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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

Cisco®智能业务平台(IBA)指南主要面向承担以下职务的人员：

● 需要实施解决方案时的标准规范的系统工程师

● 需要撰写思科IBA实施项目工作说明书的项目经理

● 需要销售新技术或撰写实施文档的销售合作伙伴

● 需要课堂讲授或在职培训材料的培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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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文件，或利用它更好地规划项目成本预算和项目工作范围。

版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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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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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设计指南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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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时的年份和月份来对该系列命名，如下所示：

    年       月 系列

例如，我们把于2011年8月发布的系列指南命名为“2011年8月系列”。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查看最新的IBA指南系列： 

客户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合作伙伴访问：http://www.cisco.com/go/cn/iba

如何阅读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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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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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的指定规则，您需要按照这些规则来输入命令。

在CLI中输入的命令如下所示：

 configure terminal 

为某个变量指定一个值的命令如下所示：

 ntp server 10.10.48.17 

包含您必须定义的变量的命令如下所示：

 class-map [highest class name]

以交互示例形式显示的命令（如脚本和包含提示的命令）如下所示：

 Router# enable 

包含自动换行的长命令以下划线表示。应将其作为一个命令进行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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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系统输出或设备配置文件中值得注意的部分以高亮方式显示，如下所示：

 interface Vlan64

     ip address 10.5.204.5 255.255.255.0

问题和评论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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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要注册快速报价工具（QPT），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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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希望在出现新评论时获得通知，我们可以发送RSS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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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 BN

本IBA指南的内容

本IBA指南的内容

关于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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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购即用，而且具备出色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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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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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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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而不必担心技术复杂性方面的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思科IBA使用入门》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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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_Business_Architecture/SBA_Getting_Started.pdf

关于本指南

此附加部署指南包含以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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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与其企业运营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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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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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可靠地配置和启用解决方案。

本指南假定您已经阅读了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如成功部署路线图中所示。

成功部署路线图

为确保您能够按照本指南中的设计成功完成部署，您应当阅

读本指南所依据的所有相关指南——即上面路线图中本指南左

侧的所有指南。所有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都在右侧。

如需要了解更多有关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的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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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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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所依据的指南                                   您在这里                                    以本指南为依据的指南

设计概述                          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                                 附加部署指南

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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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是一个稳固的网络基础架构，为拥

有2,000至10,000名互联用户的网络带来了出色的灵活性，无需重新设计网络，即可支

持新用户或新的网络服务。我们撰写了一份详细全面并可直接使用的部署指南，它以最

佳实践设计原则为基础，并提供了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基础架构在一份设计指南中进行了介绍，另几份部署和配置指南对基础的以下三部分进

行了介绍：局域网、广域网和互联网边缘。

《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重点介绍防火墙和入侵防御系统等安全服务，以保护您企业的

互联网网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连接和路由方案，与服务器负载均衡相结合，为设计提

供了永续性。本指南的“电子邮件安全”章节介绍了保护电子邮件免遭垃圾邮件和恶意

软件的影响的相关内容。“Web安全”章节提供可接受的使用控制和监控功能，并向

您介绍了如何管理因客户端浏览互联网而带来的日益增长的风险。远程接入VPN设计能

够为远程工作人员和移动用户提供安全的远程网络接入。所有这些部分都采用单独章节

进行了介绍，但又能相互配合，提供一个安全的互联网边缘解决方案。

相关内容

《设计指南》将向您介绍整体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设计，并对选择具体产品时需要

考虑的要求做了阐述。

《局域网部署指南》介绍了有线和无线网络接入，旨在为较大规模的园区级局域网和较

小的远程站点局域网提供无所不在的联网功能。此外，为提供强大的通信环境，该指南

还包括了永续性、安全性和可扩展性方面的内容。服务质量(QoS)也集成在本指南中，

以确保基础架构能够支持大量应用，包括在单一网络上与数据应用共存的、对丢弃敏感

的低延迟多媒体应用。该指南还提供了一个访客和合作伙伴接入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

和员工网络使用相同的无线基础设施，但不能访问内部保密信息。

为帮助重点了解该架构的具体组成部分，我们提供了三个广域网部署指南：

· 《广域网部署指南》十分灵活，提供了用于多协议标签交换（MPLS）传输，以及备

用宽带或互联网传输的配置和部署指南。

· 《二层广域网部署指南》为VPLS或城域以太网传输以及备用宽带或互联网传输提供

了配置和部署指南。

· 《VPN远程站点部署指南》为主用/备用宽带或互联网传输提供了配置和部署指南

简介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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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目标

本架构以收集自客户、合作伙伴及思科现场人员的需求为基础，旨在服务于联网用户数在2000到10,000之间的企业。在设计架构时，我们考虑了收集到的需求和以下设计目标。

图1. 面向大型企业的无边界网络概览

硬件和软件VPN

无线接入点

客户端接入

交换机

应用加速

远程

接入VPN

VPN 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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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分布交换机

核心交换机

客户端

接入交换机

互联网

服务器

访客无线

局域网

电子邮件

安全设备

互联网

边缘路由器

无线局域网

控制器

互联网

建筑物1 建筑物2 建筑物3 建筑物4

广域网

广域网汇聚

远程员工/
移动员工

远程

地区办公室

互联网边缘 数据中心

紧缩分布/
核心交换机

无线局域网

控制器

区域路由器

应用加速

支持应用加速的

分支机构路由器

简介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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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部署、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拥有2000到10,000名用户的企业通常在多个不同地点设有业务运营机构，这使得灵活

性和可扩展性成为其网络的关键要求。在此设计中，我们采用了几种方法来创建和维护

一个可扩展的网络。

· 通过为网络常用部分保持少量标准设计，支持人员能够更高效地实施、支持这些网络

并为其设计服务。

· 我们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方法来增强可扩展性。从一系列标准的全局构建模块开始，我

们能够组建一个满足需求的可扩展网络。

· 对于多个服务区域来说，许多插件模块看上去是相同的，这样提供了一致性和可扩展

性，从而可使用相同的支持方法来维持多个网络区域。这些模块遵循标准的核心层－

分布层－接入层网络设计方法，并进行了分层，以确保正确定义插件间的接口。

永续性和安全性

保持高可用性网络的要点之一就是建立适当的冗余性，以防御网络中的故障。我们的架

构精心平衡了冗余性和冗余系统复杂性这两个因素。

随着语音和视频会议等对延迟和丢包敏感的流量大量出现，我们还将恢复时间作为了一

个重要考虑因素。选择能够缩短从发现故障到恢复正常所需时间的设计，对于确保网络

在发生某个较小的组件故障时仍然可用非常关键。

网络安全性也是本架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型网络中有许多入口点，我们要确保

它们尽可能安全，同时不会对网络易用性造成较大影响。保护网络不仅能防止网络受到

攻击，而且对于实现网络级永续性也至关重要。

易于管理

虽然本指南的重点是网络基础架构的部署，但本设计方案也考虑到了下一个阶段，即管

理和运行。部署指南中的配置既允许通过SSH和HTTPS等普通的设备管理连接进行设

备管理，也允许经由NMS管理设备。本指南中不包括NMS的配置。

支持先进技术

灵活性、可扩展性、永续性和安全性都是可以支持未来先进技术的网络特性。本架构的

模块化设计意味着，当企业作好了部署准备时，就能随时添加这些先进技术。此外，因

为本架构中的产品和配置从部署之初就能够随时支持协作，所以协作等先进技术的部署

得以简化。例如：

· 接入交换机为电话部署提供了以太网供电(PoE)，无需本地电源插座

· 整个网络预先配置了支持高质量语音的QoS。

· 为支持高效的语音和广播视频交付，在网络中配置了组播。

· 为利用无线局域网发送语音的设备预配置了无线网络，可通过802.11 Wi-Fi（即支持

移动办公的技术）在所有地点提供IP语音服务。 

互联网边缘已准备就绪，能够提供基于VPN的软电话，以及传统的硬电话或桌面电话。

简介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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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业务概述

企业必须解决以下要求和问题：

· 企业需要为用户提供访问互联网服务（电子邮件和Web）的能力。

· 用户需要从远程站点访问企业内部服务。

· 企业需要为公众、合作伙伴和客户提供可控的数据和/或服务访问功能。

· 企业需要通过限制工作相关地点的互联网访问来提高员工的生产率。

企业需要管理与互联网连接相关的安全风险。互联网边缘为流量在机构和互联网之间传

输提供了连接。这其中包括进出企业、互联网和隔离区(DMZ)的流量。企业的互联网边

缘部署必须执行企业的安全策略，并成为实施安全策略的典范。

互联网边缘提供的服务包括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连接性、面向互联网服务的永续性，

