NTP服务器地址同步的 NTP服务器地址，才能确保
时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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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科下载 OVA 文件

从 cisco.com下载文件后，生成MD5或 SHA512校验和，并确保与 cisco.com上提供的MD5或
SHA512校验和匹配。如果校验和不匹配，请重新下载文件。如果校验和仍不匹配，请与思科支
持部门联系。

注释

步骤 1 请在Web浏览器中导航至 http://www.cisco.com/c/en/us/support/security/stealthwatch-learning-network-license/
tsd-products-support-series-home.html。提示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步骤 2 下载控制器 OVA文件：sln-sca-k9-<ver>.ova

步骤 3 下载代理 OVA文件：

•sln-dla-ucse-k9-<ver>.ova -包含要在 ISR的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部署的代理

从 cisco.com 获取文件校验和

开始之前

•请转至 cisco.com上的文件下载页面。

步骤 1 点击“文件信息”文件名查看文件详细信息，其中包括MD5和 SHA512校验和。
步骤 2 点击省略号 (…)查看完整的 SHA512校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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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控制器安装

以下介绍控制器安装过程。

• 安装控制器，第 25页

• 控制器部署，第 26页

• 控制器虚拟硬盘存储，第 28页

• 自定义控制器Web UI证书，第 37页

• 控制器设置脚本，第 40页

• 重置管理员密码，第 45页

• 禁用主机时间同步，第 46页

• 登录控制器Web UI，第 46页

• 验证控制器上的 NTP配置，第 46页

安装控制器
控制器用作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的管理中心。它会整理所有受管代理发送的异常，并根据严重性等

级和内部相关性进行实时分析，以确定与用户最相关的异常。然后，报告这些异常以进行进一步的

用户审查和相关性反馈，并显示各种图形和数据，以帮助用户分析异常。作为响应，用户可配置与

异常特征匹配的缓解，包括 IP地址或应用，并执行操作。控制器会将这些缓解策略和操作转发给受
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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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在网络上部署一个控制器。

步骤 1 将控制器OVA文件部署到网络中的 ESXi主机，并将其激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部署，第 26页。
步骤 2 如果要为控制器Web UI使用自定义 SSL证书，请参阅自定义控制器Web UI证书，第 37页以了解详细信

息。

步骤 3 如果要增加硬盘存储大小，请参阅控制器虚拟硬盘存储，第 28页以了解详细信息。
步骤 4 运行设置脚本来配置基本网络设置、NTP服务器地址和公钥证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设置脚本配置

控制器，第 41页。
步骤 5 重置控制器Web UI管理员用户帐户 (admin)密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重置管理员密码，第 45页。
步骤 6 禁用与 ESXi主机的时间同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禁用主机时间同步，第 46页。

控制器部署
思科将控制器作为可下载 OVA文件提供。您可将此 OVA文件部署到运行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的
主机。

启动控制器VM之前，您可更新vSphere vCenter中的内存、vCPU数量和硬盘空间。如果增加内存，
您必须启动VM，然后运行setup-system脚本。运行脚本后，系统会使用正确的内存设置更新VM。

如果控制器已在运行并且您想要更新内存设置，请运行 setup-system脚本、停止 VM、更新内存设
置，然后启动 VM。重启后，系统会使用正确的内存设置更新 VM。

有关基于部署大小的建议控制器 VM设置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安装必备条件，第 9页。

对于给定版本的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仅支持控制器和代理随附的UbuntuLinux版本。请勿在控
制器或代理 VM上升级 Ubuntu Linux。

注释

首次登录虚拟机时，系统会提示您更改默认管理员密码。

部署 OVA 文件
将目标网络映射到接口时，请注意，默认仅启用 eth0。对于许多部署，可从同一控制器网络接口访

问控制器管理流量、代理流量和控制器Web UI用户流量。在这种情况下，您可将目标网络映射到
eth0接口。您也可禁用 eth1和 eth2接口，并将其映射到单独的目标网络。

但是，如果这些流量类型可通过不同控制器网络接口访问，则您可启用 eth1、eth2或 eth1和 eth2，

然后将其映射到适当的目标网络。

开始之前

•下载 OVA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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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ttps://my.vmware.com/web/vmware/downloads下载 VMware vSphere客户端并进行安装。

步骤 1 打开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要安装 OVA文件的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2 依次选择文件 >部署 OVF模板。
步骤 3 点击浏览选择 OVA文件，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4 查看 OVF模板详细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5 输入名称，选择资产位置，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6 点击密集调配延迟置零单选按钮，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7 从资产中选择目标网络映射到源网络。您可映射以下默认网络，然后点击下一步。

•eth0至主网络

•eth1（已断开连接）至 Alt1网络

•eth2（已断开连接）至 Alt2网络
如果只需要配置 eth0，则您可将 eth1和 eth2映射到同一网

络。

注释

步骤 8 查看部署设置，然后点击完成。

部署可能需要 30分钟至 1小时或更长时间，具体取决于您的环
境。

注释

步骤 9 部署完成后，点击关闭。

接下来的操作

•打开虚拟机电源并登录，如下一节所述。

接通虚拟机电源

开始之前

•将 OVA文件部署到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如上一节所述。

步骤 1 打开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部署虚拟机的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2 依次选择主页 >资产 > VM和模板。
步骤 3 从导航树中选择虚拟机。

步骤 4 依次选择资产 >虚拟机 >电源 >接通电源。
步骤 5 点击“控制台”选项卡，然后在控制台窗格中点击将焦点移至虚拟机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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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焦点从虚拟机控制台移至本地主机，请按

Ctrl-Alt。
注释

步骤 6 使用默认管理员用户名 (sln)和默认管理员密码 (cisco)登录。提示时，更改默认管理员密码。

控制器虚拟硬盘存储
默认情况下，控制器 OVA出厂配置一个 200 GB的硬盘。基于部署和推荐设置，您可将部署的控制
器 VM配置为通过以下方式扩展可用的硬盘存储空间：

•现有VMware存储区域空间足够时，使用扩展分区或其他分区增加现有虚拟硬盘存储分配，或

•现有 VMware存储区域空间不足时，添加新的虚拟硬盘。

仔细按照程序进行操作。不遵循程序可能会导致控制器 VM文件系统损坏或丢失。注释

控制器虚拟硬盘分配扩展

要添加控制器VM硬盘空间，请在VMware vSphere中配置VM设置以增加硬盘大小。然后，在VM
命令行中运行 parted命令以扩展现有的虚拟硬盘分区。最后，发出命令以扩展新硬盘的文件系统大

小。

您只能将硬盘分区扩展到 2 TB。如果需要更多空间，您可以使用 cfdisk命令添加另一个虚拟硬

盘分区。

注释

默认情况下，控制器附带一个虚拟硬盘 sda和最多 5个分区 (sda5)。首次向此虚拟硬盘添加分区时，
以 1为增量进行命名 (sda6)。如果想要添加另一分区，则在最新的硬盘分区名称基础上加 1来命名
（sda7、sda8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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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VM 设置增加虚拟硬盘大小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连接到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1 依次选择主页 >资产 > VM和模板。
步骤 2 右键点击控制器 VM，然后选择编辑设置。
步骤 3 在“硬件”选项卡中，选择硬盘 1。
步骤 4 输入新的调配大小更新虚拟硬盘调配。

步骤 5 点击确定。

步骤 6 右键点击控制器 VM，然后依次选择电源 >关闭访客。等待虚拟机关闭。
步骤 7 右键点击控制器 VM，然后依次选择电源 >打开电源。

扩展虚拟硬盘分区

使用 parted扩展 sda5虚拟硬盘分区。控制器 OVA默认包含一个虚拟硬盘 sda。此虚拟硬盘最多包

含五个分区 (sda5)。

您只能将分区扩展到 2 TB。如果需要更多空间，请添加另一个虚拟硬盘分区。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添加大于 2 TB的新虚拟硬盘分区，第 31页。

注释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sudo parted dev/sda resizepart 2 100%，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2. sudo parted dev/sda resizepart 5 100%，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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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运行 parted分区调整器以调整 sda2分区

大小。

sudo parted dev/sda resizepart 2 100%，然后在提示时输入

密码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sudo parted dev/sda resizepart 2 100%

运行 parted分区调整器以调整 sda5分区

大小。

sudo parted dev/sda resizepart 5 100%，然后在提示时输入

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 sudo parted dev/sda resizepart 5 100%

更新扩展虚拟硬盘分区的文件系统

使用 Linux LVM2（逻辑卷管理器）工具配置控制器VM。以下程序使用 LVM2工具将扩展分区注册
为物理卷，并在新物理卷上扩展逻辑卷，同时调整 Linux文件系统大小以识别额外空间。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sudo partprobe -s

2. sudo pvresize /dev/sda5

3. sudo vgdisplay

4. sudo lvextend -r /dev/<volume-group>/root /dev/sda5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新 /dev文件系统以识别扩展的 /dev/sda5虚

拟硬盘分区。

sudo partprobe -s

示例：
user@host:~$ sudo partprobe -s

步骤 1

调整 sda虚拟硬盘上的 sda5分区物理卷大小。sudo pvresize /dev/sda5

示例：
user@host:~$ sudo pvresize /dev/sda5

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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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查看卷组名称。sudo vgdisplay

示例：
user@host:~$ sudo vgdisplay

步骤 3

将新卷添加到根逻辑卷中，并调整根文件系统的

大小。

sudo lvextend -r /dev/<volume-group>/root /dev/sda5

示例：
user@host:~$ sudo lvextend -r

/dev/vg00/root /dev/sda5

步骤 4

添加大于 2 TB 的新虚拟硬盘分区
使用 cfdisk创建大于 2 TB的新虚拟硬盘分区。控制器 OVA默认包含一个虚拟硬盘 sda。此虚拟硬

盘最多包含五个分区 (sda5)。以下任务假设您尚未创建另一个虚拟硬盘分区，指示您在最高的虚拟
硬盘分区名称基础上以 1为增量创建 sda6分区。如果您已创建 sda虚拟硬盘的其他虚拟硬盘分区，

请在现有虚拟硬盘分区名称基础上以1为增量命名新的虚拟硬盘分区名称（sda7、sda8以此类推）。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sudo cfdisk /dev/sda，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2. 将光标移动到包含 Free space的最后一行，并验证大小列与添加的空间大小是否大致匹配。

3. 输入 n可创建新分区

4. 选择 Logical，然后按 Enter。
5. 按 Enter接受默认大小。
6. 输入 t可将文件系统类型更改为 8E

7. 输入 W可编写新的分区表，然后输入 yes进行确认。

8. 输入 q可退出 cfdisk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运行 cfdisk分区编辑器创建 sda6分区。sudo cfdisk /dev/sda，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sudo cfdisk /dev/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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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验证分区大小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重启

控制器 VM并从头重新开始此程序。
将光标移动到包含 Free space的最后一行，并验证大

小列与添加的空间大小是否大致匹配。

步骤 2

创建新分区。输入 n可创建新分区步骤 3

创建逻辑分区。选择 Logical，然后按 Enter。步骤 4

创建显示可用空间的分区。按 Enter接受默认大小。步骤 5

将文件系统类型更改为 8E (Linux LVM)。输入 t可将文件系统类型更改为 8E步骤 6

编写新的分区表。输入 W可编写新的分区表，然后输入 yes进行确认。步骤 7

退出 cfdisk。输入 q可退出 cfdisk步骤 8

更新新虚拟硬盘分区的文件系统

使用 Linux LVM2（逻辑卷管理器）工具配置控制器VM。以下程序使用 LVM2工具将新分区注册为
物理卷，将新物理卷添加到现有卷组中，并在新物理卷上扩展逻辑卷，同时调整 Linux文件系统大
小以识别额外空间。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sudo partprobe -s

2. sudo pvcreate /dev/sda6

3. sudo vgdisplay

4. sudo vgextend <volume-group> /dev/sda6

5. sudo lvextend -r /dev/<volume-group>/root /dev/sda6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新 /dev文件系统以将 /dev/sda6作为新的

虚拟硬盘分区。

sudo partprobe -s

示例：
user@host:~$ sudo partprobe -s

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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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在 sda虚拟硬盘上创建新分区的物理卷。sudo pvcreate /dev/sda6

示例：
user@host:~$ sudo pvcreate /dev/sda6

步骤 2

查看卷组名称。sudo vgdisplay

示例：
user@host:~$ sudo vgdisplay

步骤 3

将新卷添加到卷组中。sudo vgextend <volume-group> /dev/sda6

示例：
user@host:~$ sudo vgextend vg00

/dev/sda6

步骤 4

将新卷添加到根逻辑卷中，并调整根文件系统

的大小。

sudo lvextend -r /dev/<volume-group>/root /dev/sda6

示例：
user@host:~$ sudo lvextend -r

/dev/vg00/root /dev/sda6

步骤 5

控制器虚拟硬盘添加

要在控制器VM上添加虚拟硬盘，请在VMware vSphere中配置VM设置，以识别新的硬盘。然后，
在VM命令行中运行 cfdisk命令以创建新的虚拟硬盘，并发出命令以扩展新硬盘的文件系统大小。

默认情况下，控制器附带一个虚拟硬盘 sda。首次添加虚拟硬盘时，以一个字母为增量进行命名

(sdb)。如果想要添加另一虚拟硬盘，则在最新的硬盘名称基础上递进 1个字母来命名（sdc、sdd以

此类推）。

思科 Stealthwatch 学习网络许可证 UCS E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版本 1.1    
33

控制器安装

控制器虚拟硬盘添加



编辑新硬盘的 VM 设置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连接到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1 依次选择主页 >资产 > VM和模板。
步骤 2 右键点击控制器 VM，然后选择编辑设置。
步骤 3 在“硬件”选项卡中，点击添加。

步骤 4 选择硬盘，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5 选择创建新的虚拟磁盘，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6 输入磁盘大小，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7 点击下一步跳过“高级选项”屏幕。

步骤 8 点击 Finish。
步骤 9 在“虚拟机属性”窗口中，点击确定。

步骤 10 右键点击控制器 VM，然后依次选择电源 >关闭访客。等待虚拟机关闭。
步骤 11 右键点击控制器 VM，然后依次选择电源 >打开电源。

添加新硬盘

使用 cfdisk在新的虚拟硬盘上创建磁盘分区。控制器 OVA默认包含一个虚拟硬盘 sda。以下任务

假设您尚未创建另一个虚拟硬盘，指示您在现有虚拟硬盘名称基础上递进 1个字母以创建 sdb虚拟

硬盘。如果您已创建用于控制器的其他虚拟硬盘，请在现有虚拟硬盘名称基础上以 1个字母为增量
命名新的虚拟硬盘名称（sdc、sdd以此类推）。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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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sudo cfdisk /dev/sdb，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2. 输入 n可创建新分区

3. 选择 Primary，然后按 Enter。
4. 按 Enter接受默认大小。
5. 输入 t可将文件系统类型更改为 8E

6. 输入 W可编写新的分区表，然后输入 yes进行确认。

7. 输入 q可退出 cfdisk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运行 cfdisk分区编辑器在 sdb虚拟硬盘上创建

sdb1分区。该表包含一行，其中，可用空间等于

总磁盘大小。

sudo cfdisk /dev/sdb，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 sudo cfdisk /dev/sdb1

步骤 1

创建新分区。输入 n可创建新分区步骤 2

创建虚拟硬盘。选择 Primary，然后按 Enter。步骤 3

创建具有可用空间的虚拟硬盘。按 Enter接受默认大小。步骤 4

将文件系统类型更改为 8E (Linux LVM)。输入 t可将文件系统类型更改为 8E步骤 5

编写新的分区表。输入 W可编写新的分区表，然后输入 yes进行确

认。

步骤 6

退出 cfdisk。输入 q可退出 cfdisk步骤 7

更新新硬盘的文件系统

开始之前

•使用 VMware vSphere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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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sudo partprobe -s

2. sudo pvcreate /dev/sdb1

3. sudo vgdisplay

4. sudo vgextend <volume-group> /dev/sdb1

5. sudo reboot

6.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7. sudo lvextend -r /dev/<volume-group>/root /dev/sdb1

8. sudo reboo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新文件系统以将/dev/sdb作为新的虚拟硬

盘。

sudo partprobe -s

示例：
user@host:~$ sudo partprobe -s

步骤 1

在 sdb硬盘上创建新分区的物理卷。sudo pvcreate /dev/sdb1

示例：
user@host:~$ sudo pvcreate /dev/sdb1

步骤 2

查看卷组名称。sudo vgdisplay

示例：
user@host:~$ sudo vgdisplay

步骤 3

将新卷添加到卷组中。sudo vgextend <volume-group> /dev/sdb1

示例：
user@host:~$ sudo vgextend vg00

/dev/sdb1

步骤 4

重启控制器 VM。sudo reboot

示例：
user@host:~$ sudo reboot

步骤 5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步骤 6

将新卷添加到根逻辑卷中，并调整根文件系

统的大小。

sudo lvextend -r /dev/<volume-group>/root /dev/sdb1

示例：
user@host:~$ sudo lvextend -r

/dev/vg00/root /dev/sdb1

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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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重启控制器 VM。sudo reboot

示例：
user@host:~$ sudo reboot

步骤 8

自定义控制器 Web UI 证书
控制器Web服务器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加密与控制器Web UI的连接。这需要服务器向客户端浏
览器提供证书。使用默认安装的自签名证书并不允许浏览器验证控制器WebUI的真实性，并会导致
有关不受信任Web服务器的浏览器警告。您可将自定义公钥服务器证书和您的组织生成的私钥上传
到控制器，而不是使用自签名证书。这允许连接到控制器Web UI的客户端正确验证Web服务器的
真实性。请注意以下提示：

•您必须同时上传服务器证书和关联私钥，且必须均采用 PEM格式。

•您还可上传为服务器证书颁发CA证书的信任链，该信任链与服务器证书串联在单个PEM文件
中。

•您可上传加密的私钥文件，还必须创建额外文件 (sln_ssl.pass)，其中包含解密私钥文件所需
的明文密码。

做出这些更改后，重启控制器Web UI进程。

运行 setup-system脚本时，请勿生成新的控制器Web UI证书，因为这将覆盖自定义证书和私
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设置脚本配置控制器，第 41页。

注释

上传私钥密码

如果私钥文件已加密，则您必须创建包含明文密码的 sln_ssl.pass密码文件。创建文件后，您可更

新 sln_ssl_certs.conf配置文件以指向密码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上传自定义控制器WebUI
证书，第 38页。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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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etc/ssl/private/

2. cat > sln_ssl.pass，然后输入明文形式的密码，再按 Ctrl + D。
3. 使用 cat sln_ssl.pass验证密码。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etc/ssl/private/目录。cd /etc/ssl/private/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etc/ssl/private/

创建包含私钥明文密码的 sln_ssl.pass密码

文件。

cat > sln_ssl.pass，然后输入明文形式的密码，再按 Ctrl
+ D。

示例：
user@host:~/etc/ssl/private$ cat > sln_ssl.pass
private-key-password

步骤 2

验证 sln_ssl.pass密码文件是否包含正确的

明文密码。

使用 cat sln_ssl.pass验证密码。

示例：
user@host:~/etc/ssl/private$ cat sln_ssl.pass

步骤 3

接下来的操作

•继续更新自定义证书和私钥的配置，如下一节所述。

上传自定义控制器 Web UI 证书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将自定义的控制器Web UI服务器证书和发行 CA证书链（如适用）以 PEM格式上传到位于
etc/ssl/certs的控制器。

•将自定义控制器WebUI服务器证书私钥以 PEM格式上传到位于 /etc/ssl/private的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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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opt/cisco/sln/viz/conf/

2. sudo vi sln_ssl_certs.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修改 ssl_certificate文件路径以指向自定义服务器证书 PEM文件。
4. 修改 ssl_certificate_key文件路径以指向自定义服务器证书私钥 PEM文件。
5. 如果已上传 sln_ssl.pass密码文件，请在 ssl_certificate_key文件路径后添加 ssl_password_file

和相应的文件路径。

6. 按 Esc，然后输入 :wq!。

7. sudo service ciscosln-viz re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opt/cisco/sln/viz/conf/目录。cd /opt/cisco/sln/viz/conf/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opt/cisco/sln/viz/conf/

在 vi文本编辑器中以超级用户身份打开
ssln_ssl_certs.conf。

sudo vi sln_ssl_certs.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opt/cisco/sln/viz/conf$ sudo vi

sln_ssl_certs.conf

更新 sln_ssl_certs.conf以指向自定义

服务器证书。

修改 ssl_certificate文件路径以指向自定义服务器证书 PEM
文件。

示例：
ssl_certificate

/etc/ssl/certs/server-certificate.pem

步骤 3

更新 sln_ssl_certs.conf以指向自定义

服务器证书私钥。

修改 ssl_certificate_key文件路径以指向自定义服务器证书私

钥 PEM文件。

示例：
ssl_certificate_key

/etc/ssl/certs/server-certificate-key.pem

步骤 4

更新 sln_ssl_certs.conf以执行私钥密

码文件。

如果已上传 sln_ssl.pass密码文件，请在 ssl_certificate_key

文件路径后添加 ssl_password_file和相应的文件路径。

示例：
ssl_certificate_key

/etc/ssl/certs/server-certificate-key.pem

步骤 5

ssl_password_file
/etc/ssl/private/sln_ssl.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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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保存更改，然后退出 vi文本编辑器。按 Esc，然后输入 :wq!。

示例：

步骤 6

:wq!

重启控制器Web UI服务。sudo service ciscosln-viz restart

示例：

步骤 7

user@host:~/opt/cisco/sln/viz/conf$ sudo service

ciscosln-viz restart

控制器设置脚本
控制器设置脚本会指示您配置以下控制器设置：

表 12：控制器设置脚本设置

说明是否为必填项？设置

基本接口配置yeseth0接口

用于访问控制器WebUI的 IP地
址和主机名

yes控制器Web UI IPv4地址和主机
名

启用 SSH登录推荐，但非必填项SSH服务

同步控制器、代理和 ISR之间的
时间

yesNTP服务器

加密控制器和代理之间的管理通

信

yes控制器自签名证书（生成或提

供）

加密控制器Web UI连接yes控制器Web UI自签名证书（生
成或提供）

针对异常提供额外的 DNS相关
情景

推荐，但非必填项DNS服务器

针对异常提供额外的 DNS相关
情景

推荐，但非必填项域后缀搜索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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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这些设置后，您可登录控制器Web用户界面验证设置。请注意，用户界面不会显示异常，因为
控制器尚未管理任何代理。

使用设置脚本配置控制器

如果在多个子网上需要多个接口，则在配置网络时，您也可配置 eth1和 eth2。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

2.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udo ./setup-system，以运行设置脚本。如果出现提示，请输入管理员密

码。

3. y（配置网络）

4. 1（配置 eth0）

5. 输入 hostname，接着输入 hostname，再输入 y进行确认

6. 输入 ipv4，接着输入 ipv4-address，再输入 ipv4-netmask，再输入 ipv4-gateway，再输入 y进行

确认

7. 输入 dns，接着输入 dns-servers，再输入 y进行确认

8. 输入 search，接着输入 domain-suffixes，再输入 y进行确认

9. 查看
10. exit
11. 4（退出接口配置）
12. y（启用 SSH登录）
13. 输入 y，接着输入 ntp-servers，再输入 y进行确认

14. y（生成控制器证书）
15. y（生成控制器Web UI证书）或 n（如果已上传自定义证书）

16. y（如果生成新证书，请指定可分辨名称）
17. 输入 country-code，接着输入 state，再输入 locality，再输入 organization，再输入

organizational-unit，再输入 common-name，再输入 email（如果生成新证书）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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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运行设置脚本。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udo ./setup-system，以运行

设置脚本。如果出现提示，请输入管理员密码。

步骤 2

示例：
user@host:~$ sudo ./setup-system

配置网络。y（配置网络）步骤 3

配置 eth0接口。1（配置 eth0）步骤 4

配置控制器 VM主机名。您必须输入完全限定域
名。

输入 hostname，接着输入 hostname，再输入 y进行

确认

步骤 5

配置接口的 IPv4地址以及网络掩码和网关。输入 ipv4，接着输入 ipv4-address，再输入

ipv4-netmask，再输入 ipv4-gateway，再输入 y进

行确认

步骤 6

修改虚拟机的 DNS服务器列表。输入 dns，接着输入 dns-servers，再输入 y进行确

认

步骤 7

如果要配置域后缀搜索列表，请运行 search命

令。

输入 search，接着输入 domain-suffixes，再输入

y进行确认

步骤 8

查看接口的网络设置、主机名和DNS设置。如果
其中任何一项缺失或不正确，请重复该配置。

查看步骤 9

保存更改并继续接口配置。exit步骤 10

退出接口配置并继续。4（退出接口配置）步骤 11

启用 SSH登录。y（启用 SSH登录）步骤 12

配置用于同步控制器和代理之间时间的NTP服务
器。输入空格分隔的 NTP服务器完全限定域名
(FQDN)或 IPv4地址列表。

输入 y，接着输入 ntp-servers，再输入 y进行确认步骤 13

生成用于加密控制器/代理通信的控制器自签名证
书。

y（生成控制器证书）步骤 14

生成控制器WebUI自签名证书，用于加密与控制
器Web用户界面的用户连接。

y（生成控制器Web UI证书）或 n（如果已上传自

定义证书）

步骤 15

（可选）指定证书使用者可分辨名称 (DN)。y（如果生成新证书，请指定可分辨名称）步骤 16

或者，提供 DN信息。输入 country-code，接着输入 state，再输入

locality，再输入 organization，再输入

步骤 17

organizational-unit，再输入 common-name，再输

入 email（如果生成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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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设置脚本示例

以下显示运行设置脚本的摘录以及示例用户输入：

It's best to set up networking for eth0, and also DNS services
at this point.

Do you want to set up networking now?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ipv4

Change IPv4 Address, Netmask, and Gateway

Interface eth0 is manually configured.
It will be changed to a 'static' configuration
using with the parameters provided.
A return (with no data) will cause the entry to remain unchanged.
enter new IPv4 address (w/optional "/masklen") [ ]: 209.165.201.2
enter new IPv4 netmask [ ]: 255.255.255.224
enter new IPv4 gateway (or "-" to delete) [ ]: 209.165.201.1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will be changed:

new IPv4 address: 209.165.201.2
new IPv4 netmask: 255.255.255.224
new IPv4 gateway: 209.165.201.1
new IPv4 network: 209.165.201.0
new IPv4 broadcast: 209.165.201.255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new hostname [hostname]: newhostname
The hostname will be set to: newhostname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dns

Change DNS Servers

Enter multiple DNS server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s.
Enter new DNS Servers (or "-" to delete) []: 209.165.202.132 209.165.202.133

The DNS Servers will be set to: 209.165.202.132 209.165.202.133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search

Change the DNS Suffix Search List

The DNS Search List is a list of one or more domain suffixes,
such as 'sales.example.com example.com', to allow identifying
hosts using a relative name, instead of a fully-qualified name.

Enter new DNS Search List []: sales.example.com example.com

The DNS Search List will be set to: sales.example.com example.com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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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view

The current network configuration for eth0:

Operating state: UP
IPv4 Address: 209.165.201.2
IPv4 Netmask: 255.255.255.224
IPv4 Network: 209.165.201.0
IPv4 Broadcast: 209.165.201.255

IPv4 gateway: 209.165.201.1

Hostname: newhostname

DNS Server 1: 208.67.222.222
DNS Server 2: 208.67.220.220

Current interface: eth0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exit

...

Checking SSH service status

Do you want to enable SSH service now? (y or n)[n] y

...

Use of NTP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the SCA, DLAs, and Network Elements
is critical to the operation of SLN.

Do you want configure NTP servers now? (y or n)[n] y

Please enter a space-separated list of NTP server
FQDNs or IP addresses: 209.165.202.134 209.165.202.135

This will remove any configured NTP servers and add the
specified servers: 209.165.202.134 209.165.202.135

Do you want to proceed with this change? (y or n)[n] y

...

Do you want to make a self-signed certificate for the SCA?
(y or n)[n] y

...

Do you want to generate a different Viz certificate?
(y or n)[n] y

...

A simple Distinguished Name (DN) subject of "CN=Cisco_SLN_VIZ" will be
used in the certificate unless you prefer to specify the DN components.
Do you want to interactively specify the cert subject DN?
(y or n)[n] y

...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AU]: US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ome-State]: State
Locality Name (eg, city) []: City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Internet Widgits Pty Ltd]:
Example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 Example Section
Common Name (e.g. server FQDN or YOUR name) []: www.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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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Address []: user@example.com

...

Done. This script may be re-run to re-do basic setup if needed

重置管理员密码
运行 setup-system脚本后，重置控制器Web UI管理员用户帐户 (admin)密码。重置密码后，系统会
将临时密码打印到控制台，有效期为 72小时。您必须以管理员用户帐户身份登录控制器Web UI，
然后更新密码。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4.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目录更改为 ~/SCA。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停止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重置 admin用户帐户的密码。./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user@host:~/SCA$ Resetting the admin password in sln

步骤 3

user@host:~/SCA$ New password is 'AbCd1234'
user@host:~/SCA$ Admin password reset done.

开始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示例：

步骤 4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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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主机时间同步
重置管理员密码后，配置VM以禁用主机时间同步。这样可确保VM与配置的NTP服务器（而不是
ESXi主机）时间同步。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vmware-toolbox-cmd timesync disable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修改 .vmx虚拟机配置文件以禁用与 ESXi主机的
时间同步。

vmware-toolbox-cmd timesync disable

示例：
user@host:~$ vmware-toolbox-cmd timesync disable

步骤 1

登录控制器 Web UI
安装控制器后，您可以定义控制器Web UI IP地址，并重置管理员用户帐户 (admin)密码。使用打印
到控制器 VM控制台的临时密码登录。首次登录后，您必须更改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在Web浏览器中，导航至 https://controller-web-ip-address，然后在系统提示时输入控制器Web用户名和
密码。

验证控制器上的 NTP 配置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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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ntpq –n –p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显示配置的 NTP服务器。如果系统不显示已配置的 NTP服务器，
请重复使用设置脚本配置控制器，第 41页中的 NTP配置。

ntpq –n –p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ntpq –n –p

接下来的操作

•配置 NTP和 NetFlow，如下一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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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网络元素配置

以下介绍如何在 ISR上配置 Flexible NetFlow和 NTP服务器。

• 配置网络元素，第 49页

• NTP配置，第 49页

• NetFlow配置，第 50页

配置网络元素
在 ISR上配置 NTP服务器地址，以同步控制器、代理和 ISR之间的时间。在 ISR上配置 Flexible
NetFlow以将 NetFlow数据从路由器传递到代理。

步骤 1 在 ISR上配置 NTP。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NTP配置，第 49页。
步骤 2 配置 NetFlow，以便路由器可将 NetFlow数据传递到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NetFlow配置，第 50页。

NTP 配置
要在 ISR上配置 NTP服务器地址，请将路由器管理接口与 NTP服务器相关联。或者，如果已配置
环回接口，则您可使用该接口代以引用 NTP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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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SR 上配置 NTP
您可单独输入每个命令。您还可将命令从下面的示例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更新变量，然后将所有

更新命令粘贴到命令行中。

enable
ntp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ntp server <ipv4-addresses>
exit

如果已有环回接口，请将该接口作为 NTP源接口。否则，请使用路由器管理接口。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启用特权 EXEC模式。如果出现提示，请输入密码。enable

示例：

步骤 1

Router> enable

使用 GigabitEthernet0/0/0接口连接到 NTP服务器。ntp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示例：

步骤 2

Router# ntp source GigabitEthernet0/0/0

使用 GigabitEthernet0/0/0接口连接到 NTP服务器。
定义多个地址以指定备用 NTP服务器。

ntp server ipv4-addresses

示例：

步骤 3

Router# ntp server 209.165.202.129

209.165.202.130

显示配置的 NTP服务器。如果系统未显示正确配置的
NTP服务器，请重复配置过程。

show ntp association

示例：

步骤 4

Router# show ntp association

退出特权 EXEC模式。exit

示例：

步骤 5

Router# exit

NetFlow 配置
要捕获有关流经网络的流量的信息，您必须按顺序配置以下 Flexible NetFlow组件：

•SLN-NF-RECORD -定义待匹配流量的键字段和待收集的非键字段的 NetFlow流记录

•SLN-NF-EXPORTER -引用代理控制 IP地址将 NetFlow数据发送到代理的 NetFlow流导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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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N-NF-MONITOR -引用 SLN-NF-RECORD以监控来自已配置分支接口的输入和输出流量，并将其转

发到 SLN-NF-EXPORTER的 NetFlow流监控器

下图展示了 ISR上的 NetFlow操作。

图 6：ISR 上的 NetFlow 操作

随着输入和输出流量经过面向接口的分支，SLN-NF-RECORD流监控器（引用 SLN-NF-MONITOR流记录）

会监控键字段的流量。它会收集流记录中定义的非键字段。流监控器会将流记录发送到

SLN-NF-EXPORTER流导出器，后者然后将其发送到配置的ISR ucs.../0控制 IP地址。

配置 NetFlow 记录
配置FlexibleNetFlow记录要求定义待匹配流量的键字段和包含作为记录一部分收集的信息的非键字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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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单独输入每个命令。您还可将所有命令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并更新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 sys-uptime] first和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 sys-uptime] last。如果使用的是受支持

的 ISR 4000系列，请使用 sys-uptime。如果使用的是其他 ISR，请使用 absolute。更新命令后，将

其粘贴到命令行中。

configure terminal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collect datalink mac source address input
collect datalink mac destination address output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collect interface input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collect flow direction
collect counter bytes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 sys-uptim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 sys-uptime] last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collect routing forwarding-status
end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示例：

步骤 1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创建 SLN-NF-RECORD NetFlow记录，并进入流
记录配置模式。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示例：

步骤 2

Router(config)#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将流协议配置为要匹配的键字段。match ipv4 protocol

示例：

步骤 3

Router(config-flow-record)# match ipv4 protocol

将流源 IPv4地址配置为要匹配的键字段。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示例：

步骤 4

Router(config-flow-record)#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将流目标 IPv4地址配置为要匹配的键字段。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示例：

步骤 5

Router(config-flow-record)#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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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流源端口配置为要匹配的键字段。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示例：

步骤 6

Router(config-flow-record)#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将流目标端口配置为要匹配的键字段。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示例：

步骤 7

Router(config-flow-record)#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将在输入接口上接收的源MAC地址配置为要收
集的非键字段。

collect datalink mac source address input

示例：

步骤 8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datalink mac

source address input

将在输出接口上传输的目标MAC地址配置为要
收集的非键字段。

collect datalink mac destination address output

示例：

步骤 9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datalink mac

destination address output

将 TCP标志配置为要收集的非键字段。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示例：

步骤 10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将数据包通过其进入路由器的路由器接口配置为

要收集的非键字段。

collect interface input

示例：

步骤 11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interface input

将数据包通过其退出路由器的路由器接口配置为

要收集的非键字段。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示例：

步骤 12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将流方向配置为要收集的非键字段。collect flow direction

示例：

步骤 13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flow direction

将流中的总字节数配置为要收集的非键字段。collect counter bytes

示例：

步骤 14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counter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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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流的数据包总数配置为要收集的非键字段。collect counter packets

示例：

步骤 15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将系统首次在流中看到的数据包配置为要收集的

非键字段。如果使用的是受支持的 ISR 4000系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 absolute} first

示例：

步骤 16

列，请使用 sys-uptime。对于其他 ISR，请使用
absolute。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first

示例：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first

将系统最后在流中看到的数据包配置为要收集的

非键字段。对于受支持的 ISR 4000系列，请使用
sys-uptime。对于其他 ISR，请使用 absolute。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 absolute} last

示例：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timestamp

sys-uptime last

步骤 17

示例：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last

将流中使用的应用名称配置为要收集的非键字

段。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示例：

步骤 18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将数据包转发状态配置为要收集的非键字段。collect routing forwarding-status

示例：

步骤 19

Router(config-flow-record)# collect routing

forwarding-status

退出流记录配置模式并返回特权 EXEC模式。end

示例：

步骤 20

Router(config-flow-record)# end

接下来的操作

•配置 NetFlow导出器，如下一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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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Flow 导出器
NetFlow导出器可将NetFlow数据发送到代理。配置导出器目标 IP地址时，必须使用与代理eth1接

口关联的 IP地址。您可稍后对此进行配置。您可单独输入每个命令，或从下面的示例中一次性粘贴
所有命令。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destination <dla-ip-address>
transport udp 6666
template data timeout 300
exi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示例：

步骤 1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创建 SLN-NF-EXPORTER NetFlow流导出器，并进
入流导出器配置模式。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示例：

步骤 2

Router(config)#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配置导出器将向其发送流记录的 IP地址。如果在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部署代理，则此 IP地址必须与
代理的 eth1 IP地址相同。

destination dla-ip-address

示例：
Router(config-flow-exporter)# destination

209.165.200.227

步骤 3

配置目标主机侦听 UDP流量所在的 UDP端口。transport udp 6666

示例：

步骤 4

Router(config-flow-exporter)# transport udp

6666

配置每 300秒发送流记录模板。template data timeout 60

示例：

步骤 5

Router(config-flow-exporter)# template data

timeout 300

退出流导出器配置模式并返回特权 EXEC模式。end

示例：

步骤 6

Router(config-flow-exporte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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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操作

•配置 NetFlow监控器，如下一节所述。

配置 NetFlow 监控器
配置流监控器，以监控流经接口的流量。由于监控器引用流记录和流导出器，因此必须最后配置监

控器。

您可单独输入每个命令，或从下面的示例中一次性粘贴所有命令。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exporter SLN-NF-EXPORTER
cache timeout active 60
cache entries 512000
record SLN-NF-RECORD
end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示例：

步骤 1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创建SLN-NF-MONITORNetFlow流监控器，并进
入流监控器配置模式。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示例：

步骤 2

Router(config)#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将监控器与您创建的 SLN-NF-EXPORTER流导出
器相关联。

exporter SLN-NF-EXPORTER

示例：

步骤 3

Router(config-flow-monitor)# exporter

SLN-NF-EXPORTER

将活动流的缓存超时配置为 60秒。cache timeout active 60

示例：

步骤 4

Router(config-flow-monitor)# cache timeout active

60

将缓存配置为最多存储 512000个流。cache entries 512000

示例：

步骤 5

Router(config-flow-monitor)# cache entries 512000

将监控器与您创建的 SLN-NF-RECORD流记录相
关联。

record SLN-NF-RECORD

示例：

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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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Router(config-flow-monitor)# record SLN-NF-RECORD

退出流监控器配置模式并返回特权 EXEC模式。end

示例：

步骤 7

Router(config-flow-monitor)# end

接下来的操作

•将流监控器与 ISR的接口相关联，如下一节所述。

将 NetFlow 监控器分配给接口
配置 NetFlow流监控器后，将其分配给所有分支用户的 ISR接口，用于输入和输出流量。这样 ISR
即可将 NetFlow流记录传递给代理。

您可单独输入每个命令。您还可将命令从下面的示例粘贴到文本编辑器中，更新变量，然后将所有

更新命令粘贴到命令行中。如果执行此操作，请复制并更新面向分支用户的各个 ISR接口的命令。
configure terminal
interface <name>

ip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input
ip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output

end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示例：

步骤 1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指定面向分支用户的接口，并进入接口配置模式。interface name

示例：

步骤 2

Router(config)# interface

将 SLN-NF-MONITOR流监控器分配给接口，并
监控接口上的入站流量。

ip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input

示例：

步骤 3

Router(config-if)# ip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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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 SLN-NF-MONITOR流监控器分配给接口，并
监控接口上的出站流量。

ip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output

示例：

步骤 4

Router(config-if)# ip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output

退出接口配置模式并返回特权 EXEC模式。end

示例：

步骤 5

Router(config-if)# end

对于每个剩余接口，重复步骤 2至步骤 5。步骤 6

接下来的操作

•将代理部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安
装代理，第 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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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上的代理安装

下面介绍如何将代理部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 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安装代理，第 59页

•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部署，第 59页

• 面向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代理部署，第 60页

在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上安装代理
在网络边缘部署了思科集成多业务路由器 (ISR)的每个代理都会监控流经网络的流。代理会检测
NetFlow数据来识别主机，并使用基于网络的应用识别 (NBAR)来识别主机通过其传输流量的应用。
代理根据此数据和基准流量模型识别异常流量。

代理根据此信息为每个异常分配严重性等级。代理会将与网络最相关的异常报告给控制器，以进行

进一步的系统分析并获取用户相关性反馈。代理还会从控制器接收用户配置的缓解，并安装服务质

量 (QoS)策略（类映射、策略映射和访问列表）以丢弃已识别为异常的流量。如果 ISR检测到与缓
解特征相匹配的流量，则会对匹配流量执行操作，以防止将来出现异常。