以及针对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web等服务的访问控制。作为接入服务的一部分，员工

能够适当使用互联网服务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它有助于高生产率、避免出现法律

问题，并降低因与工作无关的事务占用带宽而出现的开支。

互联网边缘还可支持用户从任意地点远程访问工作所需的服务和数据。在无边界网络

中，用户包括员工、承包商、合作伙伴和客户。每个用户都有着不同的访问、数据和服

务需求。

随着用户对于互联网访问的需求不断提高，必须妥善管理由此带来的风险。需要管理的

风险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服务攻击、客户端攻击、以及诱使用户点击恶意网站或打开包

含恶意代码的文件的攻击。如果不能妥善保护企业免遭这些攻击，则可能会发生知识产

权损失、数据被窃、甚或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互联网边缘业务概述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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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概述

该架构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模型，按照服务的不同将互联网边缘分成了几个功能区。模块

化设计使企业能够根据要求部署所需的服务。

互联网边缘设计包含以下模块：

· 防火墙——可控制互联网边缘各个区段的入站和出站流量，同时提供了其它服务，如

网络地址转换(NAT)

· 入侵防御——可对穿越互联网边缘的流量进行检查，检测恶意行为

· 远程访问VPN——允许对资源进行安全、一致的访问，不管用户在什么位置接入

· 电子邮件安全——提供了垃圾邮件和恶意软件过滤服务，以应对与电子邮件相关的

风险

· Web安全——提供了可接受的使用控制和监控功能，同时能够遏制客户端上网带来的

日益严重的风险

· 互联网边缘服务器负载均衡——可对公共和专用网的web服务进行负载均衡处理

许多因素决定了每个企业组织的要求各不相同。企业内用户的数量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

点，因此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基于用户数量提供了两种设计：互联网边缘

5K和互联网边缘10K。

图2. 面向大型企业的无边界网络中的互联网边缘设计

架构概述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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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互联网边缘5K设计

互联网边缘

广域网汇聚

图4. 互联网边缘10K设计

以上两种设计的主要差别在于规模、性能和永续性。互联网边缘5K设计专门面向互联

用户不超过5,000名的企业组织，而互联网边缘10K设计专门面向拥有5,000到10,000名

互联用户的企业组织。两种设计的差别在于设备所能支持的用户数量以及企业能够用来

连接互联网的ISP的数量。为满足这些要求，互联网边缘部署指南的每个部分都各自独

立，以方便您混合搭配不同的设计组件，最大限度满足自身企业的需求。例如，对于一

个用户数量不足5,000的企业组织来说，如果其移动办公人员所占的比例较高，远程访

问要求也高于平均水平，那么他们可能会选择互联网边缘10K设计。

此外，互联网边缘5K提供了到一个ISP的单一连接；互联网边缘10K提供了包含两个互

联网连接的容错配置。在互联网边缘10K设计中，一个连接用作主用互联网连接，另外

一个用作备用连接，以备主用互联网连接中断时使用。

互联网

紧缩式

核心+分布层

内部网

DMZ交换机

互联网

服务器

外部交换机

IE路由器

互联网

紧缩式

核心+分布层

内部网

DMZ交换机

互联网

服务器

外部交换机

IE路由器

RA VPN
Cisco ASA 

5520v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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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的连通性

在过去几十年，企业对互联网连接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许多企业来说，使用互联网服

务是日常业务运营的基本要求。电子邮件、网络访问、远程访问VPN和最近出现的云计

算服务已成为帮助企业实现业务目标的重要工具。因此必须设计一个能够支持这些服务

的互联网连接，以帮助企业实现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业务目标。

一个企业组织的互联网连接要求取决于三个因素：

· 基于互联网的业务活动的价值：

○  从互联网业务中获得的收入

○  从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中节省的资金 

· 互联网连接中断对企业收入的影响

· 实施和维护各种互联网连接选项的资金和运营成本

企业组织必须确定和了解其互联网连接要求，以便有效支持其基于互联网的业务活动。

互联网连接的速度、可用性和地址空间要求是界定一个互联网连接设计的基本标准。互

联网连接必须能够支持企业组织的互联网数据流量要求，提供出色的永续性以满足服务

水平协议要求，同时还必须提供充足的IP地址空间，以支持面向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

服务。

企业的IT人员在设计和实施互联网边缘架构时需要满足三个要求：

· 连接速度——企业需要的吞吐率有多高？是否会出现短暂的流量尖峰？

· IP地址空间——小型企业或对互联网服务的依赖性不强的企业与大型企业的IP空间要

求有所不同，后者的业务运营高度依赖于电子邮件服务、远程访问VPN、基于内容或

云计算的互联网服务。

· 可用性——连接速度并不是全部；在主要的互联网连接断开后，如果想继续保持连通

性，架构设计必须通过一个备用互联网连接来提供一个永续的互联网连接。

由于所在的地理区域和使用的服务提供商不同，互联网连接选项也会存在差异。在互联

网物理连接方面，企业组织可以选择电缆、DSL、租用线路或以太网。界定互联网连接

的一个通用标准是到客户地点设备（CPE）（调制解调器、T1 CPE路由器等）的以太

网连接，这是本架构设计的独特之处。

架构概述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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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面向此设计的互联网连接划分 采用互联网边缘5K或10K设计的企业组织通常将获得以下互联网连接速度范围。

表1. 互联网连接速度要求

互联用户数量 互联网连接速度

2,000至4,500 20–50 Mbps

3,000至7,000 35–75 Mbps

6,000至10,000 70–130 Mbps

如果企业需要部署覆盖多个地理位置的广域网连接，通过同时采用广域网和互联网连接

支持同一种服务可实现成本节约。服务提供商可以在运营地点提供硬件来端接广域网

/互联网连接并管理互联网/WAN连接设备。运营商提供的硬件和服务可以减轻运营负

担。企业必须对配置更改所需的时间和配置灵活性进行评估。

下表针对互联网接入平台选择提供了建议。

图2. 互联网接入平台建议

平台 互联网连接速度

3925 高达100Mbps

3945 高达150Mbps

不管采用何种接入方式，本指南的设计和配置讨论部分首先从互联网边缘外部交换机上

的以太网切换(handoff)开始。

互联网

外部交换机

防火墙

互联网CPE设备

架构概述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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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性概述

选择单个还是两个互联网连接应取决于贵企业对连接可用性的要求。互联网连接中断将

导致业务停顿，如果其成本损失高于部署一个备份互联网连接的成本，则应该采用互联

网边缘10K设计。备用互联网连接可在主用互联网连接发生故障时确保与互联网的连接

不中断，虽然有些服务在系统向备用链路切换过程中会出现短暂中断， 但多数出站服

务在几秒钟后即可恢复正常。互联网边缘10K提供：

· 永续的出站互联网接入和入站电子邮件服务。

· 更多入站服务可在发生故障后立刻恢复运行，有些服务的中断时间稍长。

· 没有配置无缝故障切换保护的入站网络服务要求用户进行干预，将域名系统

（DNS）记录指向备用ISP的替代IP地址。为实现更高的网络服务可用性，企业可

以将其网络服务托管在一个并置地点，或者采用完全冗余边界网关协议（BGP）架

构，该架构将把同一个IP地址扩展到不同的ISP。有些企业组织的网络服务要求极高

的互联网可用性，他们应该考虑将这些服务托管在服务供应商的互联网并置地点。

互联网路由

控制互联网入站和出站路由的方法多种多样。BGP和其它动态路由方案可提供多种管

理互联网路由的方法。而对于多数互联用户数量在2000到10,000之间的企业来说，静

态默认路由已足以用来建立与互联网的连接，而且在所有方案中其复杂性最低。

                      读者提示

如果企业的路由要求超出了静态路由能够处理的范畴，请参见《思科大型企业

互联网边缘设计指南》，其中介绍了更加复杂的互联网连接部署：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Security/IE_DG.html

主用/备用和主用/主用互联网连接

互联网边缘10K是一种包含主用和备用互联网连接的永续设计。如果通过主用链路建

立的互联网连接中断，系统将自动切换到备用链路。对于拥有2,000到10,000名互联

用户而且未将重要内容或电子商务托管在其DMZ的企业组织，这些配置已经足以满足

需求。在10K设计中，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ICMP）探针将从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