配置虚拟交换机，然后将代理 OVA文件部署到网络中的 ESXi主机上，并将其激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下一节。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部署
部署代理之前，请确保您已完成以下操作：

•将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安装到主机 ISR中

•使用可路由 IP地址配置服务器的 GE2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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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太网线缆连接到服务器的GE2接口前面板端口，并将线缆的另一端连接到与网络相连接的
L2机架顶式交换机或路由器

•使用 vmnic2网络适配器配置 ESXi的管理网络

•启动 UCS-E服务器并确保其引导至 ESXi引导菜单。如果服务器未引导至 ESXi引导菜单，请
参阅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unified_computing/ucs/e/1-0/gs/guide/
b_Getting_Started_Guide/b_Getting_Started_Guide_chapter_0111.html#concept_
4F2D448A505A4EBBA1A626CDC3D4118C以了解有关通过 CIMC配置引导顺序的信息。在引
导顺序中先配置硬盘驱动器 (HDD)，保存更改，然后重启服务器。

有关配置 ESXi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www.vmware.com/files/pdf/ESXi_management.pdf。

有关配置 UCS E系列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UCS E系列服务器和思科 UCS E系列网络
计算引擎入门指南》：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unified_computing/ucs/e/3-0/gs/guide/b_3_
x_Getting_Started_Guide.html。有关 UCS E系列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UCS E系列服务
器和思科UCSE系列网络计算引擎文档指南》：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unified_computing/
ucs/e/1-0/roadmap/e_series_road_map.html

面向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的代理部署
思科将代理作为可下载 OVA文件提供。您可以将此 OVA文件部署到在思科 2921、思科 3945、思
科 3945E、思科 4331、思科 4351或思科 4451 ISR上运行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的 UCS E系列刀片
服务器。

对于给定版本的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仅支持控制器和代理随附的UbuntuLinux版本。请勿在控
制器或代理 VM上升级 Ubuntu Linux。

注释

在刀片服务器上配置虚拟交换机，然后部署代理虚拟机。在打开虚拟机电源后，当您首次登录时，

系统会提示您更改默认管理员密码。

配置虚拟交换机

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上部署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时，系统会使用 vmnic2物理适配器自动创建

虚拟交换机。此交换机与 GE2外部接口相关联。

使用 vmnic0和 vmnic1物理适配器配置两个额外虚拟交换机。vmnic0虚拟交换机连接到 UCS-E GE0

内部接口，而此接口连接到 ISR UCS...1/0接口。vmnic1虚拟交换机连接到 UCS-E GE1内部接口，

而此接口连接到 ISR UCS...1/1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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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打开 VMware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1 依次选择视图 >库存 >主机和集群

步骤 2 从导航树中选择刀片服务器。

步骤 3 选择“配置”选项卡。

步骤 4 在“硬件”窗格中，点击网络。

步骤 5 在“视图：vSphere标准交换机”窗格中，点击添加网络。
步骤 6 在“连接类型”窗格中，选择虚拟机，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7 选择创建 vSphere标准交换机 vmnic0，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8 输入网络标签和 VLAN ID（可选），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9 点击 Finish。
步骤 10 对 vmnic1重复此程序。

部署 OVA 文件

开始之前

•下载 OVA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思科下载 OVA文件，第 23页。

•从 https://my.vmware.com/web/vmware/downloads下载 VMware vSphere客户端并进行安装。

步骤 1 打开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要安装 OVA文件的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2 依次选择文件 >部署 OVF模板。
步骤 3 点击浏览选择 OVA文件，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4 查看 OVF模板详细信息，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5 输入名称，选择资产位置，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6 点击密集调配延迟置零单选按钮，然后点击下一步。

步骤 7 从资产中选择目标网络映射到源网络。您可以映射以下默认网络，然后点击下一步。

•Mgmt Network (vmnic2)至 GE2

•NE Control Net (vmnic0)至 Uc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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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Data Net (vmnic1)至 Ucs.../1

步骤 8 查看部署设置，然后点击完成。

部署可能需要 30分钟至 1小时或更长时间，具体取决于您的环
境。

注释

步骤 9 部署完成后，点击关闭。

接下来的操作

•确保 VM网络适配器电源已打开，并在启动时打开电源。

•打开虚拟机电源并执行首次登录，如下一节所述。

接通虚拟机电源

开始之前

•将 OVA文件部署到 UCS-E刀片虚拟机监控程序，如上一节所述。

步骤 1 打开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部署虚拟机的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步骤 2 依次选择主页 >资产 > VM和模板。
步骤 3 从导航树中选择虚拟机。

步骤 4 依次选择资产 >虚拟机 >电源 >接通电源。
步骤 5 点击“控制台”选项卡，然后在控制台窗格中点击将焦点移至虚拟机控制台。

要将焦点从虚拟机控制台移至本地主机，请按

Ctrl-Alt。
注释

步骤 6 使用默认管理员用户名 (sln)和默认管理员密码 (cisco)登录。提示时，更改默认管理员密码。

思科 Stealthwatch 学习网络许可证 UCS E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版本 1.1
62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上的代理安装
接通虚拟机电源



第 6 章

代理配置

以下详细介绍如何在部署的代理上配置基本系统设置。

• 配置代理，第 63页

• 代理配置概述，第 64页

• 使用设置脚本配置代理，第 64页

• 禁用主机时间同步，第 70页

• 验证代理上的 NTP配置，第 71页

配置代理
将代理虚拟机部署到 ISR后，请运行代理设置脚本以完成初始配置。完成配置后，重启代理进程。

步骤 1 运行设置脚本以配置网络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设置脚本配置代理，第 64页。您有以下选择：

•配置基本接口网络设置。

•启用 SSH登录。

•配置 NTP服务器。

•生成代理公钥证书，用于与托管控制器进行安全通信。

步骤 2 禁用与 ESXi主机的时间同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禁用主机时间同步，第 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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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配置概述
通过设置脚本的代理配置类似于控制器设置脚本。通过该脚本，您能够定义基本网络设置和生成控

制器/代理通信证书，

使用设置脚本配置代理
运行设置脚本以配置主机名和接口，并生成代理的公钥证书。eth0接口处理代理和控制器之间传递

的管理流量，并且需要一个可路由 IP地址。代理会将异常传递给控制器以便进行进一步分析。eth1

接口处理 Netflow以及 ISR和代理之间传递的其他流量，并且需要一个专用 IP地址。代理会检查此
流量是否有存在任何异常。eth2接口用于数据包缓冲区捕获，将原始数据包数据从 ISR传递到代
理，并且需要一个专用 IP地址。用户从控制器请求PCAP存档文件时，代理会通过管理接口将PCAP
归档文件传递给控制器。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的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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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连接到已部署虚拟机的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
2. 依次选择主页 >资产 > VM和模板。
3. 从导航树中选择虚拟机。
4. 点击“控制台”选项卡，然后在控制台窗格中点击将焦点移至虚拟机控制台。
5. 使用管理员用户名 (sln)和密码 (cisco)登录。出现提示时，更新管理员密码。
6. cd ~/

7.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udo ./setup-system，以运行设置脚本。如果出现提示，请输入管理员密

码。

8. y

9. 1) eth0

10. 输入 ipv4，接着输入 routable-ipv4-address，再输入 ipv4-netmask，再输入 ipv4-gateway，再

输入 y进行确认

11. 输入 hostname，接着输入 hostname，再输入 y进行确认

12. 输入 dns，接着输入 dns-servers，再输入 y进行确认

13. 输入 search，接着输入 domain-suffixes，再输入 y进行确认

14. 查看
15. exit
16. 2) eth1

17. 输入 ipv4，接着输入 private-ipv4-address，再输入 ipv4-netmask，接着可以选择输入

ipv4-gateway，再输入 y进行确认

18. exit
19. 3) eth2

20. 输入 ipv4，接着输入 private-ipv4-address，再输入 ipv4-netmask，接着可以选择输入

ipv4-gateway，再输入 y进行确认

21. exit
22. 4) Exit

23. 输入 y，如果要启用 SSH登录
24. 输入 y，然后输入 ntp-servers

25. y (generate self-signed certificate)

26. y（指定可分辨名称）
27. 输入 country-code，接着输入 state，再输入 locality，再输入 organization，再输入

organizational-unit，再输入 common-name，再输入 email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连接到已部署虚拟机的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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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依次选择主页 >资产 > VM和模板。步骤 2

从导航树中选择虚拟机。步骤 3

要将焦点从虚拟机控制台移至本地主

机，请按 Ctrl-Alt。
注释点击“控制台”选项卡，然后在控制台窗格中点击

将焦点移至虚拟机控制台。

步骤 4

使用管理员用户名 (sln)和密码 (cisco)登录。出现
提示时，更新管理员密码。

步骤 5

更改目录。cd ~/

示例：

步骤 6

user@host:~$ cd ~/

运行设置脚本。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sudo ./setup-system，以运行

设置脚本。如果出现提示，请输入管理员密码。

步骤 7

示例：
user@host:~$ sudo ./setup-system

配置网络接口。y步骤 8

配置 eth0接口。1) eth0

示例：

步骤 9

Enter a number: 1

配置接口的可路由 IPv4地址及网络掩码和网关。输入 ipv4，接着输入 routable-ipv4-address，再输

入 ipv4-netmask，再输入 ipv4-gateway，再输入 y

进行确认

步骤 10

配置代理 VM主机名。输入 hostname，接着输入 hostname，再输入 y进行

确认

步骤 11

如果要添加虚拟机的 DNS服务器列表，请运行
dns命令。

输入 dns，接着输入 dns-servers，再输入 y进行确

认

步骤 12

如果要配置域后缀搜索列表，请运行 search命

令。

输入 search，接着输入 domain-suffixes，再输入 y

进行确认

步骤 13

查看接口的网络设置、主机名和 DNS设置。如
果其中任何一项缺失或不正确，请重复该配置。

查看步骤 14

保存更改并继续设置脚本。exit步骤 15

配置 eth1接口。此接口连接到第一个 UCS E系
列刀片服务器接口。

2) eth1

示例：

步骤 16

Enter a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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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配置接口的专用 IPv4地址以及网络掩码和网关。
由于通过此接口传输的流量不会离开路由器，因

此无需配置网关。

输入 ipv4，接着输入 private-ipv4-address，再输

入 ipv4-netmask，接着可以选择输入 ipv4-gateway，

再输入 y进行确认

步骤 17

保存更改并继续设置脚本。exit步骤 18

如果要使用数据包缓冲区捕获，请配置 eth2接

口。此接口连接到第二个 UCS E系列刀片服务
器接口。

3) eth2

示例：
Enter a number: 3

步骤 19

配置接口的专用 IPv4地址以及网络掩码和网关。
由于通过此接口传输的流量不会离开路由器，因

此无需配置网关。

输入 ipv4，接着输入 private-ipv4-address，再输

入 ipv4-netmask，接着可以选择输入 ipv4-gateway，

再输入 y进行确认

步骤 20

保存更改并继续设置脚本。exit步骤 21

退出接口配置。4) Exit

示例：

步骤 22

Enter a number: 4

启用 SSH登录。输入 y，如果要启用 SSH登录

示例：

步骤 23

Do you want to enable SSH service now? (y or

n)[n] y

配置空格分隔的 NTP服务器地址列表。输入 y，然后输入 ntp-servers

示例：

步骤 24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NTP servers now? (y or

n)[n] y

生成用于加密控制器/代理通信的代理自签名证
书。

y (generate self-signed certificate)步骤 25

（可选）指定证书使用者可分辨名称 (DN)。y（指定可分辨名称）步骤 26

指定证书上的使用者可分辨名称 (DN)。输入 country-code，接着输入 state，再输入 locality，
再输入 organization，再输入 organizational-unit，再
输入 common-name，再输入 email

步骤 27

接下来的操作

•验证 NTP配置设置，如下一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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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设置脚本示例

以下显示运行安装脚本的摘录：

Do you want to set up networking now? (y or n)[n]

y

...

Choose an interface to configure
(eth0 also allows DNS and hostname config)

1) eth0
2) eth1
3) eth2
4) Exit
Enter a number: 1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ipv4

Change IPv4 Address, Netmask, and Gateway

A return (with no data) will cause the entry to remain unchanged.
enter new IPv4 address (w/optional "/masklen") [ ]: 209.165.201.3
enter new IPv4 netmask [ ]: 255.255.255.224
enter new IPv4 gateway (or "-" to delete) [ ]: 209.165.201.1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will be changed:

new IPv4 address: 209.165.201.3
new IPv4 netmask: 255.255.255.224
new IPv4 gateway: 209.165.201.1
new IPv4 network: 209.165.201.0
new IPv4 broadcast: 209.165.201.255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hostname

Change Hostname

Enter new hostname [hostname]: newhostname
The hostname will be set to: newhostname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dns

Enter multiple DNS server IP addresses separated by spaces.
Enter new DNS Servers (or "-" to delete) []: 209.165.202.132 209.165.202.133

The DNS Servers will be set to: 209.165.202.132 209.165.202.133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search

Change the DNS Suffix Search List

The DNS Search List is a list of one or more domain suffixes,
such as 'sales.example.com example.com', to allow identif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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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s using a relative name, instead of a fully-qualified name.

Enter new DNS Search List (or "-" to delete) []: sales.example.com example.com

The DNS Search List will be set to: sales.example.com example.com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exit

...

Choose an interface to configure
(eth0 also allows DNS and hostname config)

1) eth0
2) eth1
3) eth2
4) Exit
Enter a number: 2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ipv4

Change IPv4 Address, Netmask, and Gateway

A return (with no data) will cause the entry to remain unchanged.
enter new IPv4 address (w/optional "/masklen") [ ]: 209.165.201.4
enter new IPv4 netmask [ ]: 255.255.255.224
enter new IPv4 gateway (or "-" to delete) [ ]: 209.165.201.1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will be changed:

new IPv4 address: 209.165.201.4
new IPv4 netmask: 255.255.255.224
new IPv4 gateway: 209.165.201.1
new IPv4 network: 209.165.201.0
new IPv4 broadcast: 209.165.201.255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exit

...

Choose an interface to configure
(eth0 also allows DNS and hostname config)

1) eth0
2) eth1
3) eth2
4) Exit
Enter a number: 3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ipv4

Change IPv4 Address, Netmask, and Gateway

A return (with no data) will cause the entry to remain unchanged.
enter new IPv4 address (w/optional "/masklen") [ ]: 209.165.201.5
enter new IPv4 netmask [ ]: 255.255.255.224
enter new IPv4 gateway (or "-" to delete) [ ]: 209.165.201.1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will be changed:

new IPv4 address: 209.16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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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IPv4 netmask: 255.255.255.224
new IPv4 gateway: 209.165.201.1
new IPv4 network: 209.165.201.0
new IPv4 broadcast: 209.165.201.255

is this correct? (y or n)[n] y

...

Enter an action (exit to exit): exit

...

Enter a number: 4

...

Do you want to enable SSH service now? (y or n)[n] y

...

Do you want configure NTP servers now? (y or n)[n] y

Please enter a space-separated list of NTP server
FQDNs or IP addresses: 209.165.202.134 209.165.202.135

This will remove any configured NTP servers and add the
specified servers: 209.165.202.134 209.165.202.135

Do you want to proceed with this change? (y or n)[n] y

...

Do you want to generate a new self-signed DLA certificate?
(y or n)[n] y

...

Do you want to interactively specify the cert subject DN?
(y or n)[n] y

...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AU]: US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ome-State]: State
Locality Name (eg, city) []: City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Internet Widgits Pty Ltd]:
Example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 Example Section
Common Name (e.g. server FQDN or YOUR name) []: www.example.com
Email Address []: user@example.com

...

Done. This script may be re-run to re-do basic setup if needed

禁用主机时间同步
运行 setup-system后，配置 VM以禁用主机时间同步。这样可确保 VM与配置的 NTP服务器（而
不是 ESXi主机）时间同步。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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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vmware-toolbox-cmd timesync disable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修改 .vmx虚拟机配置文件以禁用与 ESXi主机的
时间同步。

vmware-toolbox-cmd timesync disable

示例：
user@host:~$ vmware-toolbox-cmd timesync disable

步骤 1

验证代理上的 NTP 配置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ntpq –n –p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显示配置的NTP服务器。如果系统不显示已配置的NTP服务器，
请重复使用设置脚本配置代理，第 64页中的 NTP配置。

ntpq –n –p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ntpq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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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控制器和代理通信

以下介绍如何在代理和控制器上配置公钥证书信任设置，以及如何使用控制器管理代理。

• 配置控制器/代理通信，第 73页

• 控制器和代理通信概述，第 74页

• 从控制器 ping代理，第 74页

• 代理管理员设置，第 75页

• 控制器证书管理，第 80页

配置控制器/代理通信
控制器和代理通过管理连接传递管理流量。从控制器 ping各个代理，然后在控制器和代理上公钥证
书。

步骤 1 从控制器 ping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控制器 ping代理，第 74页。
步骤 2 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以管理证书和证书信任设置，并重启代理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代理管理员设置

，第 75页。您有以下选择：

•启用 trust-on-first-use (TOFU)以信任控制器公钥证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首次使用时信任”
，第 75页。

•或者，生成控制器公钥证书指纹，然后将其固定到代理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生成控制器证书指纹

，第 76页。

•开始代理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重启代理进程，第 80页。

步骤 3 更新控制器配置文件以管理证书信任设置，包括启用 TOFU和信任自签名代理证书，并重启控制器进程。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证书管理，第 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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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和代理通信概述
确保控制器可以 ping代理并进行通信。如果无法 ping代理，请检查网络设置。

运行代理和控制器安装脚本时，还生成了公钥证书。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会实施证书锁定以识别

公钥证书。如果启用 TOFU，则代理会信任它在首次连接到控制器时看到的第一个证书。它会生成
证书指纹，并在后续连接时将存储的指纹与已通过的证书进行比较来验证控制器的身份。如果不启

用 TOFU，您也可生成证书指纹并将其上传到代理。

在控制器上，您也可启用 TOFU。在第一次连接时，控制器会将代理公钥证书添加到受信任的库。
对于未来连接，当代理连接到控制器，控制器会将该证书与受信任库中存储的证书进行比较。如果

该证书与库中的证书匹配，则控制器会建立连接。

要配置证书，请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以执行下列操作：

•将代理配置为信任控制器证书

•将 ISR登录存储在代理上，以用于 ISR和代理之间的通信

然后，重启代理进程。

随后，在控制器上启用 TOFU，然后重启控制器进程以确保控制器识别并信任这些证书。

从控制器 ping 代理
如果无法 ping代理，请检查网络设置。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ping dla-mgmt-ip-address -c 5

2. 对所有剩余的代理重复上一个步骤。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使用 5个数据包 ping代理 IP地址。ping dla-mgmt-ip-address -c 5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ping 209.165.201.3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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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对所有剩余的代理重复上一个步骤。步骤 2

接下来的操作

•管理代理证书信任设置，如下一节所述。

代理管理员设置
代理管理员脚本包含一些选项，用于管理代理以及进行故障排除，其中包括公钥证书管理以及日志

和调试文件管理选项。

初始代理安装期间，您必须管理证书和信任模型。系统使用证书锁定并根据之前生成的证书指纹验

证公钥证书。您可以启用思科建议的 TOFU，或上传控制器证书指纹。

控制器和代理首次建立连接时，不存在证书指纹。如果启用 TOFU，当控制器和代理首次建立安全
连接时，代理会信任控制器证书，并生成证书指纹。进行后续连接时，代理可根据锁定指纹验证控

制器证书。

如果在代理上启用TOFU，可立即使用代理管理控制器，或停止代理进程，直至做好继续准备。注释

此外，您还可以在将控制器证书指纹上传到代理，然后在两者之间建立连接。第一次连接时，代理

会使用指纹进行证书授权。

启用 TOFU或上传控制器证书指纹后，请在代理上存储 ISR登录名和密码，以启用 ISR和代理之间
的通信。最后，重启代理进程以便更改生效。

启用“首次使用时信任”

开始之前

•以 sln身份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DLA

2. ./dla_admin

3. 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4. 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5. 1) Enable Trust SCA Certificate on Firs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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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DL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DLA

运行管理员脚本。./dla_admin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DLA$ ./dla_admin