（Cisco ASA）防火墙发送到一个互联网IP地址。如果防火墙不再收到对探针的回应，

它将切换到备用链路。这种永续性设计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连接保护解决方案，

为用户和电子邮件提供了不间断的互联网连接（通过一个配置正确的DNS）。本文的

‘防火墙’和‘远程接入VPN’章节将对这一功能的配置进行详细讲解。

                        读者提示

10K设计不支持多宿主路由选项，如将BGP用于与多个ISP之间的多个互联网

连接。如需了解有关多宿主互联网连接设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思科设计区中

的《思科大型企业互联网边缘设计指南》：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olutions/Enterprise/Security/IE_DG.html 

架构概述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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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

业务概述

互联网边缘是企业网络与互联网连接的地点， 是网络的周边，在这里公共互联网和企

业网络内部的专有资源互相隔离。蠕虫、病毒和僵尸网络入侵等对网络性能、可用性和

数据安全性构成严重的威胁。除此之外，企业的互联网连接还容易影响员工的生产效率

和导致保密信息泄露。

互联网攻击者威胁着企业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的安全。多数与互联网相连的网络极

易遭到蠕虫、病毒和目标攻击的侵害。企业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其网络、用户数据和客

户信息。此外，多数网络地址必须转换成可在互联网上路由的地址，防火墙即是执行此

功能的逻辑地点。

基于防火墙的网络安全机制必须确保企业的数据资源免遭侦听和篡改，并且它必须能够

防止侵蚀数据资源的蠕虫、病毒和僵尸网络损害主机。此外，防火墙策略必须建立适当

的平衡，以便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不干扰对互联网应用的访问，或妨碍通过外部网VPN

连接访问业务合作伙伴的数据。

目前，防火墙安全已成为每个互联网边缘部署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在保护信息的同

时也可满足企业对安全可靠的网络的需求，同时还能够通过执行策略来保持员工的工作

效率。在行业法规适用的地方，防火墙在帮助企业满足法规要求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

用。法规要求因国家和行业而异；有关具体的法规遵从性要求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技术概述

Cisco ASA防火墙系列位于企业内部网和互联网之间，作为一个基本的基础设施组件，

防火墙能够最大限度抑制网络入侵事件的影响，保持员工的生产效率和数据安全性。

本设计采用了Cisco ASA 5500s来提供互联网边缘防火墙安全性。Cisco ASA 5500s

采取主用/备用对配置，以提供高可用性，确保将防火墙软件维护或硬件故障对互联

网连接的影响降至最低。Cisco ASA以路由模式进行配置， 同时应用了网络地址转换

（NAT）和防火墙策略，并托管了入侵防御系统安全服务模块(AIP-SSMs)来检测和遏制

恶意或有害流量。

本文讨论了两种部署方案，以满足互联网连接的高可用性要求以及在远程接入VPN和防

火墙之间实行设备级分离的运营要求。

互联网边缘5K防火墙设计采用了单个互联网连接，在提供防火墙功能的Cisco ASA对配

置中集成了远程接入VPN功能。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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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互联网边缘5K拓扑

互联网边缘10K防火墙设计采用了两个互联网连接，以支持对互联网的永续访问。另外

一对ASA负责提供远程接入VPN功能，从而实现了更高的可扩展性和运行灵活性。

图7. 互联网边缘10K拓扑

这部分所描述的配置绝大部分是互联网边缘5K和互联网边缘10K设计所共有的。如果某

个部分描述的配置是互联网边缘5K或互联网边缘10K所独有的配置，文中会予以指明。

这些配置适用于任何单机架的Cisco ASA安全设备，但配置示例中的接口名称需要稍作

改动，以适应Cisco ASA 5510上的快速以太网接口。

本设计采用的硬件是根据以下性能参数选出的：

表3. Cisco ASA系列设备性能

Cisco ASA系列产品 吞吐率

Cisco ASA 5510 300 Mbps

Cisco ASA 5520 450 Mbps

Cisco ASA 5540 650 Mbps

互联网

紧缩式

核心+分布层

内部网

DMZ交换机

互联网

服务器

外部交换机

IE路由器

互联网

紧缩式

核心+分布层

内部网

DMZ交换机

互联网

服务器

外部交换机

IE路由器

RA VPN
Cisco ASA 

5520v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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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300
 name InternetEdge
!
spanning-tree vlan 300 root primary
!
interface vlan 300
 description Internet Edge SVI
 ip address 10.4.24.1 255.255.255.224

部署详情

配置防火墙

1. 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2. 应用Cisco ASA初始配置

3. 配置内部路由

4. 配置用户身份验证

5. 配置时间同步和日志

6. 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Cisco ASA可通过命令行界面或图形用户界面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管理器（ASDM）来

进行配置。Cisco ASDM是本部署指南介绍的主要配置方法。此流程使用命令行对ASA

进行初始配置，然后利用Cisco ASDM来管理该配置。

只有高可用性(HA)设备对中的主用Cisco ASA需要进行配置。防火墙高可用性配置流程

将设置HA，并将配置从主用设备同步到备用设备上。

           程序1                 配置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

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是通往企业内部网络的路径。唯一的VLAN用于支持互联网边缘设

备，而路由协议跨该网络与设备建立对等关系。

                        读者提示

此程序假设分布层交换机已根据《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

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了配置。本指南中仅包括支持将防火墙

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1：配置互联网边缘VLAN和交换虚拟接口(SVI)。

流程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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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0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00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interface range TenGigabitEthernet1/1/1, 
TenGigabitEthernet2/1/1
 ip summary-address eigrp 100 10.4.24.0 255.255.248.0

router eigrp 100
  no passive-interface Vlan300

 

hostname IE-ASA5540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nameif inside 
 ip address 10.4.24.30 255.255.255.224
 no shutdown

interface Management0/0
 shutdown

步骤2：配置连接到互联网边缘防火墙的接口。

步骤3：汇总面向核心层的互联网边缘网络范围。

步骤4：在互联网边缘VLAN上配置路由协议，以建立邻接关系。

           程序2                 应用Cisco ASA初始配置

此程序用于配置从内部网络到设备的连接，以支持管理访问。

步骤1：配置设备主机名

步骤2：配置连接到内部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的设备接口。

步骤3：禁用专用管理接口。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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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r eigrp 100 

 no auto-summary
 network 10.4.24.0 255.255.252.0
 redistribute static

 passive-interface default
 no passive-interface inside

object network internal-network
 subnet 10.4.0.0 255.254.0.0
 description The organization’s internal network range

 

username admin password c1sco123 privilege 15 

aaa-server AAA-SERVER protocol tacacs+
aaa-server AAA-SERVER (inside) host 10.4.48.15 SecretKey

aaa authentication enable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ssh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http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entication serial console AAA-SERVER LOCAL

aaa authorization exec authentication-server

          程序3                  配置内部路由

动态路由协议用于在与设备相连的网络和企业内部网络之间轻松配置可达性。

步骤1：在设备上启用增强型内部网关路由协议(EIGRP)。

步骤2：配置设备，以广播其静态定义的路由和互联网边缘范围内的相连网络。

步骤3：配置EIGRP，以便仅跨内部接口与邻接设备建立对等关系。

步骤4：针对内部网络汇总地址配置网络对象。网络对象将在以后的安全策略配置期间

使用。

          程序4               配置用户身份验证

启用身份验证、授权与记账(AAA)来支持访问控制。所有针对网络基础设施设备的管理

访问（SSH和HTTPS）均受到AAA的控制。

 

                      读者提示

本架构中使用的A A A服务器是思科安全身份认证控制系统 (ACS)。Cisco 

Secure ACS的配置在《网络设备身份验证与授权部署指南》中进行讨论。

从基础设施设备到AAA服务器的管理登录采用TACACS+作为主用协议。此外，系统还

针对每个网络基础设施设备定义了一个本地AAA用户数据库，用于在中央TACACS+服

务器不可用时，提供备用身份认证源。

步骤1：配置本地用户来支持备用身份验证。

步骤2：配置TACACS+服务器。

步骤3：配置设备管理身份验证，先使用TACACS+服务器，如果TACACS+服务器不可

用再使用本地用户数据库。

步骤4：配置设备，使用AAAA来进行管理用户授权。

                       技术提示

与Cisco IOS设备不同，如果用户的特权级别为15，基于Cisco ASA防火墙的

用户授权不会自动为他们呈现启用提示。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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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server 10.4.48.17

clock timezone PST -8
clock summer-time PDT recurring

logging enable
logging buffered informational 

 

domain-name cisco.local 
http server enable 
http 10.4.0.0 255.254.0.0 inside 
ssh 10.4.0.0 255.254.0.0 inside 
ssh version 2

snmp-server host inside 10.4.48.35 community cisco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程序5                配置时间同步和日志

作为网络安全设备的重要功能，日志和监控专门支持故障排除和合规审计。

网络时间协议(NTP)用于跨设备网络同步时间。NTP网络通常从权威时间源，如与时间服务

器相连的无线电时钟或原子钟那里获取时间信息。然后NTP在企业网络中分发此信息。

网络设备应设定为与网络中的本地NTP服务器保持同步。本地NTP服务器通常会参考来

自外部来源的更准确的时钟信息。

在设备上可以记录一系列详细信息。信息级日志能够实现信息细节和日志消息数量之间

的理想平衡。级别较低的日志产生的消息较少，但所生成的细节不够，无法用于有效审

核网络活动。级别较高的日志产生的消息数量较多，但其价值不够高，无法体现信息数

量多的优势。

步骤1：配置NTP服务器。

步骤2：配置时区。

步骤3：配置哪些日志存储在设备上。

           程序6               配置设备管理协议

Cisco ASDM要求设备的HTTPS服务器可用。请确保配置中包含支持管理员通过

Cisco ASDM访问设备的网络；ASA可以为单个地址或管理子网提供可控的Cisco 

ASDM访问。

安全HTTP (HTTPS)和安全外壳(SSH)是HTTP和Telnet协议的安全替代品。它们使用安

全套接字层(SSL)和传输层安全(TLS)提供了设备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功能。

使用SSH和HTTPS协议旨在更安全地管理设备。这两种协议均进行了加密以确保机密

性，而不安全协议Telnet和HTTP则被关闭。

启用简单网络管理协议(SNMP)后，能够通过网络管理系统（NMS）对网络基础设施设

备进行管理。SNMPv2c针对只读团体字符串进行了配置。

步骤1：允许内部管理员通过HTTPS和SSH远程管理设备。

步骤2：配置设备，支持从NMS进行SNMP轮询。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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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prim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key failoverkey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polltime unit msec 200 holdtime msec 800 
failover polltime interface msec 500 holdtime 5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4.24.33 255.255.255.248 
standby 10.4.24.34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shut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0
 ip address 10.4.24.30 255.255.255.224 standby 10.4.24.29

配置防火墙高可用性

1. 在主用Cisco ASA上配置高可用性

2. 在永续Cisco ASA上配置高可用性

Cisco ASA设备被设置为一对高度可用的主用/备用设备。之所以采用主用/备用模式而

非主用/主用配置，是因为这种配置可支持将同一个ASA用于防火墙和VPN服务（在主

用/主用配置中VPN功能在ASA上被禁用）。如果主用ASA设备发生故障或需要关闭以

进行维护，备用ASA设备将代为执行所有主用防火墙、IPS和VPN功能。在主用/备用配

置中，在同一时间只有一台设备传输流量；因此，必须对Cisco ASA进行容量评估，以

便设备对中的任何一台设备都能独自处理所有流量。

故障切换设备对中的两台设备必须是同一型号，拥有相同的特性许可证和AIP-SSM（如

果安装了该模块）。要启用故障切换，备用ASA设备必须开启而且必须与主用设备位于

同一网络。

每个ASA上会有一个接口被配置为状态同步化接口，ASA将利用这一接口共享配置更

新、确定高可用性（HA）设备对中的哪台设备处于活动状态，并为活跃连接交换状态

信息。故障切换接口承载着状态同步化信息。所有会话状态信息都通过这一接口从主用

设备复制到备用设备。由于数据量可能非常庞大，我们建议将这个接口用作专用接口。

在默认状态下，ASA从故障中恢复正常运行需要2到25秒。通过调整故障切换轮询时

间，可将这一时间降低到0.5到5秒。对于一个容量符合要求的ASA，缩短轮询时间不会

影响其性能，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了故障切换过程中用户的停机时间。但是，我们不建议

将故障切换时间间隔缩短到本指南中这些值以下。

          程序1               在主用Cisco ASA上配置高可用性

这个程序描述了如何配置主用/备用故障切换机制。主用/备用设备对中两台设备的故障

切换密钥值必须匹配。该密钥用于两个目的：一是用于两台设备彼此验证，二是保护两

台设备之间的状态同步化信息，这些信息非常重要，在发生故障切换时能够保证Cisco 

ASA设备对保持现有连接的持续运行。

步骤1：在主用Cisco ASA上，启用故障切换。

步骤2：将Cisco ASA配置为高可用性设备对的主用设备。

步骤3：配置故障切换接口。

步骤4：为了最大限度缩短故障切换期间的停机时间，请调整故障切换轮询时间。

步骤5：配置故障切换接口IP地址。

步骤6：启用故障切换接口。

步骤7：配置内部接口的备用IP地址。

流程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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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over 

failover lan unit secondary

failover lan interface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key failoverkey
failover replication http
failover link failover GigabitEthernet0/2

failover polltime unit msec 200 holdtime msec 800 
failover polltime interface msec 500 holdtime 5

failover interface ip failover 10.4.24.33 255.255.255.248 
standby 10.4.24.34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0/2
 no shut

IE-ASA5540# show failover state

               State          Last Failure Reason      Date/Time
This host  -   Primary
               Active         None
Other host -   Secondary
               Standby Ready  None

====Configuration State===
        Sync Done
====Communication State===
        Mac set

          程序2               在永续Cisco ASA上配置高可用性

步骤1：在备用Cisco ASA上，启用故障切换。

步骤2：将Cisco ASA配置为高可用性设备对的备用设备。

步骤3：配置故障切换接口。

步骤4：为了最大限度缩短故障切换期间的停机时间，请调整故障切换轮询时间。

步骤5：配置故障切换接口IP地址。

步骤6：启用故障切换接口。

步骤7：为验证Cisco ASA设备间的备用同步，在主用设备的命令行界面，发出show 

failover state命令。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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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管理DMZ 

1. 配置DMZ交换机 

2. 配置隔离区接口

3. 配置DMZ路由

4. 配置DMZ安全策略

防火墙的隔离区(DMZ)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域。企业将网络服务

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非情况特殊，通常不允许这些设备与内

部网络建立连接。

设备管理就属于特殊情况之一。然而，防火墙上的安全策略仍必须限制哪些流量可以从

DMZ流入，因为DMZ中的设备可能会为内部网络带来安全风险。

为了简化安全策略的配置，请创建一个专门的DMZ，用于管理仅与DMZ相连的设备或

是防火墙外部的设备。

DMZ网络通过VLAN中继连接到ASA的千兆以太网接口，以便在必须增加新的VLAN来

连接更多DMZ时实现最大的灵活性。该中继将ASA连接到3750x交换机堆叠，以提供永

续性。

Cisco ASA上的DMZ接口将获得一个IP地址，它将作为DMZ网络的默认网关。DMZ交

换机将被配置为仅提供二层交换功能；除了管理DMZ VLAN之外，DMZ交换机没有面

向任何VLAN的交换虚拟接口(SVI)。这一SVI用于对交换机进行带内管理。

图8. DMZ VLAN拓扑和服务
流程

互联网

VLAN中继

DMZ
交换机

互联网服务

访客

访客

电子邮件DMZ VLAN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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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23
spanning-tree vlan 1123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23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Vlan1123
 description In-band management
 ip address 192.168.23.5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p default-gateway 192.168.23.1

          程序1               配置DMZ交换机

读者提示

此程序假设局域网交换机已根据《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

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了配置。本指南中仅包括支持将防火墙

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1：将DMZ交换机设定为管理VLAN的生成树根。

步骤2：配置与设备相连的接口。

步骤3：为交换机配置一个IP地址，以便能够通过带内连接对其进行管理。

步骤4：将设备配置为DMZ交换机的默认路由。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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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2              配置隔离区接口

步骤1：从内部网络上的客户端，转至防火墙的内部IP地址，并启动Cisco ASA安全设

备管理器。（例如：https://ie-asa5540.cisco.local/)

步骤2：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中，点击连接到DMZ交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3：点击Edit（编辑）。

步骤4：在Edit Interface（编辑接口）窗口，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口），然

后点击OK。

步骤5：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6：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窗口中，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中

选择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7：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23)

步骤8：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

如：1123)

步骤9：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dmz-management)

步骤10：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50。

步骤11：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168.23.1)

步骤12：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步骤13：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4：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15：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在Standby IP address（备用IP地址）栏