输入证书和信任管理菜单。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3

Enter a number: 4

输入“证书锁定”菜单。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示例：

步骤 4

Enter a number: 1

启用TOFU，以在系统第一次检测到控制器证
书时信任该证书。

1) Enable Trust SCA Certificate on First Use

示例：

步骤 5

Enter a number: 1

接下来的操作

•将主机 ISR的登录信息存储在代理上，如存储 ISR身份验证信息，第 79页中所述。

生成控制器证书指纹

您可生成控制器证书指纹，并将指纹锁定到代理上，而不是启用 TOFU。这是可选的；思科建议启
用 TOFU。

开始之前

•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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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open ssl x509 -in sca_cert.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3. 将指纹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生成 SHA256证书指纹。open ssl x509 -in sca_cert.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open ssl x509 -in sca_cert.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将指纹存储在文本编辑器文件

中。

将指纹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

示例：
SHA256
Fingerprint=37:9A:DD:72:B6:91:8F:3E:D7:26:63:86:96:42:83:C3:39:AE
:86:96:8F:3C:B8:CA:63:66:65:37:90:0C:51:DC

步骤 3

接下来的操作

•在代理上，固定证书指纹，如下一节所述。

ping 控制器证书指纹
您可生成控制器证书指纹，并将指纹锁定到代理上，而不是启用 TOFU。这是可选的，且思科建议
启用 TOFU。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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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DLA

2. ./dla_admin

3. 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4. 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5. 5) Set Trusted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6. SHA256

7. sca-fingerprin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DL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DLA

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dla_admin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DLA$ ./dla_admin

访问证书并信任管理选项。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3

Enter a number: 4

访问证书锁定选项。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示例：

步骤 4

Enter a number: 1

Pin控制器证书指纹。5) Set Trusted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示例：

步骤 5

Enter a number: 1

输入 SHA256散列算法。SHA256

示例：

步骤 6

Please enter hash algorithm name: SHA256

输入 sca-fingerprint。sca-fingerprint

示例：
Please enter hash value as XX:XX:XX:XX...:
37:9A:DD:72:B6:91:8F:3E:D7:26:63:86:96:42:83:C3:39:AE:86
:96:8F:3C:B8:CA:63:66:65:37:90:0C:51:DC

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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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操作

•导出代理公钥证书，如代理管理员设置，第 75页中所述。

存储 ISR 身份验证信息
为代理提供主机 ISR的登录名和密码，确保代理和 ISR之间进行正确通信。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然后返回顶级菜单。

SUMMARY STEPS

1. 5) Password management

2. 1) Change router credentials

3. 输入 ISR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在提示时确认密码。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访问“密码管理”菜单选项。5) Password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1

Enter a number: 5

更新存储的主机路由器登录名和密码信息。1) Change router credentials

示例：

步骤 2

Enter a number: 1

更新存储的主机路由器登录名和密码信息。输入 ISR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在提示时确认密码。

示例：
Network Element Username: <router-username>
Network Element Password: <router-username-password>

步骤 3

Re-enter Network Element Password:
<router-username-password>

接下来的操作

•重启代理进程，如重启代理进程，第 80页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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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代理进程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然后返回顶级菜单。

SUMMARY STEPS

1. 3) DLA process management

2. 4) Restart DLA processes，然后输入 y进行确认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访问“进程管理”菜单选项。3) DLA process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1

Enter a number: 3

重启代理进程。4) Restart DLA processes，然后输入 y进行确认

示例：
Enter a number: 4
Proceed with DLA restart? [confirm] y

步骤 2

接下来的操作

•更新控制器配置文件，如更新控制器配置，第 80页中所述。

控制器证书管理
修改控制器配置文件以更新证书管理设置。您可启用控制器以使用自签名代理证书，并启用TOFU。
此后，重启控制器进程。

更新控制器配置

sca.conf配置文件包含几层嵌套括号。更新文件以添加或更新 dla节点时，请确保将其嵌套于 sln

括号内。请参阅以下示例。

sln {
dla {
security {
allowSelfSignedCert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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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CertOnFirstUse = true
certRollover = true

}
}

}

有关语法示例，您还可参考 ~/SCA/sample_sca.conf。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更新配置文件以包含或修改配置。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编辑 sca.conf配置文件。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vi sca.conf

更新配置文件以包含 allowSelfSignedCert =

true、trustCertOnFirstUse = true和

certRollover = true。

更新配置文件以包含或修改配置。步骤 3

保存更改并退出编辑器。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4

接下来的操作

•重启控制器进程，如下一节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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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控制器进程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重启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接下来的操作

•使用控制器管理代理，如下一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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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代理管理

以下介绍如何在控制器上启用智能许可和管理代理。

• 管理和许可代理，第 83页

• 智能许可概述，第 83页

• 代理的控制器管理，第 89页

• 代理配置模板，第 93页

管理和许可代理
信任所有控制器和代理公钥证书后，您可在控制器上注册智能许可，然后使用控制器管理代理。

步骤 1 登录控制器并注册智能许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智能许可概述，第 83页。
步骤 2 从控制器管理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代理的控制器管理，第 89页。

智能许可概述
要部署学习网络许可证，您必须使用思科智能许可注册控制器。如果未注册，则部署会进入评估模

式，这是为期 90天的试用版，最多限于 10个受管代理，并且会在 90天过期后禁用新功能。

通过思科智能许可，您可以集中购买和管理许可证池。与产品授权密钥 (PAK)许可证不同的是，智
能许可证未绑定到特定序列号或许可证密钥。通过智能许可，可以直观地评估许可证使用情况和需

求。

此外，智能许可并不会阻止您部署代理。您可稍后部署代理和购买许可证。这样即可部署和使用代

理，同时避免采购订单审批造成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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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软件管理器

当购买一个或多个智能许可证时，您可在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中对其进行管理：http://www.cisco.com/
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index.html。通过智能软件管理器，您可以为组织创建一个主帐
户。

默认情况下，许可证分配给主帐户下的默认虚拟帐户。作为帐户管理员，您可以创建其他虚拟帐户；

例如，为区域、部门或子公司创建帐户。通过多个虚拟帐户，可帮助您管理大量许可证和设备。

您可以通过虚拟帐户管理许可证和设备。只有该虚拟帐户的设备可以使用分配给该帐户的许可证。

如果您需要其他许可证，则可以从另一个虚拟帐户传输未使用的许可证。您还可以在虚拟帐户之间

传输设备。

对于每个虚拟帐户，可以创建产品实例注册令牌。注册控制器时，请输入此令牌 ID。如果现有令牌
过期，可以创建新的令牌。过期的令牌不影响使用此令牌进行注册的已注册控制器，但不能使用已

过期的令牌注册控制器。此外，已注册的控制器根据所用令牌与某个虚拟帐户关联。即使当前令牌

仍有效，您也可创建一个新令牌，并用该令牌来重新注册。

有关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智能软件管理器用户指南》。

智能许可证类型

每个学习网络许可证组件都有相应的许可证授权，如下表所述：

表 13：智能许可证授权类型

关联文件下载和说明许可证授权和说明学习网络许可证组件

sln-sca-k9-<ver>.ova -单个控
制器 OVA

L-SW-SCA-K9 - SCA虚拟管理器控制器

sln-dla-isr4k-cont-150G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NIM-SSD的代理

sln-dla-isr4k-cont-250M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bootflash的代理

L-SW-LN-43-1Y-K9 -适用于 4300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1年期）

在 ISR 43XX上作为虚拟服务部
署的代理（1年期）

sln-dla-isr4k-cont-150G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NIM-SSD的代理

sln-dla-isr4k-cont-250M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bootflash的代理

L-SW-LN-43-3Y-K9 -适用于 4300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3年期）

在 ISR 43XX上作为虚拟服务部
署的代理（3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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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文件下载和说明许可证授权和说明学习网络许可证组件

sln-dla-isr4k-cont-150G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NIM-SSD的代理

sln-dla-isr4k-cont-250M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bootflash的代理

L-SW-LN-44-1Y-K9 -适用于 4400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1年期）

在 ISR 44XX上作为虚拟服务部
署的代理（1年期）

sln-dla-isr4k-cont-150G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NIM-SSD的代理

sln-dla-isr4k-cont-250Ms-3Gr-k9-<ver>.ova

-作为虚拟服务部署到 ISR的
bootflash的代理

L-SW-LN-44-3Y-K9 -适用于 4400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3年期）

在 ISR 44XX上作为虚拟服务部
署的代理（3年期）

sln-dla-ucse-k9-<ver>.ova -部
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
代理

L-SW-LN-UCS-1Y-K9 -适用于UCS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1年期）

安装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上的代理

sln-dla-ucse-k9-<ver>.ova -部
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
代理

L-SW-LN-UCS-3Y-K9 -适用于UCS
系列的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
络许可证（3年期）

安装在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
上的代理

您必须为部署到环境中的各个控制器和代理获取一个许可证授权。

控制器WebUI会显示代理的许可证授权计数。使用控制器启用受管代理时，智能许可代理会自动请
求针对该安装类型的代理的许可证授权。它还会更新许可证计数。同样，从控制器禁用受管代理时，

智能许可代理会请求释放该许可证授权，并更新许可证计数。

有关智能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
smart-accounts.html。

智能许可配置

默认情况下，控制器会直接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您可配置 sa.properties智能许可配置

文件以通过 HTTP或 HTTPS代理服务器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控制器会记录有关智能许可的信息。您可在 sa.properties配置文件中禁用此功能。

智能许可配置文件设置

如果要更改控制器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的方式，您可配置HTTP代理或HTTPS代理，但不
能配置多个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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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sa.properties 配置文件设置

允许的值说明字段

不可配置，即使空白也不要修改

此属性

系统在安装过程中生成的控制器

的全局唯一标识符

PRODUCT_SN

HTTP代理的 URL

如果已配置 HTTPS_PROXY_HOST，

请勿配置此属性。

用于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

器的 HTTP代理的 URL
HTTP_PROXY_HOST

HTTP代理端口

如果未配置 HTTP_PROXY_HOST，

请勿配置此属性

用于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

器的 HTTP代理端口
HTTP_PROXY_PORT

HTTPS代理的 URL

如果已配置 HTTP_PROXY_HOST，

请勿配置此属性。

用于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

器的 HTTPS代理的 URL
HTTPS_PROXY_HOST

HTTPS代理端口

如果未配置 HTTPS_PROXY_HOST，

请勿配置此属性

用于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

器的 HTTPS代理端口
HTTPS_PROXY_PORT

true表示启用日志记录，false

表示禁用日志记录

已启用还是已禁用智能许可日志

记录

LOGGER_ON

更新智能许可配置文件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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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services/sa-server

2. sudo vi sa.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您有以下选择：

•要通过 HTTP代理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请使用 HTTP代理 URL配置
HTTP_PROXY_HOST设置，并用要使用的端口配置 HTTP_PROXY_PORT设置（可选）。

•要通过 HTTPS代理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请使用 HTTPS代理 URL配置
HTTPS_PROXY_HOST设置，并用要使用的端口配置 HTTPS_PROXY_PORT设置（可选）。

4. 如果要禁用智能许可日志记录，请将 LOGGER_ON更新为 false。

5.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6. more sa.properties，查看文件是否存在错误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目录切换到 /sa-server目录。cd ~/SCA/services/sa-server

示例：
user@host:~$cd ~/SCA/services/sa-server

步骤 1

在vi文本编辑器中以超级用户权限打
开 sa.properties。

sudo vi sa.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services/sa-server$ sudo vi sa.properties

更新配置文件以更改智能许可服务器

连接方式。

您有以下选择：步骤 3

•要通过HTTP代理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请使用HTTP
代理 URL配置 HTTP_PROXY_HOST设置，并用要使用的端口配置

HTTP_PROXY_PORT设置（可选）。

•要通过 HTTPS代理连接到许可证颁发机构服务器，请使用
HTTPS代理 URL配置 HTTPS_PROXY_HOST设置，并用要使用的

端口配置 HTTPS_PROXY_PORT设置（可选）。

示例：
HTTP_PROXY_HOST = <http-proxy-url> HTTP_PROXY_PORT =

<http-proxy-port>

示例：

思科 Stealthwatch 学习网络许可证 UCS E 系列服务器安装指南，版本 1.1    
87

代理管理

智能许可配置



目的命令或操作

HTTPS_PROXY_HOST = <https-proxy-url> HTTPS_PROXY_PORT =

<https-proxy-port>

更新配置文件以禁用日志记录。如果要禁用智能许可日志记录，请将 LOGGER_ON更新为 false。

示例：

步骤 4

LOGGER_ON = false

保存更改并退出编辑器。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5

以只读模式打开文件以查看条目是否

存在错误。

more sa.properties，查看文件是否存在错误

示例：

步骤 6

user@host:~/SCA/services/sa-server$ more sa.properties

接下来的操作

•重启控制器进程，如下一节所述。

重启控制器进程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重启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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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控制器 Web UI
安装控制器后，您可以定义控制器Web UI IP地址，并重置管理员用户帐户 (admin)密码。使用打印
到控制器 VM控制台的临时密码登录。首次登录后，您必须更改密码并确认新密码。

在Web浏览器中，导航至 https://controller-web-ip-address，然后在系统提示时输入控制器Web用户名和
密码。

注册控制器实例

开始之前

•从智能软件管理器 (http://www.cisco.com/web/ordering/smart-software-manager/index.html)获取注
册令牌。

•登录控制器Web UI。

步骤 1 选择控制面板。

步骤 2 点击智能许可。

步骤 3 点击 Register。
步骤 4 将注册令牌粘贴到智能软件许可产品注册字段中。

步骤 5 如果要使用注册令牌且当前令牌仍有效，请选中注册此产品实例（如果已注册）。

步骤 6 点击 Register。

代理的控制器管理
信任代理和控制器上的公钥证书后，通过控制器管理代理。您可以登录控制器Web UI添加各个代
理。

接口配置

当配置网络元素的接口时，选择流量方向、是否要在接口上启用缓解以及是否要启用数据包缓冲区

捕获 (PBC)或深度数据包检测 (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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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系列 ISR上并不支持 PBC/DPI的子接口配置。注释

接口流量方向

选用于接口的方向可确定代理如何跟踪来自分支内部或外部的流量来源、填充集群以及流量建模以

识别异常。根据以下准则标记各个接口：

•内部接口面向分支和分支主机。系统在此接口上应用学习网络许可证相关 NetFlow。

•外部接口面向核心。此接口在分支外部传递流量，包括其他分支、总部或互联网。

•未配置接口不具备内部或外部接口资格。该接口未使用，或因为不希望监控通过此接口的流

量。

代理监控流量，并创建具有类似特征的主机集群。代理群集驻留在外部接口的外部主机，这些主机

与驻留在内部接口上的内部主机相分离。系统会监控集群之间的流量以进行异常检测。

代理监控来自或传向分支主机的流量。系统会对来自或传向内部接口的所有流量（代表分支主机流

量）进行建模以用于异常检测。系统不会对不涉及内部接口的流量进行建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下表。

表 15：接口方向和建模流量

...传向未配置接口......传向外部接口......传向内部接口...

...进行建模和检查异常
流量。

...进行建模和检查异常
流量。

...进行建模和检查异常
流量。

来自内部接口的流量...

...未进行建模和检查异
常流量。

...未进行建模和检查异
常流量。

...进行建模和检查异常
流量。

来自外部接口的流量...

...未进行建模和检查异
常流量。

...未进行建模和检查异
常流量。

...进行建模和检查异常
流量。

来自未配置接口的流

量...

启用缓解

您可在以太网接口和大多数隧道接口上启用缓解。系统不支持在启用多点 GRE (mGRE)的隧道接口
上启用缓解。

思科建议在所有启用和支持的接口上启用缓解，而不考虑流量方向。如果代理检测到异常，且您希

望在网络元素上安装QoS策略以防止异常转发，则启用缓解会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如果配置针对
此异常流量定制的缓解，则系统会在启用缓解的所有网络元素接口上安装相应的 QoS策略。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选中所有以太网和非 mGRE隧道接口的“启用缓解”复选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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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路由器接口具有子接口，且已在父接口级别安装服务质量 (QoS)策略，则您仅可在该接口系列
的父级别启用缓解策略。同样，如果子接口已安装QoS策略，则您仅可在该接口系列的子接口级别
启用缓解策略。如果在子接口上启用缓解，则系统会自动在所有同级子接口上启用缓解。

如果接口系列未安装QoS策略，则您可在父接口或子接口级别安装缓解。但是，为父接口或子接口
配置缓解后，后续则只能在该接口系列的相应级别创建缓解。

启用 PBC/DPI
您可在名称中包含 Ethernet字样的任何接口上启用 PBC或 DPI，但以下情况除外：

•如果未将 G2 ISR接口配置为导出 IP流量 (ip traffic-export)，则您仅可在该接口上启用 PBC
或 DPI。如果在接口上配置 IP流量导出，请在启用 PBC和 DPI之前从接口中删除配置。

•您仅可在 4000系列 ISR父接口上启用 PBC或 DPI。

这样您即可捕获和下载 PCAP文件，或从流量中捕获 DNS查询信息。

在 G2 ISR上，如果在父接口上启用 PBC或 DPI，系统还会为所有子接口启用 PBC或 DPI。同
样，如果在G2 ISR子接口上启用 PBC或DPI，系统还会为父接口和所有同级子接口启用 PBC或
DPI。

注释

将代理添加到控制器

开始之前

•请参阅接口配置，第 89页了解代理配置相关信息。

步骤 1 选择代理。

步骤 2 点击添加代理。

步骤 3 在代理 IP或主机名字段中输入代理eth0 IP地址，并在说明字段中输入说明（可选）。
步骤 4 点击 Submit。
步骤 5 在网络元素 IP字段中输入 ucs.../0接口IPv4地址。此 IP地址必须可由控制器访问。
步骤 6 点击 Submit。
步骤 7 对于接口，请从方向下拉列表中选择：

•Internal如果接口面向分支（通常在接口上配置 NetFlow）

•External如果接口面向核心（通常接口正在传递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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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figured如果接口未使用，或接口既不面向分支也不面向核心

步骤 8 选中启用缓解复选框将缓解措施应用于此接口。

步骤 9 如果要捕获原始数据包数据并将其从网络元素发送到代理，请执行以下步骤：

•在一个或多个接口上选中启用 PBC/DPI以启用原始数据包捕获。

•从原始数据包发送接口（NE上）下拉列表中选择网络元素接口，在该接口上，网络元素会将原始数据包
传递到代理

•从原始数据包接收接口（代理上）下拉列表中选择代理接口，在该接口上，代理会从网络元素接收原始

数据包。

步骤 10 如果要启用数据包缓冲区捕获 (PBC)功能，请选中启用 PBC。您必须启用捕获原始数据包数据。
步骤 11 如果要捕获 DNS查询信息，请选中启用 DPI/DPS。您必须启用捕获原始数据包数据。
步骤 12 点击 Submit。

接下来的操作

•系统执行初始学习阶段需要一定时间，如初始学习阶段概述，第 95页中所述。

配置代理网络设置

您可更新代理的网络设置，包括主机路由器的 IP地址和路由器接口的方向性。

开始之前

•请参阅接口配置，第 89页了解代理配置相关信息。

步骤 1 选择代理。

步骤 2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步骤 3 在“网络元素 IP”字段中输入 ucs.../0接口 IPv4地址。
步骤 4 点击接口旁边的展开图标 ( )查看路由器接口配置。
步骤 5 对于接口，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Internal如果接口面向分支（通常在接口上配置 NetFlow）

•External如果接口面向核心（通常接口正在传递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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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figured如果接口未使用，或接口既不面向分支也不面向核心

步骤 6 选中启用缓解将缓解措施应用于此接口。

步骤 7 如果要捕获原始数据包数据并将其从网络元素发送到代理，请执行以下步骤：

•在一个或多个接口上选中启用 PBC/DPI以启用原始数据包捕获。

•从原始数据包发送接口（NE上）下拉列表中选择网络元素接口，在该接口上，网络元素会将原始数据包
传递到代理

•从原始数据包接收接口（代理上）下拉列表中选择代理接口，在该接口上，代理会从网络元素接收原始

数据包。

步骤 8 如果要启用数据包缓冲区捕获 (PBC)功能，请选中启用 PBC。您必须启用捕获原始数据包数据。
步骤 9 如果要捕获 DNS查询信息，请选中启用 DPI/DPS。您必须启用捕获原始数据包数据。
步骤 10 点击提交。

步骤 11 点击提交。

步骤 12 如果要创建模板以将此配置应用于其他代理，请点击创建模板。

接下来的操作

•系统执行初始学习阶段需要一定时间，如初始学习阶段概述，第 95页中所述。

代理配置模板
配置代理后，您可使用该代理的已配置设置保存配置模板。如果将该模板应用于其他代理，则系统

会使用这些已保存设置更新该代理的配置。您一次可将一个配置模板应用于一个代理。

将模板应用于代理

开始之前

•配置至少一个代理并创建配置模板。

步骤 1 选择代理。

步骤 2 选中一个代理的复选框。

步骤 3 在选择要应用的配置模板字段中输入模板名称。键入时，该字段会进行更新以显示匹配结果。

步骤 4 点击将配置应用于所选代理，然后确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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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初始学习阶段

以下介绍系统的初始学习阶段，该阶段用于开发网络流量的基准模型。

• 初始学习阶段概述，第 95页

初始学习阶段概述
使用控制器管理代理之后，您可以让系统运行七天、检查网络流量，并构建基准流量模型。

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通过将检测到的流量与基准模型进行比较并记录偏差来识别异常。系统部署后，

各个代理均会检查流经路由器的流量。在此初始学习阶段期间，代理会构建基准流量模型。该模型

包括动态生成的主机集群，以及一天各时段在集群间传输的应用流量类型。

如果您在系统了解网络时登录控制器WebUI，则可能会看到很少或无报告异常，因为系统尚且无法
与基准进行比较。初始学习阶段结束时，系统可能会开始报告异常，但无完整的基准，这些异常可

能不相关。初始学习阶段之后，各个代理完成其基准模型后，系统可以正确地识别偏离基准的异常

流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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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后续步骤

以下介绍部署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后的后续步骤。

• 后续步骤，第 97页

• 获取帮助，第 97页

后续步骤
部署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后，您可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审核和事件日志记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日志记录配置概述，第 99页。

•通过配置 pxGrid与身份服务引擎 (ISE)服务器集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集成 pxGrid，第
113页。

•登录控制器Web UI配置用户显示设置，查看异常并分配相关性反馈，配置异常缓解和外部系
统集成。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配置指南。

获取帮助
感谢您使用思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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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Firepower系统的更多信息
的信息，请参阅位于 http://www.cisco.com/c/en/us/td/docs/general/whatsnew/whatsnew.html的思科产品
文档更新。

通过 RSS源的方式订阅思科产品文档更新（其中包括所有新的和修改过的思科技术文档），并将相
关内容通过阅读器应用程序直接发送至您的桌面。RSS源是一种免费服务。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思科 Stealthwatch Learning Network License系统的疑问或需要帮助，请通过以下方
式与思科支持部门联系：

•访问思科支持部门网站，网址为：http://support.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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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邮件联系思科支持部门：tac@cisco.com。

•致电思科支持部门，电话：1.408.526.7209或 1.800.553.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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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日志记录配置

以下介绍如何在控制器上启用审核和事件日志记录。

• 日志记录配置概述，第 99页

日志记录配置概述
默认情况下，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会在控制器上启用审核、事件和一般日志记录。此外，使用智能

许可注册控制器后，系统会自动启用智能许可日志记录。有关说明和默认文件输出位置，请参阅下

表。

表 16：控制器日志记录说明和默认输出位置

默认输出位置说明日志类型

~/SCA/logs/sca.log

控制台（ERROR严重性或以上
级别）

系统事务审核日志记录

/var/log/user.log

~/SCA/logs/sca.log

控制台（ERROR严重性或以上
级别）

系统生成的事件，跟踪：

•连接到控制器或从中断开

的代理

•异常事件（INFO严重性）

•在严重性增加的情况下更

新异常事件

事件日志记录

~/SCA/logs/sca.log

控制台（ERROR严重性或以上
级别）

一般系统信息一般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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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输出位置说明日志类型

/var/log/user.log

~/SCA/services/sa-server/sa-server.log

智能许可事务，包括控制器注册

时间和代理许可证授权使用时间

智能许可日志记录

~/SCA/services/pxgrid/pxg.logpxGrid与 ISE集成的相关日志记
录

pxGrid日志记录

代理将一般系统信息记录到位于 ~/DLA/LOG的代理上的多个日志文件中。

控制器日志记录配置文件

控制器使用 logback日志记录框架记录信息，包括异常事件、代理/控制器连接和断开事件、审核日
志记录、一般系统日志记录和智能许可日志记录。思科在位于 ~/SCA/sample_logback.xml的控制器

上提供了配置文件示例。此文件提供了日志记录配置语法示例。如果复制此文件，并将其重命名为

sca-logback.xml，则您可更新日志记录配置设置。

如果由于XML语法无效或格式错误而错误地配置了 sca-logback.xml，则系统会将错误消息记录

到控制台，但不会开始进行日志记录。如果由于无法识别的节点、选项或类名称而错误地配置了

sca-logback.xml，则系统会将错误消息记录到控制台。然后，加载文件中剩余的有效配置，否

则加载默认日志记录设置。

注释

父 configuration节点下的内容如下：

•logger -提供日志消息级别的类

•root -根记录器类

•appender -输出日志消息的类

默认情况下，根记录器配置为将 INFO消息记录到控制台和~/SCA/logs/sca.log日志文件中。但是，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控制台 Appender配置为记录严重性为 ERROR或以上级别的事件，因此，
INFO消息不会显示在控制台上。

com.cisco.sln.utils.log.ScaCefLogger记录器未配置日志记录级别，但会继承日志记录 INFO消
息。默认情况下，此记录器会将 INFO级别的 CEF消息记录到 /var/log/user.log日志文件、

~/SCA/logs/sca.log日志文件和控制台。

有关 logback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logback.qos.ch/documentation.html。

系统日志导出到外部主机

在 sample_logback.xml配置文件内，ScaCefLogger记录器会对将异常 CEF事件记录到 syslog进行

控制。您可修改此配置以更改接收这些事件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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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ogback.xml创建

要更新日志记录配置，请先复制 sample_logback.xml文件，并将其重命名为 sca-logback.xml，然后

打开并查看备份。

一般配置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每分钟检查 sca-logback.xml的更改情况。如果系统检测到更改，则会更新日

志记录配置。要禁用此检查，请将 scan属性设为 false。

如果将 scan属性设为 false，则您必须在系统更新日志记录配置前重启控制器进程。注释

以下默认 configuration根元素配置控制此设置。

<configuration scan="true">
</configuration>

如果要更改 sca-logback.xml检查频率，请将 scanPeriod属性添加到 configuration元素，并将其

设置为秒、分钟、小时或天数。以下为示例。

<configuration scan="true" scanPeriod="10 seconds">
</configuration>

ScaCefLogger记录器配置

以下是 ScaCefLogger的默认配置。

<logger name="com.cisco.sln.utils.log.ScaCefLogger">
<appender-ref ref="SYSLOG" />

</logger>

如果需要更改日志记录级别，请将 level属性添加到 ScaCefLogger记录器元素。以下为示例。

<logger name="com.cisco.sln.utils.log.ScaCefLogger" level="TRACE">
<appender-ref ref="SYSLOG" />

</logger>

如果需要停止日志记录，请将level="OFF"作为属性添加到ScaCefLogger记录器元素。以下为示例。

<logger name="com.cisco.sln.utils.log.ScaCefLogger" level="OFF">
<appender-ref ref="SYSLOG" />

</logger>

系统使用 INFO日志记录级别记录异常事件CEF消息。ScaCefLogger记录器从父 root记录器继承

INFO日志记录级别。如果更改 ScaCefLogger日志记录级别，请选择包含 INFO消息（TRACE、DEBUG

和 INFO）的级别。如果使用不含 INFO消息（WARN和 ERROR）的级别覆盖此级别，则系统无法将

异常事件消息写入系统日志。

注释

appender-ref元素引用控制接收这些异常事件的主机的 SYSLOG Appender。

SYSLOG Appender 配置

默认情况下，SYSLOG Appender登录本地主机上的 syslog。以下是默认的 SYSLOG Appender配置。
<appender name="SYSLOG" class="ch.qos.logback.classic.net.SyslogAppender">

<syslogHost>localhost</syslogHost>
<facility>USER</facility>
<suffixPattern>%msg</suffixPattern>

</app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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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logHost元素控制记录的异常事件的目标。将此元素更新为外部主机或 SIEM的主机名，以将
syslog导出到该主机。

facility元素用于控制系统日志设施。LOCAL0至 LOCAL7是未使用的设施，您可以根据自定义用途进

行定义。

由于 USER设施会生成事件，因此思科建议您保留此设置。注释

suffixPattern元素控制非标准消息组件的格式。有关 PatternLayout的讨论以及如何配置

suffixPattern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logback.qos.ch/manual/layouts.html。

要在主机上定义除默认端口 514以外的端口，您可以将 port元素添加为 appender元素的子集，并

在该元素文本中定义不同端口。以下为示例。

<appender name="SYSLOG" class="ch.qos.logback.classic.net.SyslogAppender">
<syslogHost>externalHostName</syslogHost>
<port>515</port>
<facility>USER</facility>
<suffixPattern>%msg</suffixPattern>

</appender>

更改已保存

保存对文件的更改。系统会在下次检查文件时更新日志记录配置。

日志文件位置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将异常事件输出到 /var/log/user.log。

更新系统日志目标主机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cp sample_logback.xml sca-logback.xml

3. vi sca-logback.xml

4. 如果要更改日志记录级别，请将 level="TRACE"或 level="DEBUG"作为属性添加到 ScaCefLogger

记录器元素，或将 level="OFF"作为属性添加到 ScaCeflogger记录器元素以禁用异常事件日志记

录。

5. 如果要定义默认端口 514以外的系统日志主机端口，请将 port元素作为 SYSLOG appender元素的
子集，然后将端口号添加为 port元素文本。

6.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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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复制 sample_logback.xml配置文件，并

将其命名为 sca-logback.xml。

cp sample_logback.xml sca-logback.xml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cp sample_logback.xml sca-logback.xml

在 vi中打开 sca-logback.xml配置文

件。

vi sca-logback.xml

示例：

步骤 3

user@host:~/SCA$ vi sca-logback.xml

更改日志记录级别，或将其禁用。如果要更改日志记录级别，请将 level="TRACE"或 level="DEBUG"

作为属性添加到 ScaCefLogger记录器元素，或将 level="OFF"作

步骤 4

为属性添加到 ScaCeflogger记录器元素以禁用异常事件日志记

录。

示例：
<logger name="com.cisco.sln.utils.log.ScaCefLogger"

level="TRACE">

更新目标系统日志主机端口。如果要定义默认端口 514以外的系统日志主机端口，请将 port元

素作为 SYSLOG appender元素的子集，然后将端口号添加为 port

元素文本。

步骤 5

示例：
<port>515</port>

保存更改并关闭文件。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示例：

步骤 6

:wq!

接下来的操作

•查看 ~/SCA/logs/console.log以验证控制器是否已更新日志记录配置。

•查看日志以查看系统日志消息。日志目标取决于 SyslogAppender appender中定义的 facility。

默认情况下，USER设施将日志记录到 /var/log/user.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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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记录时间戳

默认情况下，sca.log和 console.log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时间戳。

相比之下，pxg.log、saserver.log和 sca_monitor.log根据当前本地时区使用时间戳。您可编辑日

志记录属性文件并运行 sed更新这些日志以使用 UTC时间戳。

更新 UTC 时间戳的日志记录配置文件
更新 log4j.properties文件以更新从本地配置时区到 UTC时区的时间戳。查找以下行：

log4j.appender.file.layout=org.apache.log4j.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file.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 %-5p %c{1}:%L -

%m%n

并更新行以添加粗体文本：
log4j.appender.file.layout=org.apache.log4j.EnhancedPatternLayout
log4j.appender.file.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UTC} %-5p %c{1}:%L

- %m%n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services/pxgrid

2. sudo vi log4j.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更新上面列出的行。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

5. cd ~/SCA/services/sa-server

6. sudo vi log4j.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7. 更新上面列出的行。
8. 按 Esc，然后输入 :wq!。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services/pxgrid目

录。

cd ~/SCA/services/pxgrid

示例：
user@host:~$ cd ~/SCA/services/pxgrid

步骤 1

在 vi文本编辑器中以超级用户身份
打开 log4j.properties。

sudo vi log4j.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sudo vi log4j.properties

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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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新 log4j.properties文件以使用

UTC时间戳。
更新上面列出的行。

示例：

log4j.appender.file.layout=org.apache.log4j.EnhancedPatternLayout

步骤 3

log4j.appender.file.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UTC} %-5p %c{1}:%L - %m%n

保存更改，然后退出 vi文本编辑
器。

按 Esc，然后输入 :wq!。步骤 4

切换到 ~/SCA/services/sa-server

目录。

cd ~/SCA/services/sa-server

示例：
user@host:~$ cd ~/SCA/services/sa-server

步骤 5

在 vi文本编辑器中以超级用户身份
打开 log4j.properties。

sudo vi log4j.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sa-server$ sudo vi log4j.properties

步骤 6

更新 log4j.properties文件以使用

UTC时间戳。
更新上面列出的行。

示例：

log4j.appender.file.layout=org.apache.log4j.EnhancedPatternLayout

步骤 7

log4j.appender.file.layout.ConversionPattern=%d{yyyy-MM-dd
HH:mm:ss}{UTC} %-5p %c{1}:%L - %m%n

保存更改，然后退出 vi文本编辑
器。

按 Esc，然后输入 :wq!。步骤 8

更新控制器监控器日志的 UTC 时间戳
运行 sed以在 sca_monitor.log日志文件中显示 UTC时间戳。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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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运行 sed以更新 sca_monitor.log日志文件显

示时间戳的方式。

sed -ie 's/(date /(date --utc /' SCA/sca_monitor.sh

示例：
user@host:~$ sed -ie 's/(date /(date --utc /'
SCA/sca_monitor.sh

步骤 1

访问审核和事件日志文件

开始之前

•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var/log

2. vi syslog或 vi user.log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var/log目录。cd ~/var/log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var/log

编辑 syslog或 user.log日志文件。vi syslog或 vi user.log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var/log$ vi syslog

示例：
user@host:~/var/log$ vi user.log

审核日志字段

对于版本 1.0，系统采用以下格式记录各个审核日志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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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Id [timestamp] category > {jsonData}

表 17：审核日志版本 1.0 字段说明

说明字段

与事务关联的用户 IDuserId

事务发生的日期和时间timestamp

事务类型category

与事务类型关联的信息jsonData

对于版本 1.1及更高版本，系统采用以下格式记录各个审核日志消息：

[timestamp] - User(userInfo) - source: category > {jsonData}

表 18：审核日志版本 1.1 及更高版本字段说明

说明字段

事务发生时的 ISO8061时间戳timestamp

与用户相关的以下值之一：

•unknown -未知用户

•id -用户的 ID（用户名未知）

•id, username -用户的 ID和用户名

userInfo

生成审核日志消息的源：

•authentication -登录期间的用户身份验证、
用户注销和用户帐户密码更改

•configuration -控制器应用于代理的配置

•dla -代理配置，如启用、禁用和证书固定

•download - PCAP文件下载

•mitigation -缓解创建、删除和恢复

•pbc - PCAP文件下载请求

•user -用户帐户创建、更新和转换为API用
户

•whitelisting -白名单规则创建和删除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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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字段

用户请求的事务任务类型，以及成功或失败，具

体取决于源

category

与事务类型关联的信息，具体取决于源jsonData

事件日志字段

表 19：事件日志字段说明

说明字段

系统检测到事件的日期和时间。timestamp

记录消息的主机。host

CEF版本，始终为 0。version

关联供应商，始终为 Cisco。deviceVendor

关联供应商产品，始终为 SLN。deviceProduct

控制器版本。deviceVersion

事件类型：

•SLN_ANOMALY表示异常事件

•SLN_DLA表示代理运行状况事件

signatureID

事件日志消息说明。name

表示事件严重性的整数：

•0表示低

•5表示中等

•10表示高

severity

异常事件相关信息。如果这是代理运行状况事

件，则不包含任何数据。

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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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日志消息示例

系统将各事件日志消息记录到CEF中。系统将事件日志消息添加到系统日志后，会以下列格式在前
面加上时间戳和主机：

timestamp host CEF:version|deviceVendor|deviceProduct|
deviceVersion|signatureID|name|severity|extension

以下描述的是代理和控制器之间的连接断开：
Jan 1 00:12:34 exampleHost CEF:
0|Cisco|SLN|92-prod-1.0|SLN_DLA|CON_DOWN|0|deviceExternalId=1

以下描述的是安全模式下的代理：
Jan 1 21:12:34 exampleHost CEF:
0|Cisco|SLN|92-prod-1.0|SLN_DLA|DLA is in safe mode|0|

下面介绍一下更新的代理配置：
Jan 1 11:12:34 exampleHost CEF:
0|Cisco|SLN|92-prod-1.0|SLN_DLA_INTERFACES|Interfaces have changed on dla 2|5|

下面介绍一下请求更多异常的用户：
Jan 1 21:12:34 exampleHost CEF:
0|Cisco|SLN|92-prod-1.0|SLN_MORE_LESS|User admin asked for more anomalies|0|

以下描述的是异常示例：
Jan 1 22:12:34 exampleHost CEF:
0|Cisco|SLN|92-prod-1.0|SLN_ANOMALY|Small total number of bytes (10.00 bytes)
from an external mixed host in Chile (RM) 200.10.9.23 in Chile (anomalous traffic
enters and exits the branch)|10|deviceExternalId=1 dst=192.0.2.14 dvchost=samplename
externalId=1923 startTime=2016-01-01T22:08:00Z

智能许可日志字段

系统采用以下格式记录每个智能许可日志消息：

timestamp hostname userId: %CISCO-SMART-LIC% message

表 20：智能许可日志字段说明

说明字段

事务发生的日期和时间timestamp

事务发生的主机的名称hostname

与事务关联的用户 IDuserId

日志消息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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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器一般日志文件

开始之前

•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vi SCA.log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编辑 SCA.log一般控制器日志文件。vi SCA.log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vi SCA.log

访问代理日志文件

开始之前

•对于部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代理，请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代理 VM控制
台。对于部署为虚拟服务的代理，请登录虚拟服务控制台，然后退出初始菜单以访问管理员设

置。

SUMMARY STEPS

1. 1) File access

2. 1) Log files

3. 1) List log files

4. 2) View log file

5. 输入日志文件名。您可使用星号字符 (*)作为通配符。
6. 输入 :q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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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访问“文件”访问菜单选项。1) File access

示例：

步骤 1

Enter a number: 1

访问日志文件选项。1) Log files

示例：

步骤 2

Enter a number: 1

列出可用的代理日志文件。1) List log files

示例：

步骤 3

Enter a number: 1

查看日志文件。2) View log file

示例：

步骤 4

Enter a number: 2

选择要查看的日志文件。输入日志文件名。您可使用星号字符 (*)作为通配符。

示例：

步骤 5

Enter filename, or a pattern for a menu of files:

log-name

退出查看日志文件。输入 :q退出

示例：

步骤 6

:q

导出代理故障排除文件

您可将代理故障排除文件导出到外部主机。在思科支持部门的指导下执行此操作。

开始之前

•对于部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的代理，请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代理 VM控制
台。对于部署为虚拟服务的代理，请登录虚拟服务控制台，然后退出初始菜单以访问管理员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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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1) File access

2. 5) ML debug files

3. 1) List ML debug files

4. 2) Send ML debug files to remote system，接着输入 ip-address，再输入 username，再按 Enter
键，最后输入 password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访问“文件”访问菜单选项。1) File access

示例：

步骤 1

Enter a number: 1

访问日志文件选项。5) ML debug files

示例：

步骤 2

Enter a number: 5

列出可用的调试文件。1) List ML debug files

示例：

步骤 3

Enter a number: 1

将调试文件导出到远程系统。2) Send ML debug files to remote system，接着输入 ip-address，
再输入 username，再按 Enter键，最后输入 password

步骤 4

示例：
Enter a number: 2
Name or address of remote host []? 192.168.0.1
Destination username []? admin
The destination filename path can absolute, or relative
to home dir.
Destination filename [scala.out]:
admin@remotehost's passwor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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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pxGrid 集成

以下介绍如何将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与 pxGrid和身份服务引擎 (ISE)集成。