中，针对您刚刚创建的接口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如：192.16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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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6：选择Monitored（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3                配置DMZ路由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Routing（路由） 

> EIGRP > Setup（设置）。

步骤2：在Networks（网络）选项卡上，点击Add（添加）。

步骤3：在Add EIGRP Network（添加EIGRP网络）对话框中，在IP Address（IP地

址）框中，输入汇总所有DMZ网络的地址。（例如：192.168.16.0)

步骤4：在Netmask（子网掩码）框中，输入DMZ汇总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

如：255.255.248.0)

步骤5：在Setup（设置）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防火墙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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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4               配置DMZ安全策略

技术提示

对于企业的策略和管理要求而言，每个安全策略都是独一无二的。本文中的示

例旨在阐明策略配置理念。

管理DMZ服务为DMZ中的设备以及防火墙外部的设备提供内部网络连接。这一连接仅

限于维护和运行设备所需的协议。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首先，您将支持管理DMZ中的设备与内部网络进行通信，以实现管理和用户身份验证。

步骤2：点击Add（添加）> 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3：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4：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5：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为管理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如：

dmz-management-network/24)

步骤6：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汇总内部网络的网络对象。（例如：

internal-network)

步骤7：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ftp, tcp/ftp-data, tcp/tacacs, udp/ntp, 

udp/syslog，然后点击OK。

接下来，您可以通过创建汇总了所有D M Z网络的网络对象，来简化安全策略的

配置。面向大型企业的 I B A智能业务平台中所部署的所有D M Z网络均可汇总为 

192.168.16.0/21。

步骤8：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步骤9：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10：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为网络汇总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networks)

步骤11：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Network（网络）。

步骤12：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汇总了所有DMZ网络的地址。（例如：

192.16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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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Netmask（子网掩码）框中，输入DMZ汇总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

如：255.255.248.0)

接下来，鉴于开放访问会带来安全风险，您将拒绝从DMZ访问所有其它网络。

步骤14：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

则）。

步骤15：点击Add（添加）> 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16：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17：Action（行动）选择Deny（拒绝）。

步骤18：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在步骤9中创建的网络对象，然后点击OK。

（例如：dmz-networks）

步骤19：在Access Rule（访问规则）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配置防火墙互联网边缘

1. 配置外部交换机

2. 配置主用互联网路由

3. 配置永续互联网路由

4. 配置地址转换

5. 配置安全策略

根据企业对互联网接入的可用性要求，互联网连接也有所不同。有两种连接方案：

· 互联网边缘5K使用单个互联网连接，通过一个路由器承载互联网流量。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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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互联网边缘5K ISP连接性

· 互联网边缘10K使用两个互联网连接，通过两个路由器（主用和备用ISP路由器）承

载互联网流量。

图10. 互联网边缘10K ISP连接性

企业应该制定一个IT安全策略，以便在定义防火墙策略时作为参考。如果没有明文规定

的安全策略，企业通常很难制定防火墙策略，因为无法保证实施一套统一的策略。

互联网

主用

ISP

主用

ISP路由器

外部交换机

主用ASA
备用ASA

主用ASA

互联网

主用ISP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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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

备用ASA主用ASA

VLAN 16&17

中继到ASA

主用ISP

路由器

探测目的地

172.18.1.1

IP-SLA探测

主用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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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6
 name ISP-A
!
vlan 17
 name ISP-B
!
spanning-tree vlan 16,17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3
 description ISP-A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6
 switchport host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23
 description ISP-B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7
 switchport host

策略建议

网络安全策略基本可分为两种：‘白名单’策略和‘黑名单’策略。白名单策略提供了

更为严密的安全屏障，因为除明令可以放行的流量外，所有流量都将被拦截。但是，白

名单策略有可能会干扰网络应用而且使用起来难度较大，因为每个新应用都必须获得许

可才能通过防火墙。白名单策略很容易识别，因为最后一个访问规则会拒绝所有流量

（即“deny ip any any”）。白名单策略最适用于从互联网访问DMZ服务的流量。

要有效地定义白名单安全策略，需要以下信息：

· 什么应用会在网络上使用？

· 能否在协议级别描绘应用流量的特征？

· 如果安全策略干扰了应用，能否提供详细的应用行为描述，来加速故障排除？ 

黑名单策略通常更适合内部网络对互联网的连接请求。这种策略的操作负担较轻，并最

大限度降低了安全策略干扰互联网应用的可能性。黑名单策略与白名单策略恰恰相反，

它只拦截被明确拒绝的流量。通常应用被拦截是因为企业政策的规定，或者是因为它们

容易将企业暴露在恶意流量之下。您可以通过最后一个访问规则来识别黑名单；该规则

集会放行所有未被拒绝的流量（即“permit ip any any”）。

在某些情况下，商业价值高的流量（如网络内容）与没有商业价值的流量（如恶意软

件和娱乐内容）很难区分。作为Cisco ASA的附属设备，Cisco IronPort Web安全设

备(WSA)能够对包含恶意软件或对用户工作效率有负面影响的流量进行过滤。此外，

Cisco IPS可用来拦截嵌入被放行应用中的恶意流量。本文的IPS和Web安全部分讨论了

IronPort WSA和IPS的概念及配置。

            程序1               配置外部交换机

读者提示

此程序假设局域网交换机已根据《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

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了配置。本指南中仅包括支持将防火墙

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1：在外部交换机上，为每个ISP配置VLAN。

步骤2：配置连接到ISP路由器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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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3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3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6,17
 switchport mode trunk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FastEthernet0
 description DMZ-3750X Gig1/0/3
 ip address 192.168.23.6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p default-gateway 192.168.23.1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7
 description OUT-2960Sa Fas0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17
 description OUT-2960Sa Fas0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17, GigabitEthernet2/0/17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23
 switchport host
 no shutdown

 
步骤3：配置与设备相连的接口。

步骤4：为外部交换机配置IP。

步骤5：将防火墙设备配置为默认路由。

步骤6：在DMZ交换机上，将与外部交换机相连的接口配置为处于管理DMZ中。

         程序2                配置主用互联网路由

步骤1：从内部网络上的客户端，转至防火墙的内部IP地址，然后启动Cisco ASA安全

设备管理器。（例如：https://ie-asa5540.cisco.local/)

步骤2：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中，点击连接到外部交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3)

步骤3：点击Edit（编辑）。

步骤4：在Edit Interface（编辑接口）对话框中，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

口），然后点击OK。

步骤5：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6：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对话框中，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

中选择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3)

步骤7：在VLAN ID框中，输入主用互联网VLAN的VLAN编号。（例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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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主用互联网VLAN的VLAN编号。(例如:16)

步骤9：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outside-16)

步骤10：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0。

步骤11：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72.16.130.124)

步骤12：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步骤13：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4：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15：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在Standby IP Address（备用IP地址）栏

中，针对您刚刚创建的接口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如：172.16.130.123)

步骤16：选择Monitored（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接下来，您将创建到主用互联网CPE地址的默认路由。

步骤17：在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 Routing（路由） 

> 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18：在Add Static Route（添加静态路由）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在步骤6中创建的接口。（例如：outside-16)

步骤19：在Network（网络）框中，输入0.0.0.0/0.0.0.0。

步骤20：在Gateway IP（网关IP）框中，输入主用互联网CPE的IP地址，然后点击

OK。（例如：172.16.1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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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1：在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程序3                配置永续互联网路由

如果需要永续的互联网接入，即采用互联网10K设计时，ASA的GigabitEthernet 0/3

将被配置为到外部交换机的VLAN中继。该VLAN中继可支持ASA针对上游互联网路由

器——互联网CPE-1和互联网CPE-2使用独立的VLAN。

主用路由承载的度量值为1，表示此路由是首选路由；主用路由的可用性取决于它所附

带的‘track 1’对象的状态。路由跟踪配置定义了ISP-1网络中的目标，ASA将向此目

标发送ICMP探针(ping)，以确定网络连接是否处于活动状态。目标是主用服务提供商网

络上的一个对象，如可通过跟踪路由发现的中间路由器等等。

被跟踪对象应该位于主ISP的网络中。之所以跟踪主用ISP网络中的对象是因为，如果

到该对象的路由畅通，那么到这个点的所有连接都运行正常，包括：ASA到客户端路由

器的连接、广域网连接和ISP网络内部的多数路由。如果被跟踪对象不可达，可能通往

主ISP的路由已中断，ASA应选择备用ISP的路由。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步骤2：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3：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对话框中，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