• 集成 pxGrid，第 113页

• ISE pxGrid演示，第 114页

• 控制器 pxGrid客户端证书，第 116页

• pxGrid属性配置，第 121页

• pxGrid激活，第 123页

• ISE服务器设置更新，第 125页

• 控制器进程重启，第 125页

集成 pxGrid
您可以将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与 ISE服务器集成，以使用用户身份信息填充检测到的主机异常。这
包括通过生成公钥证书、信任控制器和 ISE证书、配置pxGrid属性和更新控制器配置来集成px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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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尚未部署 ISE服务器，则可启用 ISE pxGrid集成演示。此演示使用示例用户身份信息填充检
测到的终端异常。您可更新演示pxGrid属性，并更新控制器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SEpxGrid
演示，第 114页。

步骤 1 管理控制器pxGrid和 ISE公钥证书，将其添加到控制器VM上的密钥库。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pxGrid
客户端证书，第 116页。

步骤 2 更新 pxGrid属性配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pxGrid属性配置，第 121页。
步骤 3 更新控制器 pxGrid配置，然后重启控制器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pxGrid激活，第 123页。
步骤 4 将 SLNpxGridClient添加到 ISE服务器上的 Session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SE服务器设置更新，第 125

页。

步骤 5 再次重启控制器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控制器进程重启，第 125页。

ISE pxGrid 演示
ISE pxGrid集成演示使用示例用户身份信息填充异常终端，并提供 ISE提供给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
的额外上下文示例。查看控制器WebUI中的异常时，您可查看异常所涉主机的示例用户身份信息。

要启用演示，您可使用演示设置更新 pxGrid属性文件，然后更新控制器配置文件以启用 ISE集成。
最后，重启控制器进程。

pxGrid 演示属性表

表 21：pxGrid 演示属性表

输入...说明属性

.conf/pxgrid_demo.csvpxGrid集成演示文件，其中包含
填充到异常终端的示例用户身份

值。

PXGRID_DEMOFILENAME_IN

truepxGrid集成演示 IP地址设置。PXGRID_DEMOIP

配置 ISE pxGrid 演示

开始之前

•从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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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services/pxgrid

2. sudo vi app.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更新 app.properties文件中的 pxGrid演示属性。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导航到 pxgrid目录。cd SCA/services/pxgrid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services/pxgrid

使用超级用户权限编辑 app.properties文
件。

sudo vi app.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sudo vi app.properties

使用 ./conf/pxgrid_demo.csv更新

PXGRID_DEMOFILENAME_IN。使用 true更

新 PXGRID_DEMOID。

更新 app.properties文件中的 pxGrid演示属性。

示例：
PXGRID_HOSTNAMES=
PXGRID_USERNAME=

步骤 3

PXGRID_DESCRIPTION=sln_pxgrid_client
PXGRID_KEYSTORE_FILENAME=
PXGRID_KEYSTORE_PASSWORD=
PXGRID_TRUSTSTORE_FILENAME=
PXGRID_TRUSTSTORE_PASSWORD=
PXGRID_APP_PORT=7072
PXGRID_DEMOFILENAME_IN=./conf/pxgrid_demo.csv
PXGRID_DEMOIP=true

保存更改并退出 vi。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4

接下来的操作

•启用 ISE pxGrid演示，如下一节所述。

启用 pxGrid 演示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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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将 ise enabled设置更新为 true。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5. sudo ./sca.sh re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SCA步骤 1

在 vi中以超级用户身份打开 sca.conf文

件。

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步骤 2

启用 pxGrid集成。将 ise enabled设置更新为 true。

示例：
modules {
ise {

步骤 3

enabled = true
}

}

保存更改并退出 vi。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4

重启控制器进程。sudo ./sca.sh restart

示例：

步骤 5

user@host:~/SCA$ sudo ./sca.sh restart

控制器 pxGrid 客户端证书
控制器包含从 ISE服务器检索用户信息的 pxGrid客户端。要将学习网络许可证与 ISE集成，您首先
要生成私钥和公钥证书签名请求 (CSR)，然后让证书颁发机构 (CA)使用自定义 pxGrid证书模板签署
证书。然后，您可将 ISE身份证书从 ISE服务器导出到控制器。最后，创建 pxGrid客户端身份密钥
库和学习网络许可证控制器受信任密钥库，并将相应证书导入各个密钥库。

将 CSR提交到 CA后，CA必须使用自定义 pxGrid证书模板签署证书。使用增强型密钥使用 (EKU)
对象标识符 (OID)创建此证书模板，以进行客户端身份验证 (1.3.6.1.5.5.7.3.2)和服务器身份验证
(1.3.6.1.5.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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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pxGrid 客户端证书

开始之前

•使用正确的 EKU OID创建自定义证书模板，以进行客户端身份验证和服务器身份验证。

•以具有运行 OpenSSL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services/pxgrid

2. openssl genrsa -out pxGridClient.key 4096

3. openssl req -new -key pxGridClient.key -out pxGridClient.csr

4. 或者，输入 country-code，接着输入 state，再输入 locality，再输入 organization，再输入

organizational-unit，再输入 common-name，再输入 email，再输入 challenge-password，再输入
company-name

5. 将 pxGridClient.csr和证书模板提交给 CA。
6. 接收签名的证书和 CA根证书。
7. 将 pxGridClient.cer和 ca_root.cer上传到 SCA/services/pxgrid文件夹中的控制器。

8. 在控制器 VM上，导航到 SCA/services/pxgrid目录。

9. openssl pkcs12 -export -out pxGridClient.pl2 -inkey pxGridClient.key -in

issued-certificate.cer -Cafileroot-ca-certificate.cer，然后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root-ca-certificate.cer，然后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p12-password并进行验证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导航到 /pxgrid目录。cd SCA/services/pxgrid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services/pxgrid

为控制器 pxGrid客户端生成
pxGridClient.key私钥。

openssl genrsa -out pxGridClient.key 4096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openssl genrsa -out

pxGridClient.key 4096

进入证书签名请求 (CSR)向导以生成 pxGrid
客户端的 CSR。

openssl req -new -key pxGridClient.key -out

pxGridClient.csr

示例：

步骤 3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openssl req -new -key

pxGridClient.key -out pxGridClient.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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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如果要指定证书使用者可分辨名称 (DN)，请
提供相关信息。如果要指定质询密码，请输

或者，输入 country-code，接着输入 state，再输入 locality，

再输入 organization，再输入 organizational-unit，再输入

步骤 4

入 challenge-password。确定CA所需的CSR
信息。

common-name，再输入 email，再输入 challenge-password，再输
入 company-name

示例：
Country Name (2 letter code) [AU]: country-code
State or Province Name (full name) [Some-State]: state
Locality Name (eg, city) []: locality
Organization Name (eg, company) [Internet Widgits Pty Ltd]: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Unit Name (eg, section) []:
organizational-unit
Common Name (e.g. server FQDN or YOUR name) []: common-name
Email Address []: email

Please enter the following 'extra' attributes
to be sent with your certificate request
A challenge password []: challenge-password
An optional company name []: company-name

将证书签名请求提交给CA。CA签署请求，
并使用证书模板添加 EKU OID以进行客户
端身份验证和服务器身份验证。

将 pxGridClient.csr和证书模板提交给 CA。步骤 5

从 CA接收 pxGridClient.cer签名的证书文

件和 ca_root.cer CA根证书文件。
接收签名的证书和 CA根证书。步骤 6

将签名的证书和根 CA证书上传到控制器
VM上的 pxgrid文件夹。

将 pxGridClient.cer和 ca_root.cer上传到 SCA/services/pxgrid

文件夹中的控制器。

步骤 7

更改目录。在控制器 VM上，导航到 SCA/services/pxgrid目录。步骤 8

将 pxGridClient.key私钥、

issued-certificate.cer签名客户端证书和

openssl pkcs12 -export -out pxGridClient.pl2 -inkey

pxGridClient.key -in issued-certificate.cer

-Cafileroot-ca-certificate.cer，然后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步骤 9

root-ca-certificate.cer根CA证书添加到
pxGridClient.p12存档文件。root-ca-certificate.cer，然后在系统提示时输入 p12-password

并进行验证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openssl pkcs12
-export -out pxGridClient.pl2 -inkey pxGridClient.key -in

pxGridClient.cer -CAfile ca_root.cer

Enter Export Password: p12-password
Verifying - Enter Export Password: p12-password

接下来的操作

•将 ISE身份公钥证书导出到控制器，如下一节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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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ISE 身份证书

开始之前

•登录 ISE服务器。

SUMMARY STEPS

1. 在“系统证书”页面中，选择默认自签名服务器证书，然后点击导出。
2. 选择仅导出证书，然后点击导出。将文件重命名为 isemnt.pem。

3. 将 isemnt.pem上传到 SCA/services/pxgrid文件夹中的控制器。

4. 对网络部署中的所有剩余 ISE服务器重复此程序。为每个导出的证书文件提供一个不同名称。

DETAILED STEPS

步骤 1 在“系统证书”页面中，选择默认自签名服务器证书，然后点击导出。

步骤 2 选择仅导出证书，然后点击导出。将文件重命名为 isemnt.pem。

步骤 3 将 isemnt.pem上传到 SCA/services/pxgrid文件夹中的控制器。

步骤 4 对网络部署中的所有剩余 ISE服务器重复此程序。为每个导出的证书文件提供一个不同名称。

接下来的操作

•将证书添加到密钥库，如下一节所述。

将 pxGrid 证书添加到证书库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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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services/pxgrid

2. keytool -importkeystore -srckeystore pxGridClient.p12 -destkeystore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srcstoretype PKCS12，然后输入并验证

pxgrid-keystore-password，然后输入 p12-password

3. keytool -import -alias pxGridSLNClient -keystore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file

issued-certificate.cer

4. openssl x509 -outform der -in isemnt.pem -out isemnt.der

5. keytool -import -alias isemnt -keystore ./certificates/root3.jks -file isemnt.der，然后

输入并验证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然后输入 yes以信任证书

6. 对任何剩余的 ISE身份证书重复上述 2个步骤。
7. keytool -import -alias ca_root1 -keystore ./certificates/root3.jks -file ca_root.cer，

然后输入 yes以信任证书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导航到 /pxgrid目录。cd SCA/services/pxgrid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services/pxgrid

从 pxGridClient.p12存档文件创建

pxGridClient.jks pxGrid客户端身份密
钥库。

keytool -importkeystore -srckeystore pxGridClient.p12

-destkeystore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srcstoretype

PKCS12，然后输入并验证 pxgrid-keystore-password，然后输入
p12-password

步骤 2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keytool -importkeystore
-srckeystore pxGridClient.p12 -destkeystore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srcstoretype PKCS12

Enter destination keystore password: pxgrid-keystore-password
Re-enter new password: pxgrid-keystore-password
Enter source keystore password: p12-password

将 issued-certificate.cer证书文件导

入 pxGridClient.jks pxGrid客户端身
份密钥库。

keytool -import -alias pxGridSLNClient -keystore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file issued-certificate.cer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keytool -import -alias
pxGridSLNClient -keystore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file

步骤 3

pxGridClient.cer

Enter keystore password: pxgrid-keystore-password

...

Trust this certificate?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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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 isemnt.pem证书文件转换为 DER格
式。

openssl x509 -outform der -in isemnt.pem -out isemnt.der

示例：

步骤 4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openssl x509 -outform der -in

isemnt.pem -out isemnt.der

将 isemnt.der ISE身份证书导入
root3.jks学习网络许可证控制器可信

密钥库。

keytool -import -alias isemnt -keystore ./certificates/root3.jks

-file isemnt.der，然后输入并验证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

然后输入 yes以信任证书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keytool -import -alias isemnt
-keystore

步骤 5

./certificates/root3.jks -file isemnt.der

Enter keystore password: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
Re-enter new password: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

...

Trust this certificate? [no]: yes

将其他 ISE身份证书文件转换为 DER
格式，然后将其导入 root3.jks学习网

络许可证控制器可信密钥库。

对任何剩余的 ISE身份证书重复上述 2个步骤。步骤 6

将 ca_root.cer根 CA证书导入
root3.jks学习网络许可证控制器可信

密钥库。

keytool -import -alias ca_root1 -keystore

./certificates/root3.jks -file ca_root.cer，然后输入 yes以信任

证书

示例：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keytool -import -alias ca_root1
-keystore

步骤 7

./certificates/root3.jks -file ca_root.cer

Enter keystore password: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

...

Trust this certificate? [no]: yes

接下来的操作

•配置 pxGrid属性，如下一节所述。

pxGrid 属性配置
将证书添加到控制器上的密钥库后，请配置 pxGrid属性文件允许控制器信任证书并登录到 ISE服务
器检索用户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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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Grid 属性表

表 22：pxGrid 属性表

输入...说明属性

IPv4 address要连接的 ISE服务器 IP地址。PXGRID_HOSTNAMES

ISE服务器 username控制器用于连接 ISE服务器的用
户名。

PXGRID_USERNAME

SLNpxGridClient（请勿修改）与 ISE服务器上可见的用户名关
联的说明。

PXGRID_DESCRIPTION

./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或创建密钥库的文件名和文件路

径

控制器 pxGrid客户端身份密钥
库位置。

PXGRID_KEYSTORE_FILENAME

密钥库 pxgrid-keystore-password控制器 pxGrid客户端身份密钥
库密码。

PXGRID_KEYSTORE_PASSWORD

./certificates/root3.jks或创

建信任库的文件名和文件路径

学习网络许可证控制器 pxGrid
受信任密钥库位置。

PXGRID_TRUSTSTORE_FILENAME

受信任密钥库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

学习网络许可证控制器 pxGrid
受信任密钥库密码。

PXGRID_TRUSTSTORE_PASSWORD

7072（请勿修改）控制器用于内部连接到控制器

pxGrid客户端的端口。
PXGRID_APP_PORT

配置 pxGrid

开始之前

•从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services/pxgrid

2. sudo vi app.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更新 app.properties文件中的 pxGrid属性。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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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导航到 pxgrid目录。cd SCA/services/pxgrid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services/pxgrid

使用超级用户权限编辑 app.properties文件。sudo vi app.propertie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services/pxgrid$ sudo vi app.properties

使用 ISE服务器 IP地址更新
PXGRID_HOSTNAMES。使用控制器用于登录 ISE

更新 app.properties文件中的 pxGrid属性。

示例：
PXGRID_HOSTNAMES=192.0.2.2
PXGRID_USERNAME=<username>

步骤 3

服务器的用户名更新 PXGRID_USERNAME。使用密

钥库位置更新 PXGRID_KEYSTORE_FILENAME。使

用 pxgrid-keystore-password更新PXGRID_DESCRIPTION=sln_pxgrid_client
PXGRID_KEYSTORE_FILENAME=./certificates/pxGridClient.jks

PXGRID_KEYSTORE_PASSWORD。使用密钥库位置更PXGRID_KEYSTORE_PASSWORD=pxgrid-keystore-password
新 PXGRID_TRUSTSTORE_FILENAME。使用PXGRID_TRUSTSTORE_FILENAME=./certificates/root3.jks

PXGRID_TRUSTSTORE_PASSWORD=pxgrid-truststore-password
PXGRID_APP_PORT=7072 pxgrid-truststore-password更新

PXGRID_TRUSTSTORE_PASSWORD。

保存更改并退出 vi。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4

pxGrid 激活
配置 pxGrid属性后，更新控制器配置文件以启用 pxGrid集成，然后重启控制器进程。

激活 pxGrid 集成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将 ise enabled设置更新为 true。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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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在 vi中以超级用户身份打开 sca.conf文

件。

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vi sca.conf

启用 pxGrid集成。将 ise enabled设置更新为 true。

示例：
modules {
ise {

步骤 3

enabled = true
}

}

保存更改并退出 vi。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4

接下来的操作

•重启控制器进程，如下一节所述。

重启控制器进程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ca.sh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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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重启控制器进程。sudo ./sca.sh restart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sca.sh restart

ISE 服务器设置更新
激活 pxGrid集成后，登录 ISE服务器，并将 SLNpxGridClient客户端分配给 Session组。有关更新

组成员身份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s://communities.cisco.com/docs/DOC-68291。

控制器进程重启
更新 ISE中的SLNpxGridClient客户端组成员身份后，再次重启控制器进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重启控制器进程，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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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控制器数据库清理

以下介绍控制器数据库清理过程。

• 控制器数据库清理，第 127页

控制器数据库清理
控制器会每天针对 PostgreSQL数据库、日志文件和存储的 PCAP文件运行清理脚本，以便腾出磁盘
空间，并在磁盘空间使用量较大的情况下，回收控制器的磁盘空间。

脚本执行的操作取决于磁盘使用情况。如果使用的可用磁盘空间不足 75%，则清理脚本会执行以下
操作：

•根据以下保留时间保存表数据，并将超出这些保留时间的行标记为已删除：

长达 180天的异常事件和相关 IP信息，包括DNS查询、Talos威胁情报、地理位置等（如
果这些异常出现在控制器Web UI中）

长达 30天的未提取异常事件和相关 IP信息，包括 DNS查询、Talos威胁情报、地理定位
等（如果这些异常未提供给终端用户）

显示在异常收件箱中长达 180天的事件

长达 30天的用户身份验证和登录数据及关联日志

长达 7天的代理相关文件（用于热启动）

长达 7天的各种统计信息和代理状态

•在 ~/SCA/backups（不包括统计信息、代理状态、存储的 PCAP文件或 sca.conf配置文件）上

创建数据库备份，并删除最近 15天以前的备份

•轮换控制器的日志文件，并删除超过 15天的日志

•删除控制器Web UI中显示的超过 180天的已保存异常 PCAP文件

•删除未提供给终端用户且超过 30天的已保存异常 PCAP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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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eSQL autovacuum后台守护程序在表上运行 VACUUM后，可重复使用标记为删除的行。注释

如果磁盘使用率在 75%和 89%之间，则清理脚本可采取上述步骤，但也可在表上运行 VACUUM。

如果磁盘使用率等于或高于 90%，则清理脚本会在第一遍执行以下步骤：

•根据可用磁盘空间不足75%情况下的同一保留时间保存表数据，并将超出这些保留时间的行标
记为已删除

•在数据库表上运行 VACUUM FULL，这会释放标记为已删除的行，并回收控制器的磁盘空间。

•在 ~/SCA/backups（不包括统计信息和代理状态）上创建数据库备份，并删除超过最近 3天的
备份

•轮换控制器的日志文件，并删除超过 3天的日志

第一遍后，清理脚本会检查磁盘空间。如果使用的磁盘空间仍超过 90%，则清理脚本会执行以下操
作：

•在统计信息表上运行 TRUNCATE以进行清空

•再次在数据库表上运行 VACUUM FULL

•仅在 ~/SCA/backups上保存最近的数据库备份

如果清理脚本运行后，控制器磁盘使用率仍在 90%以上，则控制器服务会关闭。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请确定使用最多空间的文件。清理控制器中的日志文件以释放磁盘空间。如果磁盘空间使

用率仍保持在 90%以上，可添加更多磁盘空间。有关增加可用磁盘空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控
制器虚拟硬盘存储，第 28页。

注释

控制器数据库清理注释

•考虑在外部存储上备份文件数据库备份存储在 ~/SCA/backups中。PCAP文件存储在 ~/SCA/pbc

中。控制器配置存储在 ~/SCA/sca.conf中。

•数据库备份不包括统计信息。如果使用数据库备份恢复控制器数据库，则控制面板将在一段时

间内不会显示图形信息或集群。请等待控制器收集更多统计信息来填充控制面板。

检查磁盘使用情况

如果控制器磁盘空间使用量超过 90%，且清理脚本无法将其降低至 90%以下，则控制器关闭。检查
每个系统组件的磁盘使用情况，确定使用率最高的区域，然后删除这些区域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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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du -chs /opt/cisco/sln/sca

2. du -chs /opt/cisco/sln/viz

3. sudo du -chs /var/lib/postgresql，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4. sudo du -chs /var/log，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对于控制器相关组件，检查 /sca文件夹中的磁盘

使用情况。

du -chs /opt/cisco/sln/sca

示例：
user@host:~$ du -chs /opt/cisco/sln/sca

步骤 1

对于控制器WebUI相关组件，检查 /viz文件夹中

的磁盘使用情况。

du -chs /opt/cisco/sln/viz

示例：
user@host:~$ du -chs /opt/cisco/sln/viz

步骤 2

对于数据库相关组件，检查 /postgresql文件夹中

的磁盘使用情况。

sudo du -chs /var/lib/postgresql，然后在提示时输

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 sudo du -chs /var/lib/postgresql

步骤 3

对于日志文件，检查 /log文件夹中的磁盘使用情

况。

sudo du -chs /var/log，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 sudo du -chs /var/log

步骤 4

接下来的操作

•根据磁盘使用情况，必要时删除备份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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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数据库备份恢复