中选择在程序2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3)

步骤4：在VLAN ID框中，输入永续互联网VLAN的VLAN编号。（例如：17)

步骤5：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永续互联网VLAN的VLAN编号。

（例如：17)

步骤6：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outside-17)

步骤7：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0。

步骤8：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72.17.130.124)

步骤9：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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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12：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在Standby IP Address（备用IP地址）栏

中，针对您刚刚创建的接口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如：172.17.130.123）

步骤13：选择Monitored（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接下来，您将编辑到主用互联网CPE地址的默认路由。

步骤14：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Routing（路由） 

> 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

步骤15：选择在程序2中创建的默认路由，然后点击Edit（编辑）。

步骤16：在Edit Static Route（编辑静态路由）对话框中，在Options（选项）窗格，

选择Tracked（跟踪）。

步骤17：在Track ID（跟踪ID）框中，输入1。

步骤18：在Track IP Address（跟踪IP地址）框中，在ISP云中输入IP地址。（例如：

172.18.1.1)

步骤19：在SLA ID框中，输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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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0：在Target Interface（目标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接口，然后点

击OK。（例如：outside-16)

步骤21：在Information（信息）对话框中，点击OK。

接下来，您将创建到永续互联网CPE地址的备用默认路由。

步骤22：在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 Routing（路由） 

> 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23：在Add Static Route（添加静态路由）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在步骤6中创建的永续互联网连接接口。（例如：outside-17)

步骤24：在Network（网络）框中，输入0.0.0.0/0.0.0.0。

步骤25：在Gateway IP（网关IP）框中，输入主用互联网CPE的IP地址。（例如：

172.17.130.126) 

步骤26：在Metric（度量值）框中，输入254，然后点击OK。

步骤27：在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接下来，您将通过互联网-CPE-1地址为被跟踪对象添加一个主机路由。这将确保指向

被跟踪对象的探针始终使用主ISP连接。

步骤28：在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 Routing（路由） 

> 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29：在Add Static Route（添加静态路由）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在程序2中创建的主用互联网连接接口。（例如：outside-16)

步骤30：在Network（网络）框中，输入用于在主用默认路由中进行跟踪的IP地址。

（例如：172.18.1.1/32)

步骤31：在Gateway IP（网关IP）框中，输入主用互联网CPE的IP地址，然后点击

OK。（例如：172.16.1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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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2：在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33：在Cisco ASDM中，更新配置。

步骤34：您可以转至Monitoring（监控） > Interfaces（接口） > Connection outside-16

（连接外部-16） > Track Status for id-1（id-1跟踪状态），监控被跟踪对象的可达性。

           程序4               配置地址转换

在完成这一程序前，将无法从内部网络访问互联网。只有通过执行本程序，互联网流量

才能获准进入内部网络和DMZ；内部网和DMZ网络使用的是不能在互联网上路由的专

用(RFC 1918)地址，因此ASA必须将专用地址转换为可在互联网上路由的外部地址。在

本配置中，所有内部地址都将转换成外部接口上的公共地址。

技术提示

由于采用了这里描述的地址转换配置，ASA将使用其默认访问规则集。请仔细

评估预期流量；如果默认规则准许的任意流量不应通过，那么应关闭接口，直

到防火墙规则集完全配置好再打开。

互联网边缘5K和互联网边缘10K设计中的NAT配置有些不同。两种设计中的大部分配置

相同，但在互联网边缘10K设计中，需要执行一些额外步骤来配置两个外部接口。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步骤2：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3：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为地址转换输入一个描述。（例如：internal-network-ISPa)

步骤4：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Network（网络）。

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汇总了所有内部网络的地址。（例如：

10.4.0.0)

步骤6：在Netmask（子网掩码）框中，输入内部汇总子网掩码。（例如：255.2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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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点击两个向下箭头。NAT窗格展开。

步骤8：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

步骤9：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Dynamic PAT (Hide)（动态PAT（隐藏））。

步骤10：在Translated Addr（转换的地址）框中，输入主用互联网连接接口的名称，

然后点击OK。（例如：outside-16)

步骤11：在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2：如果您使用的是具备永续互联网连接的互联网边缘10k设计，请针对永续互联

网连接重复步骤1 – 步骤11。

如果您使用的是互联网边缘5k设计，请进行下一程序。

             程序5             配置安全策略

配置安全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只拦截那些从内网流向DMZ或互联网、包含高风险服务的

流量，除此之外，其它所有的流量将被放行。

Telnet就是高风险网络服务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所承载的所有数据均未进行加密。这会

带来巨大风险，因为截获这些数据的主机有可能浏览敏感数据。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首先，您将添加一个规则，拒绝内部网络向外发送Telnet请求。

步骤2：点击Add（添加）> 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3：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4：Action（行动）选择Deny（拒绝）。

步骤5：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汇总内部网络的网络对象。（例如：internal-network)

步骤6：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telnet，然后点击OK。

接下来，您将添加一个规则，允许来自内部网络的所有其它流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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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点击Add（添加）> 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

步骤8：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9：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10：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汇总内部网络的网络对象。（例如：internal-

network)

步骤11：取消选择Enable Logging（启用日志），然后点击OK。

步骤12：在Access Rule（访问规则）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配置Web DMZ

1. 配置DMZ交换机

2. 配置DMZ接口

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4. 配置安全策略

防火墙的隔离区(DMZ)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域。企业将网络服务

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非情况特殊，通常不允许这些服务器与

内部网络建立连接。

在此流程中，DMZ将配置为支持您在现场托管互联网可访问的web服务器。

DMZ网络通过VLAN中继连接到ASA的千兆以太网接口，以便在必须增加新的VLAN来

连接更多DMZ时实现最大的灵活性。该中继将ASA连接到一个3750x接入交换机堆叠，

以提供永续性。Cisco ASA上的每个DMZ VLAN接口都将获得一个IP地址，作为每个

VLAN子网的默认网关。DMZ交换机只提供二层交换功能；DMZ交换机的VLAN接口未

分配IP地址，只有一个VLAN接口带有一个IP地址，用于对交换机进行管理。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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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16
spanning-tree vlan 1116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16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图11. DMZ VLAN拓扑和服务

安全VLAN的数量可随意确定。本设计展示了一个安全网络的示例。如果需要在一个面

向互联网的DMZ中连接多种类型的主机，有必要按照功能的不同对DMZ进行分区，特

别是考虑到向互联网开放的主机极易遭受攻击，因此决不能让其成为通往其它主机的跳

板。但是，DMZ VLAN之间的流量应保持最少。在单个VLAN上放置几个必须共享数据

的服务器有助于提高性能并减少网络设备的负载。

技术提示

将DMZ连接设置为一个VLAN中继线，可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程序1                 配置DMZ交换机

读者提示

此程序假设局域网交换机已根据《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

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了配置。本指南中仅包括支持将防火墙

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1：将DMZ交换机设定为包含WLC的VLAN的生成树根。

步骤2：配置与设备相连的接口。

互联网

VLAN中继

DMZ
交换机

互联网服务

访客

访客

电子邮件DMZ VLAN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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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
 description Webserver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16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步骤3：配置连接到web服务器的接口。

          程序2               配置DMZ接口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中，点击连接到DMZ交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2：点击Edit（编辑）。

步骤3：在Edit Interface（编辑接口）对话框中，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

口），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5：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对话框中，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

中选择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6：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16)

步骤7：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16)

步骤8：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dmz-web)

步骤9：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50。

步骤10：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168.16.1)

步骤11：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步骤12：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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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 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14：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在Standby IP address（备用IP地址）栏

中，针对您刚刚创建的接口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如：192.168.16.2)

步骤15：选择Monitored（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程序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DMZ网络使用的专用网(RFC 1918)地址无法在互联网上路由，因此防火墙必须将web

服务器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如果存在永续的互联网连接，web服务器可

以针对每个ISP提供地址转换。这种永续配置（为完整起见此处进行了展示）要求对

DNS记录进行修改，以便当主用互联网连接不可用时，将入站请求指向永续web服务器

地址。

下表中以示例方式列出了与DMZ地址相对应的公共IP地址。

表4. DMZ地址映射

Web服务器DMZ地址
Web服务器公共地址（NAT转换之后外

部可路由）

192.168.16.100 172.16.130.100 (ISP-A)

172.17.130.100 (ISP-B)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接下来，您将在主用互联网连接上，为web服务器的IP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2：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3：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字）框中，

为web服务器的公共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outside-webserver-ISPa)

步骤4：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web服务器的公共IP地址，然后点击OK。

（例如：172.16.1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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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在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接下来，你将web服务器的专用DMZ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7：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8：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字）框中，

为web服务器的专用DMZ 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webserver-ISPa)

步骤9：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10：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web服务器的专用DMZ IP地址。（例

如：192.168.16.100)

步骤11：点击两个向下箭头。NAT窗格展开。

步骤12：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

步骤13：在Translated Addr（转换的地址）列表中，选择在步骤2中创建的网络对

象。（例如：outside-webserver-ISPa)

步骤14：点击Advanced（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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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5：在Advanced NAT Settings（高级NAT设置）对话框中，在Destination 

Interface（目的地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的接口名称，然后点击OK。

（例如：outside-16)

步骤16：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17：在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8：如果您使用的是具备永续互联网连接的互联网边缘10k设计，请针对永续互联

网连接重复此程序。

如果您使用的是互联网边缘5k设计，请进行下一程序。

          程序4                配置安全策略

Web DMZ可为互联网提供HTTP 和HTTPS服务， 从而能够支持员工/合作伙伴web门户

访问、基本客户服务与支持、小规模电子商务或B2B服务或其它适当的任务。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2：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其他网络。

接下来，您将在所选择的规则之上插入一个新的规则。

步骤3：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4：在Internet Access Rule（互联网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

列表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5：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6：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为web 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

（例如：dmz-web-network/24)

步骤7：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http, tcp/https，然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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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在Access Rule（访问规则）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防火墙总结

本章节介绍的概念和配置面向：

· 路由至互联网

· 防火墙管理与监控

· 网络内NAT与防火墙策略建议 

· 针对互联网可访问web服务器的DMZ配置

最后，我们讨论了Cisco ASA防火墙的主用/备用故障切换机制及其配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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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防御

业务概述

互联网服务已成为当今许多企业组织日常运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安全的互联网连

接，同时防止恶意内容侵入企业组织的网络对于保持员工的工作效率至关重要。除了为

客户端提供互联网访问之外，企业组织还普遍需要为合作伙伴及客户提供一个网站，以

便他们能够访问企业的相关信息。将公司信息置于互联网上之后，企业组织面临着数据

受损的风险，这些风险来自于以开放的网络服务为目标的攻击。企业组织如果想有效利

用互联网资源，必须实施能够解决上述所有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概述

蠕虫、病毒和僵尸网络对企业组织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为了将网络入侵的危害降

至最低，您可以部署入侵防御系统(IPS)和入侵检测系统(IDS)，为互联网边缘防火墙准

许通过的流量增加一层保护。IPS技术作为防火墙的有益补充，可检查防火墙策略所准

许的流量是否存在攻击行为。如果IPS检测出攻击，它将丢弃该恶意流量并发出告警信

息。IPS安全服务模块(AIP-SSM)也可以采用IDS模式运行，能够检测攻击并发出告警，

但不会丢弃攻击流量。在最初部署IPS时将AIP-SSM部署为IDS模式非常有益，这样可

以确保流量不受到任何影响。

此设计针对互联网边缘Cisco ASA 5500系列防火墙中的IPS服务采用了思科自适应检

测防御安全服务模块(AIP-SSM)。此设计根据企业的性能要求提供了多种方案。对于

互联网边缘5K，我们建议采用带AIP-SSM-20的Cisco ASA 5520。AIP-SSM-20可针对

IPS检测支持高达375 Mbps的流量。对于规模较大的网络，如互联网边缘10K，带AIP-

SSM-40的Cisco ASA 5540可针对IPS检测支持高达650 Mbps的流量。须谨记的是，互

联网边缘防火墙和IPS所要处理的流量不仅仅包括员工的互联网流量。其它流量还包括

访问DMZ服务器的内部流量、无线访客流量、站点间VPN和远程访问VPN流量，它们

使得对互联网边缘防火墙和IPS的吞吐率要求远远高于对互联网连接速度的要求。

图12. 通过ASA和AIP-SSM的数据包流

集成在ASA中的AIP-SSM必须通过ASA才能实现高可用性服务。互联网边缘的ASA采用

了主用/备用配置；如果主用ASA发生故障，备用ASA将接管所有的防火墙操作，备用

ASA中的IPS模块将负责检测流量。

ASA防火墙策略所检查的流量

如果被防火墙策略拒绝，该流
量将被丢弃

符合策略要求的流量被发送到
IPS模块

符合信誉过滤条件或GC调整风
险估值为90+的流量将被丢弃

合格的流量被发回ASA

应用VPN访问策略（如果存
在），然后将流量发送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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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IPS处理流程图

Cisco IPS可基于信誉做出有关许可还是拦截流量的明智决定。Cisco IPS使用信誉的方

式主要有两种：

· 信誉过滤器：一个有关曾经被恶意群体劫持或拥有的所有IP地址的小型列表

· 全局关联检测：一个根据以往行为表现评估IP地址的系统。

信誉过滤器使IPS能够在执行任何重大检测操作之前拦截所有来自已知不良地址的流

量。全局关联检测同时采用了攻击者信誉机制和与签名相关联的风险评估，形成了一种

新的风险评估机制，能够过滤那些有可能携带恶意内容的流量。

签名检查

异常检测

全局关联

图14. 风险评级的信誉效应

读者提示

如需详细了解流量如何通过Cis c o ASA和AIP-S SM的组合进行传输，请

访问：http://www.cisco.com/en/US/docs/security/asa/asa84/asdm64/

configuration_guide/modules_ips.html#wp1087140

预处理

IPS信誉过滤器

签名检查

异常检测

全局关联 决策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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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

标准模式 攻击者的信誉

初始风险

评估

蓝色  拒绝数据包 红色  拒绝攻击者

http://www.cisco.com/en/US/docs/security/asa/asa84/asdm64/configuration_guide/modules_ips.html#wp108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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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19
 description IE-SSM40a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19
 description IE-SSM40b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19, GigabitEthernet2/0/19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00
 switchport host 

ASA5540# session 1
Opening command session with slot 1.
Connected to slot 1. Escape character sequence is ‘CTRL-^X’.

login: cisco 
Password:[password]

部署详情

配置AIP-SSM的第一步是从ASA进入相应的模块，建立基本的网络连接信息，如IP地

址、网关和访问列表等，以支持对GUI的远程访问。基本设置完成后，通过一个GUI就

可以轻松完成配置，例如从Cisco ASA安全设备管理器（ASDM）启动的IPS设备管理

器或IPS Manager Express (IME)。

配置AIP-SSM

1. 完成初始设置

2. 完成启动向导

3. 配置策略

4. 修改内置（inline）安全策略

5. 配置永续AIP-SSM 

          程序1                完成初始设置

步骤1：配置连接到AIP-SSM管理接口的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接口。

步骤2：从Cisco ASA设备进入模块。

登录ASA之后，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可以访问SSM模块。

IPS模块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是cisco/cisco。如果这是您首次登录此传感器，系统会提

示您更改密码。输入当前密码，然后再输入一个新密码。将密码更改为一个符合企业安

全策略要求的新密码。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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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setup 
Enter host name[sensor]: IE-SSM40a 
Enter IP interface[]: 10.4.24.27/27,10.4.24.1
Modify current access list?[no]: yes 
Current access list entries:
   No entries 
Permit: 0.0.0.0/0
Permit:  
Use DNS server for Global Correlation?[no]: yes   
   DNS server IP address[]: 10.4.48.10 
Use HTTP proxy server for Global Correlation?[no]: no
Modify system clock settings?[no]: no
Participation in the SensorBase Network allows Cisco to 
collect aggregated statistics about traffic sent to your IPS. 
SensorBase Network Participation level?[off]: partial
Do you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nsorBase Network?[no]:yes

[0] Go to the command prompt without saving this config. 
[1] Return to setup without saving this config. 
[2] Save this configuration and exit setup. 
[3] Continue to Advanced setup. 
Enter your selection[3]: 2 

Warning: The node must be rebooted for the changes to go into 
effect.
Continue with reboot? [yes]:yes

 

步骤3：运行setup命令。

现在您将配置第二个模块。

步骤4：要返回至Cisco ASA命令行，请输入exit（退出）。

步骤5：针对备用ASA上的第二个AIP-SSM，登录至CLI，重复步骤3来配置基本网络连接。

技术提示

第二个AIP-SSM必须使用与第一个AIP-SSM不同的主机名和IP地址，以免监

控系统造成混淆。在本例中，备用SSM的主机名和IP地址分别是SSM-40-B和

10.4.24.28。

           程序2              完成启动向导

现在您将连接至Cisco ASDM中的传感器。

步骤1：从内部网络上的客户端，转至防火墙的内部IP地址，并启动Cisco ASA安全设

备管理器。（例如：https://ie-asa5540.cisco.local/)