以下介绍如何在升级失败后恢复控制器数据库，并重新安装升级。

• 数据库备份恢复，第 131页

数据库备份恢复
如果控制器升级失败，您可以卸载升级、从已保存备份恢复控制器数据库，然后重新安装升级。

数据库备份恢复只会恢复数据库信息。您必须单独备份PCAP文件和控制器配置，然后在数据库
备份恢复完成后重新上传。PCAP文件存储在 ~/SCA/pbc中。控制器配置存储在 ~/SCA/sca.conf

中。

注释

重新安装失败的升级包

如果控制器升级失败，您可卸载 Debian数据包、清除控制器数据库，然后重新安装。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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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3. ./sca.sh clean

4. dpkg -l 'ciscosln*'

5. sudo dpkg --purge ciscosln-setup-scripts ciscosln-install-upgrade ciscosln-sca

ciscosln-viz，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6. dpkg -l 'ciscosln*'

7. cd /opt/cisco/sln/install_upgrade/sca，如果您创建此目录并将Debian升级包存储在此处，或
者切换到包含 Debian升级包的目录

8. sudo dpkg -i *

9. dpkg -l 'ciscosln*'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user@host:~$ cd ~/SCA

步骤 1

停止控制器服务。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示例：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步骤 2

清除日志和数据库。./sca.sh clean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clean

步骤 3

列出以 ciscosln开头的所有已安装 Debian数据
包。确保您看到 ciscosln-setup-scripts、

dpkg -l 'ciscosln*'

示例：
user@host:~/SCA$ dpkg -l 'ciscosln*'

步骤 4

ciscosln-install-upgrade、ciscosln-sca和

ciscosln-viz。

删除 ciscosln-setup-scripts、

ciscosln-install-upgrade、ciscosln-sca和

ciscosln-viz Debian数据包。

sudo dpkg --purge ciscosln-setup-scripts

ciscosln-install-upgrade ciscosln-sca ciscosln-viz，

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SCA$ sudo dpkg --purge
ciscosln-setup-scripts ciscosln-install-upgrade
ciscosln-sca ciscosln-viz

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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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列出以 ciscosln开头的所有已安装 Debian数据
包。确保您未看到任何结果。

dpkg -l 'ciscosln*'

示例：
user@host:~/SCA$ dpkg -l 'ciscosln*'

步骤 6

切换到包含 Debian升级包的目录。cd /opt/cisco/sln/install_upgrade/sca，如果您创建

此目录并将Debian升级包存储在此处，或者切换到包含
Debian升级包的目录

步骤 7

示例：
user@host:~/SCA$ cd
/opt/cisco/sln/install_upgrade/sca

在目录中安装所有 Debian软件包。sudo dpkg -i *

示例：
user@host:/opt/cisco/sln/install_upgrade/sca$ sudo
dpkg -i *

步骤 8

列出以 ciscosln开头的所有已安装 Debian数据
包。确保您看到 ciscosln-setup-scripts、

dpkg -l 'ciscosln*'

示例：
user@host:~/SCA$ dpkg -l 'ciscosln*'

步骤 9

ciscosln-install-upgrade、ciscosln-sca和

ciscosln-viz。

接下来的操作

•从备份恢复数据库，如下一节所述。

从备份恢复数据库

重新安装失败的升级数据包后，清除数据库、恢复备份、升级数据库并重启控制器。或者，如果数

据库备份是旧备份，则重置 admin管理员用户密码，因为密码在恢复后可能会过期。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记下位于 ~/SCA/backups的要恢复的数据库备份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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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3. ./sca.sh clean

4. ./sca.sh restore backups/sln-db-<date>.sql.gz

5. ./sca.sh dbupgrade

6. 如果恢复的数据库备份是旧备份，则导航到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重置 admin密码。

7.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user@host:~$ cd ~/SCA

步骤 1

停止控制器服务。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示例：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步骤 2

清除日志和数据库。./sca.sh clean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clean

步骤 3

恢复数据库备份。./sca.sh restore backups/sln-db-<date>.sql.gz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restore
backups/sln-db-2016-10-10-120000.sql.gz

步骤 4

升级已安装版本的数据库方案。./sca.sh dbupgrade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dbupgrade

步骤 5

重置 admin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如果恢复的数据库备份是旧备份，则导航到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重置 admin密码。

步骤 6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启动控制器服务。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示例：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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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其他控制器配置

以下介绍控制器 sca.conf配置文件。

• 其他控制器配置，第 137页

其他控制器配置
您可将位于 ~/SCA控制器上的 sca.conf配置文件配置为超出安装和外部系统集成所需范围，以进一

步自定义部署。同样位于 ~/SCA上的 sample_sca.conf文件包含对用户最为有用的设置。其中包括：

•HTTP服务器配置

•用户会话超时设置

•数据库配置

•代理公钥证书管理设置

•日志记录配置

•代理轮询频率

•外部系统集成设置

更改 sca.conf文件前，请备份现有文件。如有问题，请回滚文件。注释

保存更改后，您必须重启控制器进程才能使更改生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重启控制器进程，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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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故障排除

以下介绍最常见的故障排除场景。

• 时间同步，第 139页

• 初始异常显示问题，第 139页

• 最大受管代理数，第 140页

• 禁用功能，第 140页

• 控制器管理员密码重置，第 140页

• 性能问题，第 141页

• 证书指纹检索，第 141页

• 连接问题，第 143页

• 代理状态消息，第 144页

时间同步
控制器、代理和 ISR都应引用同一 NTP服务器进行适当的时间同步，以及正确报告异常。

如果将代理部署到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则您必须在每个代理上配置 NTP。

如果未在部署为虚拟服务的代理上配置NTP服务器，请在 ISR上进行配置，因为代理会从主机路由
器调出时间。

初始异常显示问题
如果已安装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但未看到任何异常报告，请等待七天。该系统需要完成初始学习

阶段，才能创建网络流量基准模型和识别异常。请注意，在此初始学习阶段，系统可能会开始报告

异常。由于基准尚未完成，您可能会对这些异常并不感兴趣，它们也可能与您并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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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受管代理数
如果尚未使用智能许可注册控制器，则您会处于评估模式，且您只能使用该控制器管理10个代理。
在 90天评估模式到期前，使用智能许可注册控制器以删除此限制。

禁用功能
如果系统不再检测或报告新的异常，或者您无法再创建缓解或修改现有缓解，则系统注册已到期。

在为期90天的“评估模式”过去后，请确保您具有适当的许可证授权，并向许可证颁发机构注册控
制器。否则，如果在90天内控制器未与许可证颁发机构进行通信，请手动向许可证颁发机构续约注
册。

控制器管理员密码重置
如果忘记控制器Web UI的 admin用户帐户密码，您可从控制器 CLI进行重置。重置密码后，系统
会将随机生成的密码打印到控制台。默认情况下，此新密码的有效期为 3天。下次以 admin登录控

制器Web UI时，系统会提示您更改密码。

要重置密码，您必须可访问 ~/SCA/sca.sh。

重置控制器管理员密码

开始之前

•以具有 ~/SCA/sca.sh脚本访问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控制器 VM。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4.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目录更改为 ~/SCA。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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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停止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op

重置 admin用户帐户的密码。./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示例：
user@host:~/SCA$ ./sca.sh reset-admin-password
user@host:~/SCA$ Resetting the admin password in sln

步骤 3

user@host:~/SCA$ New password is 'AbCd1234'
user@host:~/SCA$ Admin password reset done.

开始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示例：

步骤 4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start

接下来的操作

•以 admin身份登录控制器Web UI，然后更新密码。

性能问题
如果出现性能相关的问题，请记住，有多个因素会影响虚拟设备。有关可能会影响性能的因素列表，

请参阅系统性能，第 4页。要监控 ESXi主机性能，您可使用 vSphere客户端和性能选项卡下的信
息。

证书指纹检索
要帮助解决公钥证书问题，您可从控制器 VM控制台、控制器Web UI和代理 VM控制台检索存储
的证书指纹。

从代理查看控制器客户端证书指纹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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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在控制台中查看存储的控制器客户端证书

SHA256指纹。
cat DLA/certificates/authorized_cert

示例：
user@host:~$ cat DLA/certificates/authorized_cert

步骤 1

从控制器查看控制器客户端证书指纹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在控制台中查看存储的控制器客户端证书

SHA256指纹。
keytool -v -list -storepass <password> -keystore

SCA/keystore.jks | egrep "Alias|SHA256"

示例：
user@host:~$ keytool -v -list -storepass sln123 -keystore
SCA/keystore.jks | egrep "Alias|SHA256"

步骤 1

从代理查看代理服务器证书指纹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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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在控制台中查看存储的代理服务器证书

SHA256指纹。
openssl x509 -in DLA/certificates/server.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示例：
user@host:~$ openssl x509 -in DLA/certificates/server.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步骤 1

从控制器 Web UI 查看代理服务器证书指纹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Web UI。

步骤 1 点击代理。

步骤 2 点击代理旁边的证书。

连接问题
您可使用 VMware vSphere客户端查看和确认管理和感应接口的连接。

如果防火墙或其他安全设备位于控制器和代理之间或用户和控制器之间，请确保某些通信端口打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信端口，第 19页。

确认接口连接

步骤 1 右键点击 vSphere客户端中虚拟设备的名称，然后选择编辑设置。
步骤 2 在硬件列表中选择网络适配器 1，并确保选中打开电源时连接复选框。
步骤 3 对每个剩余的网络适配器，重复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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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状态消息
下面列出了控制器WebUI中代理配置期间系统记录的各种代理状态码和消息，以及解决错误的建议
步骤。您还可查看 LOG/DLC.log中的代理日志文件以确定发生的错误，并解决问题。

状态码：2000
•状态消息 - Agent Not Responding

•说明 -控制器尝试与代理建立连接，但未收到响应，可能是因为代理关闭或无法访问。

•建议解决方法 -在控制器 VM控制台上，通过 IP地址和主机名 ping代理，以验证控制器是否
可以访问代理。如果未收到响应，请检查网络部署设置。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ping <agent-IP-address> -c 5

2. ping <agent-hostname> -c 5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五个数据包发送到代理的 IP地址，并接收每个数
据包的响应。

ping <agent-IP-address> -c 5

示例：
user@host:~$ ping <agent-IP-address> -c 5

步骤 1

将五个数据包发送到代理的主机名，并接收每个数据

包的响应。

ping <agent-hostname> -c 5

示例：
user@host:~$ ping <agent-hostname> -c 5

步骤 2

状态码：2001
•状态消息 - Agent Certificate Rejected

•说明 -控制器拒绝代理证书，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

代理证书与控制器Web UI中锁定的证书指纹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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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证书是自签名证书，但系统未配置为支持自签名证书。

代理证书是非自签名证书，且控制器的信任库内缺失信任链中的 CA证书或根证书。

证书已过期。

•建议解决方法 -请采取以下操作：

如果您最近已升级代理，请生成代理证书指纹，并将其上传到控制器Web UI。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上传代理证书指纹，第 145页。

如果证书是自签名证书，则启用对自签名证书的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自签名

证书支持，第 147页。

如果证书是非自签名证书，请验证信任库是否包含所需的根证书和 CA证书。

如果证书已过期，请续约证书。

上传代理证书指纹

SUMMARY STEPS

1.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2. cd DLA

3. ./dla_admin

4. 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5. 6) Export DLA certificate

6. 1) Export to remote system，接着输入 hostname，再输入 username，再输入 ~/SCA/filename，

最后输入 password
7. 11) Exit

8.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9. cd ~/SCA

10. open ssl x509 -in <dla-filename>.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11. 将指纹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
12. 登录控制器Web UI。
13. 点击代理。
14. 点击代理旁边的证书。
15. 删除散列值，并输入新的证书指纹散列。
16. 选中选中以覆盖活动证书复选框，覆盖现有已锁定证书指纹。
17. 点击锁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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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步骤 1

更改目录。cd DLA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 cd DLA

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dla_admin

示例：

步骤 3

user@host:~/DLA$ ./dla_admin

访问“证书管理”菜单选项。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4

Enter a number: 4

导出与代理关联的证书。6) Export DLA certificate

示例：

步骤 5

Enter a number:

将证书导出到控制器。为导出的每个单独

证书提供不同名称，如代理的主机名。

1) Export to remote system，接着输入 hostname，再输
入 username，再输入 ~/SCA/filename，最后输入 password

示例：
Enter a number: 1
Name or address of remote host []? remotehost

步骤 6

Destination username []? admin
The destination filename path can absolute, or
relative
to home dir.
Destination filename [server.pem]:
~/SCA/<dla-filename>.pem
admin@remotehost's password: <password>

退出管理员脚本并返回命令提示符。11) Exit

示例：

步骤 7

Enter a number: 11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步骤 8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9

user@host:~$ cd ~/SCA

生成代理证书的 SHA256指纹。open ssl x509 -in <dla-filename>.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步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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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示例：
user@host:~$ open ssl x509 -in <dla-filename>.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将指纹存储在文本编辑器文件中。将指纹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步骤 11

登录控制器Web UI。登录控制器Web UI。步骤 12

系统显示代理管理窗口。点击代理。步骤 13

系统显示证书管理窗口。点击代理旁边的证书。步骤 14

系统会更新显示的证书指纹。删除散列值，并输入新的证书指纹散列。步骤 15

系统会覆盖锁定的证书指纹。选中选中以覆盖活动证书复选框，覆盖现有已锁定证书指

纹。

步骤 16

系统锁定证书指纹。点击锁定证书。步骤 17

启用自签名证书支持

sca.conf配置文件包含几层嵌套括号。更新文件以添加或更新 dla节点时，请确保将其嵌套于 sln

括号内。请参阅以下示例。

sln {
dla {
security {
allowSelfSignedCert = true

}
}

}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更新配置文件以包含或修改配置。
4. 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
5.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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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编辑 sca.conf配置文件。sudo vi sca.conf，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SCA$ sudo vi sca.conf

更新配置文件以包含 allowSelfSignedCert

= true。

更新配置文件以包含或修改配置。步骤 3

保存更改并退出编辑器。按 Esc，然后输入 :wq!，再按 Enter键。步骤 4

重启控制器进程。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示例：

步骤 5

user@host:~/SCA$ sudo service ciscosln-sca restart

状态码：2002
•状态消息 - Connection Refused or Closed

•说明 -代理拒绝接受或关闭与控制器的连接，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

控制器证书与代理上锁定的证书指纹不匹配。

控制器证书是自签名证书，但代理未配置为支持自签名证书。

控制器证书是非自签名证书，且代理的信任库内缺失信任链中的 CA证书或根证书。

控制器证书已过期。

•建议解决方法 -请采取以下操作：

如果代理上锁定的指纹与证书不匹配，并且您已启用TOFU但不希望将新的控制器证书指
纹上传到代理，请从代理清除锁定的控制器证书，并使用控制器管理代理。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从代理清除已锁定控制器证书，第 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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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TOFU已启用并且您要清除锁定的控制器证书指纹，则代理很容易受到任
何使用可信任证书通过 TLS连接的实体的影响。清除指纹后，尽快从控制器管
理代理。

注释

如果在代理上锁定的指纹与控制器证书不匹配且未启用TOFU，请生成控制器证书指纹，
并将其锁定到代理上，如上传控制器证书指纹，第 151页中所述。

如果证书是自签名证书，则启用对自签名证书的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首次

使用时信任”，第 152页。

如果证书是非自签名证书，请验证代理上的受信任 CA证书是否保留签发 CA证书。

如果证书已过期，请续约证书。

从代理清除已锁定控制器证书

如果已启用 TOFU并清除锁定的控制器证书指纹，请确保尽快将代理连接到控制器，或者锁定新的
控制器证书指纹。

开始之前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DLA

2. ./dla_admin

3. 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4. 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5. 6) Clear Trusted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6. 输入 y进行确认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DL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DLA

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dla_admin

示例：

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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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user@host:~/DLA$ ./dla_admin

访问证书并信任管理选项。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3

Enter a number: 4

访问证书锁定选项。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示例：

步骤 4

Enter a number: 1

选择清除锁定的控制器证书指纹。6) Clear Trusted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示例：

步骤 5

Enter a number: 6

清除锁定的控制器证书指纹。输入 y进行确认

示例：

步骤 6

Confirm removal of existing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confirm] y

接下来的操作

•如果启用 TOFU，请登录控制器Web UI并使用控制器管理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代
理添加到控制器，第 91页。

•如果未启用 TOFU，将控制器证书指纹锁定到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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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控制器证书指纹

SUMMARY STEPS

1. 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控制器 VM控制台。
2. cd ~/SCA

3. open ssl x509 -in sca_cert.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4. 将指纹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
5.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6. cd DLA

7. ./dla_admin

8. 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9. 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10. 5) Set Trusted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11. SHA256
12. sca-fingerprint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登录 ESXi虚拟机监控程序上的控制器 VM控制台。步骤 1

更改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 cd ~/SCA

生成 SHA256证书指纹。open ssl x509 -in sca_cert.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示例：

步骤 3

user@host:~/SCA$ open ssl x509 -in sca_cert.pem -noout -fingerprint

-sha256

将指纹存储在文本编辑器文件

中。

将指纹复制到文本编辑器中。

示例：
SHA256
Fingerprint=37:9A:DD:72:B6:91:8F:3E:D7:26:63:86:96:42:83:C3:39:AE
:86:96:8F:3C:B8:CA:63:66:65:37:90:0C:51:DC

步骤 4

登录代理 VM控制台。步骤 5

更改目录。cd DLA

示例：

步骤 6

user@host:~$ cd 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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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命令或操作

运行代理管理员脚本。./dla_admin

示例：

步骤 7

user@host:~/DLA$ ./dla_admin

访问证书并信任管理选项。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8

Enter a number: 4

访问证书锁定选项。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示例：

步骤 9

Enter a number: 1

Pin控制器证书指纹。5) Set Trusted SCA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示例：

步骤 10

Enter a number: 1

输入 SHA256散列算法。SHA256

示例：

步骤 11

Please enter hash algorithm name: SHA256

输入 sca-fingerprint。sca-fingerprint

示例：
Please enter hash value as XX:XX:XX:XX...:
37:9A:DD:72:B6:91:8F:3E:D7:26:63:86:96:42:83:C3:39:AE:86
:96:8F:3C:B8:CA:63:66:65:37:90:0C:51:DC

步骤 12

启用“首次使用时信任”

开始之前

•以 sln身份登录代理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cd ~/DLA

2. ./dla_admin

3. 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4. 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5. 1) Enable Trust SCA Certificate on Firs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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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更改目录。cd ~/DL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DLA

运行管理员脚本。./dla_admin

示例：

步骤 2

user@host:~/DLA$ ./dla_admin

输入证书和信任管理菜单。4) Certificate and trust management

示例：

步骤 3

Enter a number: 4

输入“证书锁定”菜单。1) Manage Certificate Pinning

示例：

步骤 4

Enter a number: 1

启用TOFU，以在系统第一次检测到控制器证
书时信任该证书。

1) Enable Trust SCA Certificate on First Use

示例：

步骤 5

Enter a number: 1

状态码：2003
•状态消息 - Message Decode Error

•说明 -控制器无法从代理解码消息。

•建议解决方法 -确保控制器和代理版本相同。升级带外组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虚拟服务安装指南、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UCS E系列
刀片服务器安装指南和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版本说明。

状态码：2004
•状态消息 - Message ACK Timeout

•说明 -代理未及时发送 ACK，导致控制器关闭代理连接并重新连接到代理。

•建议解决方法 -确保代理打开，并从控制器对其进行 ping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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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SUMMARY STEPS

1. ping <agent-IP-address> -c 5

2. ping <agent-hostname> -c 5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将五个数据包发送到代理的 IP地址，并接收每个数
据包的响应。

ping <agent-IP-address> -c 5

示例：
user@host:~$ ping <agent-IP-address> -c 5

步骤 1

将五个数据包发送到代理的主机名，并接收每个数据

包的响应。

ping <agent-hostname> -c 5

示例：
user@host:~$ ping <agent-hostname> -c 5

步骤 2

状态码：2005
•状态消息 - Message Too Big

•说明 -控制器从代理收到超过最大受支持消息大小的消息。

•建议解决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思科支持部门联系。

状态码：2006
•状态消息 - Secure connection misconfigured

•说明 -控制器无法创建 SSL上下文来验证证书。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密钥库和信任库内容，并提供存储密码以检查其完整性。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 VM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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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TEPS

1. cd ~/SCA

2. keytool -list -keystore keystore.jk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3. keytool -list -keystore truststore.jks，然后在提示时输入密码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切换到 /SCA目录。cd ~/SCA

示例：

步骤 1

user@host:~$ cd ~/SCA

查看密钥库内容，并提供密码以检查密钥库

的完整性

keytool -list -keystore keystore.jks，然后在提示时输

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SCA$ keytool -list -keystore keystore.jks

步骤 2

查看信任库内容，并提供密码以检查信任库

的完整性

keytool -list -keystore truststore.jks，然后在提示时

输入密码

示例：
user@host:~/SCA$ keytool -list -keystore truststore.jks

步骤 3

状态码：2010
•状态消息 - Unknown Connection error

•说明 -与代理的连接出于意外原因关闭。

•建议解决方法 -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思科支持部门了解详细信息。

状态码：ALLOCFAIL
•状态消息 - 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说明 -代理无法分配内存。

•建议解决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思科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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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DNSQEVENTSPERBINLIMI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event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too many 1-minute bins in the recent

past, for DNS queries.

•说明 -代理已达到观察到的唯一 DNS查询最大值，并已停止跟踪某些 DNS查询。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流数和 DNS查
询容量以及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DNSQKEYSPERBINLIMI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different key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too many 1-minute bins in the

recent past, for DNS queries.

•说明 -代理使用唯一密钥对 DNS查询进行分组。已达到观察到的 DNS查询组最大值，并已停
止跟踪无密钥的 NetFlow查询，因此不属于跟踪组。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流数和 DNS查
询容量以及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DNSREVENTSPERBINLIMI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event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too many 1-minute bins in the recent

past, for DNS replies.

•说明 -代理已达到观察到的唯一 DNS查询回复最大值，并已停止跟踪查询某些 DNS。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流数和 DNS查
询容量以及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DNSRKEYSPERBINLIMI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different key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too many 1-minute bins in the

recent past, for DNS replies.

•说明 -代理使用唯一密钥对DNS查询回复进行分组。已达到观察到的DNS查询回复组最大值，
并已停止跟踪无密钥的 NetFlow查询回复，因此不属于跟踪组。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流数和 DNS查
询容量以及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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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HOSTLIMITEXT
•状态消息 - Limit of tracked external hosts has been reached for too long in the recent

past

•说明 -代理已达到跟踪外部主机的最大数量，并已停止跟踪某些主机。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的最大外部主机容量和扩展
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HOSTLIMITINT
•状态消息 - Limit of tracked internal hosts has been reached for too long in the recent

past

•说明 -代理已达到跟踪内部主机的最大数量，并已停止跟踪某些主机。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的最大内部主机容量和扩展
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HOSTSDROPPEDEX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external hosts have been observed in the recent past

•说明 -代理已达到跟踪的唯一外部主机的最大数量，并已停止跟踪某些主机。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的最大外部主机容量和扩展
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HOSTSDROPPEDIN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internal hosts have been observed in the recent past

•说明 -代理已达到跟踪的唯一内部主机的最大数量，并已停止跟踪某些主机。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的最大内部主机容量和扩展
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IPLOCCHANGED
•状态消息 - Too many recently seen hosts have a changed IP locality

•说明 -代理将主机识别为内部或外部，但这些主机的分类已更改，这可能是由于路由器配置更
新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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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解决方法 -执行以下步骤：

在网络元素中，验证接口配置，尤其是在您将接口方向从内部重新配置为外部的情况下，

反之亦然。

在控制器Web UI中，验证所有网络元素接口的方向配置，包括最近重新配置的接口。

如果更新的网络元素接口配置将子网标签从内部更改为外部，则必须更新流量模型。关闭

代理并重启。

步骤 1 在网络元素中，通过运行以下命令验证接口配置：
enable
show interfaces
exit

步骤 2 在控制器Web UI中，验证网络元素接口的方向配置。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对于每个接口，如果接口面向分支，请选择内部；如果接口面向核心，请选择外部，或者如果应忽视接

口，则选择未配置。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步骤 3 如果子网的标签从内部更改为外部，或从外部更改为内部，请关闭并重启代理。

状态码：IPLOCINVAL
•状态消息 - Too many recently seen hosts have an invalid IP locality

•说明 -代理检测到未被标记为内部或外部接口之后的主机，这可能是由于网络元素上新启用或
重新配置的接口导致。

•建议解决方法 -执行以下步骤：

在网络元素中，验证接口配置，尤其是在启用或重新配置接口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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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器Web UI中，验证所有网络元素接口的方向配置，包括最近启用或重新配置的接
口。

步骤 1 在网络元素中，通过运行以下命令验证接口配置：
enable
show interfaces
exit

步骤 2 在控制器Web UI中，验证网络元素接口的方向配置。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对于每个接口，如果接口面向分支，请选择内部；如果接口面向核心，请选择外部，或者如果应忽视接

口，则选择未配置。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状态码：NECONNFAIL
•状态消息 - Network Element connection failure

•说明 -由于以下一个或多个原因，代理无法与网络元素建立 SSH连接：

配置的网络元素 IP地址不正确。

没有为 SSHv2访问配置网络元素。

访问控制列表阻止从代理进行 SSH访问。

网络元素配置并未为 SSH分配足够的虚拟电传打字机 (VTY)资源。

•建议解决方法 -请采取以下操作：

检查网络元素日志确定特定错误。

确保网络元素已配置 SSHv2。

确保网络元素没有阻止从代理进行 SSH访问的访问控制列表。

确保网络元素具有足够的 VTY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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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器Web UI中，配置代理网络元素 IP地址。

步骤 1 查看网络元素针对 SSH连接失败记录的错误消息。
步骤 2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验证是否已配置 SSHv2：

enable
show ssh
exit

步骤 3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 show access-lists并验证访问控制列表是否均未阻止代理的 IP地址。
步骤 4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验证是否具有足够的 VTY资源：

enable
show users
exit

步骤 5 在控制器Web UI中，请执行以下步骤配置网络元素 IP地址：

•选择代理。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在网络元素 IP字段中输入 IPv4地址。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状态码：NENOAUTH
•状态消息 - Unable to authenticate to Network Element

•说明 -由于凭证不正确或未配置，代理无法对与网络元素的 SSH连接进行身份验证。

•建议解决方法 -在代理中，使用管理员菜单更正 SSH登录的网络元素凭证。

步骤 1 访问管理员菜单。您有以下选择：

•如果您的代理部署为虚拟服务，请登录代理 VM。

•如果您的代理是安装在 UCS-E服务器上的，请登录代理 VM，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cd ~/DLA
./dla_admin

步骤 2 在管理员菜单中选择以下选项。系统提示时，输入网络元素用户名和密码。
5) Password management
1) Change router credent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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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NENOIP
•状态消息 - Network Element IP not configured

•说明 -代理配置无网络元素 IP地址。

•建议解决方法 -在控制器Web UI中，配置代理网络元素 IP地址。

步骤 1 在控制器Web UI中，选择代理。
步骤 2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步骤 3 在网络元素 IP字段中输入 IPv4地址。
步骤 4 点击提交。

步骤 5 点击提交。

状态码：NFDRPFLD
•状态消息 - Dropping NetFlow: required fields missing

•说明 - NetFlow流记录缺失必填字段。

•建议解决方法 -确保 SLN-NF-RECORD流记录配置正确。验证流记录配置后，将网络元素运行配

置保存为启动配置。

步骤 1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并验证流记录是否正确配置：
enable
configure terminal
show running-config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exit

步骤 2 如果流记录配置不正确，请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配置流记录：
enable
configure terminal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match ipv4 protocol
match ipv4 source address
match ipv4 destination address
match transport source-port
match transport destination-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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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 datalink mac source address input
collect datalink mac destination address output
collect transport tcp flags
collect interface input
collect interface output
collect flow direction
collect counter bytes
collect counter packets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 sys-uptime] first
collect timestamp [absolute | sys-uptime] last
collect application name
collect routing forwarding-status
end

步骤 3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以将当前运行的配置复制到启动配置：
enable
copy running-config startup-config
end

状态码：NFDRPNOINTF
•状态消息 - Dropping NetFlow: internal intfs not configured

•说明 -网络元素接口方向配置尚未执行，或尚未被推送到代理。

•建议解决方法 -在控制器Web UI中，查看代理配置状态。如果状态为等待，则等待控制器将
配置推送到代理。如果状态为不完整或错误，则验证并更正接口配置。

步骤 1 在控制器Web UI中，选择代理。
步骤 2 如果代理的配置状态为等待，则等待控制器将配置推送到代理。

步骤 3 如果配置状态为不完整或错误，请执行以下步骤：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在网络元素 IP字段中输入 IPv4地址。

•对于每个接口，如果接口面向分支，请选择内部；如果接口面向核心，请选择外部，或者如果应忽视接

口，则选择未配置。

•点击提交。

•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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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NFDRPSYNT
•状态消息 - Dropping NetFlow: config file syntax error

•说明 -由于语法错误，代理无法解析 internal_ranges.csv内部 IP地址文件。

•建议解决方法 -请采取以下操作：

如果未有意添加该文件，则从代理中删除该文件，然后重启代理。

如果已有意添加了该文件，请验证文件格式和语法，然后登录代理 VM控制台，并使用
dla_admin脚本重新导入文件。

步骤 1 如果未有意添加 internal_ranges.csv，请在代理命令行中，运行 rm {internal_ranges.csv}以删除该文件，

然后关闭并启动代理 VM。
步骤 2 如果有意添加 internal_ranges.csv，请验证该文件格式是否正确。将格式正确的文件复制到代理 VM并覆盖

/CONF/internal_ranges.csv上的文件。

步骤 3 您有以下选择：

•如果您的代理部署为虚拟服务，请登录代理 VM。

•如果代理安装在 UCS-E服务器上，请登录代理 VM，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cd ~/DLA
./dla_admin

步骤 4 从管理员菜单，选择以下选项复制文件。系统提示时，提供internal_ranges.csv的 IP地址、用户名、文件路
径和密码。
1) File access
3) Configuration files
3) Get config file from remote system
2) internal_ranges.csv

状态码：NFDRPVER
•状态消息 - Dropping NetFlow: unsupported version

•说明 -配置的 NetFlow版本与系统期望的版本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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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解决方法 -确保已在网络元素上配置 NetFlow v9。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在接口上配置 NetFlow版本 9，并对所有接口重复该程序：
enable
configure terminal
ip flow-export version 9
interface interface-type interface-number
ip flow {ingress | egress}
exit
end

状态码：NFEVENTSPERBINLIMI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event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too many 1-minute bins in the recent

past, for NetFlow events.

•说明 -代理已达到观察到的唯一 NetFlow流最大值，并停止跟踪某些 NetFlow流。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 NetFlow流容
量和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NFKEYSPERBINLIMIT
•状态消息 - Too many different keys have been observed for too many 1-minute bins in the

recent past, for NetFlow events.

•说明 -代理使用唯一密钥对 NetFlow流进行分组。已达到观察到的 NetFlow流组最大值，并已
停止跟踪无密钥的 NetFlow流，因此不属于跟踪组。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 NetFlow流容
量和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NFNORCV
•状态消息 - Not receiving NetFlow

•说明 -代理在 10分钟内未收到来自网络元素的NetFlow数据包，这可能是由于NetFlow配置错
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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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解决方法 -在网络元素中，确保网络元素正在运行、NetFlow v9已配置且正确配置学习网
络许可证流导出器。

步骤 1 确保网络元素正在运行。

步骤 2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并验证 NetFlow版本 9是否已配置。
enable
show mls nde
exit

步骤 3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并验证流输出器是否已正确配置，并导出到端口 6666上的代理 IP地
址。
enable
configure terminal
show running-config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exit

步骤 4 如果流导出器配置得不正确，请在网络元素命令行中运行以下命令以配置流导出器，将 <dla-ip-address>替

换为代理的 IP地址。
configure terminal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destination <dla-ip-address>
transport udp 6666
template data timeout 300
exit

end

状态码：SOLTCOLLECTIONSLIMIT1
•状态消息 - The maximum number of level 1 model collections has been reached, therefore

no more model may be created.

•说明 -代理已达到可观察应用组的最大值，并无法基于多余的应用组创建额外流量模型。

•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应用组容量和
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SOLTCOLLECTIONSLIMIT2
•状态消息 - The maximum number of level 2 model collections has been reached, therefore

no more model may be created.

•说明 -代理已达到可观察源集群和应用组对的最大值，并且无法基于多余的源集群和应用组对
创建额外的流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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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解决方法 -查看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产品手册中检测到的最大集群和应用组
容量以及扩展建议，并验证环境是否符合建议。

状态码：TOPOFAIL
•状态消息 - Failed to read required topology file

•说明 -用于处理网络流量信息的拓扑文件缺失或损坏。

•建议解决方法 -在代理中，查看位于 LOG/DLC.log的日志以确定具体错误。

如果自定义 clusters文件缺失或损坏，并将代理部署为虚拟服务，请重新安装代理。

如果自定义 clusters文件缺失或损坏，且代理安装在 UCS E服务器上，请从其他基于
UCS E的代理复制文件。

如果错误消息中出现 internal_hosts文件，请使用控制器Web UI验证 config.json是否

并未引用 internal_hosts_filename文件。有关是否应使用 internal_ranges.csv文件的详

细信息，请联系思科支持部门。

步骤 1 如果集群文件缺失或损坏，并将代理部署为虚拟服务，请重新安装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Stealthwatch
学习网络许可证虚拟服务安装指南和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版本说明。

步骤 2 如果集群文件缺失或损坏，且您的代理已被部署在UCS-E服务器上，请从部署在UCS-E服务器上的其他代理
复制文件。

步骤 3 如果错误消息中出现 internal_hosts文件，请验证 config.json是否并未引用 internal_hosts_filename。

•在控制器Web UI中，选择代理。

•点击受影响的代理旁边的配置。

•点击编辑原始 JSON配置。

状态码：VERSCOMPONENT
•状态消息 - Incompatible DLA component versions

•说明 -代理具有版本各异的组件可执行文件。

•建议解决方法 -下载升级文件并将代理升级到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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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手动将组件可执行文件从一个代理复制到另一个代理。注释

下载升级文件，并将代理升级到该版本。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虚拟服务安
装指南、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证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安装指南和思科 Stealthwatch学习网络许可
证版本说明。

状态码：WARMBADFILE
•状态消息 - Failed to load warmstart model file

•说明 -代理未能加载热启动文件。

•建议解决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思科支持部门联系。

状态码：WARMNOFILE
•状态消息 - Required warmstart file is missing

•说明 -将代理配置为启用 force_load设置，但热启动文件缺失。

•建议解决方法 -在控制器Web UI中，从 config.json中删除 force_load设置。

步骤 1 在控制器Web UI中，选择代理。
步骤 2 点击受影响的代理旁边的配置。

步骤 3 点击编辑原始 JSON配置。
步骤 4 删除 force_load设置并保存更改。

状态码：WARMSTATEVAL
•状态消息 - Invalid model state before saving warmstart file

•说明 -代理无法保存内部模型状态，因其无效或不一致。

•建议解决方法 -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思科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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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卸载

以下详细介绍如何从网络中删除学习网络许可证部署。

• 卸载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第 169页

• 从 ESXi主机删除控制器，第 173页

卸载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
卸载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包括从部署代理的网络元素中删除学习网络许可证相关配置、从主机网络

元素中删除代理以及从 ESXi主机删除控制器。

在控制器Web UI中，删除所有缓解。这会指示代理从主机网络元素中删除 QoS策略配置。然后，
禁用所有接口上的PBC/DPI。这会指示代理从接口中删除 IP流量导出配置。禁用代理以停止控制器/
代理通信。最后，取消注册智能许可。

接下来，在网络元素命令行界面中，从网络元素中删除所有学习网络许可证相关FlexibleNetFlow流
记录、流监控器和流导出器配置。然后，从 UCS-E服务器删除代理。

最后，从 ESXi主机删除控制器。

步骤 1 在控制器Web UI中，删除缓解表中的缓解策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删除所有缓解，第 170页。
步骤 2 在控制器WebUI中，为每个网络元素接口禁用 PBC/DPI。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接口上禁用 PBC/DPI，第

170页。
步骤 3 在控制器Web UI中，禁用各个代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禁用所有代理，第 171页。
步骤 4 在控制器Web UI中，取消注册智能许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智能许可取消注册控制器，第 171页。
步骤 5 在网络元素命令行界面中，删除 SLN-NF-RECORD流记录、SLN-NF-EXPORTER流导出器和 SLN-NF-MONITOR流监控

器 Flexible NetFlow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删除 Flexible NetFlow配置，第 172页。
步骤 6 从 UCS-E服务器 ESXi主机删除代理 VM。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UCS-E ESXi主机删除 VM，第 173页。
步骤 7 从托管控制器的 EXSi主机删除控制器 VM。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 ESXi主机删除 VM，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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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控制器 Web UI
要卸载学习网络许可证系统，请按顺序从控制器Web UI执行以下任务：

•删除所有缓解

•在所有网络元素接口上禁用 PBC/DPI

•禁用所有受管代理

•取消注册智能许可

删除所有缓解

开始之前

•确保启用执行缓解策略的代理。

步骤 1 选择缓解。

步骤 2 点击删除所有缓解，删除所有缓解。

在接口上禁用 PBC/DPI

开始之前

•确保网络元素上的代理已启用。

步骤 1 选择代理。

步骤 2 点击代理旁边的配置。

步骤 3 在每个接口上取消选中启用 PBC/DPI以禁用原始数据包捕获。
步骤 4 取消选中启用 PBC。
步骤 5 取消选中启用 DPI/DPS。
步骤 6 点击提交。

步骤 7 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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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所有代理

如果向智能许可证颁发机构注册控制器，然后禁用代理，则系统会释放分配给该代理的许可证授权。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Web UI。

步骤 1 选择代理。

步骤 2 选中列表顶部的“全选”复选框以选择所有代理。

步骤 3 点击禁用。

接下来的操作

•从许可证颁发机构取消注册控制器，如下一节所述。

从智能许可取消注册控制器

从智能许可取消注册控制器也会释放控制器许可证授权。

开始之前

•登录控制器Web UI。

步骤 1 选择控制面板。

步骤 2 点击智能许可。

步骤 3 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取消注册。

步骤 4 点击取消注册确认取消注册。

从 UCS E 系列刀片服务器删除代理
从UCSE系列刀片服务器中删除代理需要从主机网络元素手动删除学习网络许可证 Flexible NetFlow
配置，然后连接到 ESXi主机并删除代理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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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Flexible NetFlow 配置
在控制器Web UI中完成卸载任务后，从网络元素中删除学习网络许可证相关的 Flexible NetFlow配
置。您可一次运行一个命令，也可将以下命令复制并粘贴到控制台中：

configure terminal
no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no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no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end

开始之前

•登录网络元素控制台。

DETAILED STEPS

目的命令或操作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configure terminal

示例：
Router# configure terminal

步骤 1

删除 SLN-NF-MONITOR流监控器配置。no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示例：
Router(config)# no flow monitor SLN-NF-MONITOR

步骤 2

删除 SLN-NF-EXPORTER流导出器配置。no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示例：
Router(config)# no flow exporter SLN-NF-EXPORTER

步骤 3

删除 SLN-NF-RECORD流记录配置。no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示例：
Router(config)# no flow record SLN-NF-RECORD

步骤 4

退出全局配置模式，并返回特权EXEC模式。end

示例：
Router(config)# end

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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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UCS-E ESXi 主机删除 VM
需要连接到 ESXi主机并删除代理 VM才能从 UCS E系列刀片服务器删除代理。

步骤 1 打开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要删除 VM的 ESXi监控程序。
步骤 2 依次选择视图 >资产 >主机和集群。
步骤 3 突出显示要删除的 VM。
步骤 4 依次选择资产 >虚拟机 >电源 >关闭电源并等待 VM关闭。
步骤 5 右键点击要删除的 VM，然后选择从磁盘删除。确认删除。

从 ESXi 主机删除控制器
需要连接到 ESXi主机并删除控制器 VM才能从 ESXi主机删除控制器。

从 ESXi 主机删除 VM

步骤 1 打开 vSphere客户端，并连接到要删除 VM的 ESXi监控程序。
步骤 2 依次选择视图 >资产 >主机和集群。
步骤 3 突出显示要删除的 VM。
步骤 4 依次选择资产 >虚拟机 >电源 >关闭电源并等待 VM关闭。
步骤 5 右键点击要删除的 VM，然后选择从磁盘删除。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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