步骤2：点击Configuration（配置）选项卡，然后点击IPS。

步骤3：在Connecting to IPS（连接至IPS）对话框中，输入在IPS传感器上指定的用户

名和密码，然后点击Continue（继续）。

Cisco ASDM将从IPS传感器导入当前的配置，主窗口将显示启动向导开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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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点击Launch Startup Wizard（运行启动向导）。 步骤5：在Startup Wizard（启动向导）中：在Sensor Setup（传感器设置）页面，

输入NTP服务器和该服务器的所有必要证书，设定时区和夏令时设置，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入侵防御2012年下半年



46

         程序3                配置策略

现在您必须确定传感器模式。在IPS模式中，传感器内嵌在流量路径中。在这种模式

中，传感器会检测并能够丢弃恶意流量。而在IDS模式中，流量的一个副本会被动发送

至传感器。传感器会对其进行检查，如果属于恶意流量将发出告警。IPS模式能够更好

地防御来自互联网的各种威胁，而且降低了在此网段拦截重要流量的风险，特别是与基

于信誉的技术结合使用时。您可以将IDS模式作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案部署，以观察IPS

会对网络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哪些流量将被拦截。在了解了对网络的影响并作了必要的调

试后，可以轻松地将传感器更改为IPS模式。

步骤1：在Startup Wizard：Traffic Allocation（启动向导：流量分配）中，点击Add

（添加）。

步骤2：如果您正在配置IPS策略，接受默认设置以检测所有流量，然后点击OK。

如果您正在配置 I D S策略，Traf f ic  Insp e ct ion  Mo de（流量检测模式）选择

Promiscuous（混合），然后点击OK。

步骤3：一个全局策略已经配置完毕并准备应用于传感器。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4：在Confirm Configuration Changes（确认配置更改）对话框中，点击Ye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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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要将策略应用于接口，在左侧窗口中，点击Policies（策略） > IPS：Policies

（IPS：策略），然后点击Edit（编辑）。

步骤6：在Edit Virtual Sensor（编辑虚拟传感器）对话框中，选择Assigned（已分

配），点击Assign（分配），然后点击OK。

步骤7：要完成设置，点击Apply（应用）并保存ASA配置。

如果您配置的是IPS策略，请继续下一程序。

如果您配置的是IDS策略，请跳过下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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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4                修改内置（inline）安全策略

（可选）

如果您选择运行IPS模式，传感器将被配置为丢弃高风险流量， 默认情况下，这意味着

如果风险评估值达到90，系统会发出告警；或者如果流量来自一个信誉不良的IP地址而

且风险评估值达到90或更高，传感器将丢弃该流量。如果由于源地址的信誉不良导致

风险评估值达到100，那么传感器将丢弃来自该IP地址的所有流量。

当风险阈值设为90时，IPS丢弃非恶意流量的概率非常低。然而，如果您想采取更为保

守的策略，请将风险阈值提高至100。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IPS > Policies（策略） > Event Action Rules

（事件操作规则） > rules0。

步骤2：在Risk Category（风险类别）选项卡中，选择HIGHRISK，然后点击Edit（编辑）。

步骤3：在Edit Risk Level（编辑风险级别）对话框中，在Risk Threshold（风险阈值）

框中输入100，然后点击OK。

步骤4：要完成设置，点击Apply（应用）并保存ASA配置。

            程序5              配置永续AIP-SSM

步骤1：从内部网络上的客户端，转至备用防火墙的内部IP地址，并启动Cisco ASA安

全设备管理器。（例如：https://ie-asa5540-standby.cisco.local/)

步骤2：要配置第二个IPS，采用名称IE-SSM40a和IP地址10.4.24.28/27重复程序2–程

序4。

总结

企业面临着来自互联网的大量安全威胁。部署在企业互联网边缘的Cisco IPS能够帮助

企业有效识别和拦截恶意流量，并提高了互联网服务的可用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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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接入VPN

业务概述

许多企业组织需要为不同地点的用户提供网络连接，使其能够访问企业组织的数据资

源。员工、承包商和合作伙伴可能需要在旅途中、在家中或从其它远离企业的地点访问

网络。远程连接应能够支持：

· 多种终端设备

· 无缝访问联网数据资源

· 身份验证与策略控制功能与企业正在使用的身份验证资源相集成

· 加密安全措施可防止将敏感信息泄露给偶然或故意截获企业数据的非授权方。

技术概述

Cisco ASA系列支持IPsec、web门户、用于客户端远程接入的全隧道SSL VPN以及用

于站点间VPN的IPsec。此章节介绍了支持远程接入的SSL VPN基本配置。

建议需要完整网络连接的远程用户使用Cisco AnyConnect安全移动客户端。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使用SSL，可支持自动下载和安装。与IPsec相比，SSL访问的灵活性

更高，而且支持的接入地点更多，因为极少有公司会将HTTPS访问阻挡在其网络之外。

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远程接入VPN设计：

· 在互联网边缘5K设计中，远程接入VPN (RAVPN)集合与防火墙Cisco ASA设备对相

集成——这种设计可降低资本投资，并减少网络工程员工所需管理的设备数量。

· 在互联网边缘10K设计中，远程接入VPN集合部署在一对独立的Cisco ASA上——这

种设计提供了更高的运营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同时为现有RAVPN安装提供了一条简

单的升级路径。

本文介绍了如何配置通过Cisco AnyConnect建立SSL连接的的远程接入VPN。该配置

阵地不同的接入方法分成了多个章节，首先介绍的是所有接入方法通用的配置。互联网

边缘5K和互联网边缘10K的配置可提供相同的功能，因此不管用户选择哪种设计，他们

都能获得一致的体验。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介绍的配置是互联网边缘5K和互联网边

缘10K设计所共有的。

本设计采用的硬件是根据以下性能参数选出的：

表5. 硬件性能

Cisco ASA系列产品 最大IPsec VPN会话数 最大SSL VPN会话数

Cisco ASA 5510 250 250

Cisco ASA 5520 750 750

Cisco ASA 5540 5000 2500

每个远程访问策略都需要不同的VPN组。本设计包含三个VPN组：

· 管理用户——由采用RADIUS协议的思科安全访问控制服务器(ACS)进行身份验证，并

具有本地用户名和密码回退选项。这样可以确保在思科安全ACS或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服务器关闭时VPN连接仍然可用。管理用户可以完全访问整个网络。

· 员工——由思科安全ACS进行身份验证，并可以访问整个网络。

· 合作伙伴——由思科安全ACS进行身份验证，虽然他们使用全隧道VPN策略，但为隧

道配置的一个访问列表可限制他们对某些特定主机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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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读者提示

如需了解有关ASA基本配置的更多详细（包括可用性、路由、互联网和内部连

接性以及管理访问），请参加本指南的“防火墙”部分。

Cisco ASA的远程接入VPN端接功能可通过命令行界面或图形用户界面思科自适应安全

设备管理器（ASDM）来进行配置。思科ASDM提供了一个逐步指导流程，不但能帮助

您轻松完成RAVPN的配置，还能降低发生配置错误的可能性。

配置思科安全ACS

1. 定义外部组

2. 创建设备类型组

3. 创建网络设备

4. 创建授权配置文件

5. 配置访问服务

6. 创建授权规则

配置的身份验证部分专门用于检验用户的证书信息（用户名和密码）是否与企业授权

用户（被允许访问电子资源）数据库中保存的信息相符。面向大型企业的思科IBA智能

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采用思科安全ACS进行身份验证。当Cisco ASA防火墙向思科安

全ACS服务器（它以代理方式将请求发送至Active Directory数据库）查询某个用户的

用户名和密码是否有效，思科安全ACS还将检索其他Active Directory属性，这些属性

可能会由思科安全ACS在做出授权决策（如确定组成员关系）时用到。根据组成员关

系，思科安全ACS将向ASA返回一个组策略名称，以及登录是否成功的信息。Cisco 

ASA利用该组策略名称来为用户分配合适的VPN组策略。

在这一流程中，Active Directory是用户证书和组成员关系的主用目录容器。在开始此

流程前，您的Active Directory必须具有三个组vpn-administrator、vpn-employee和

vpn-partner，用于将用户映射到其各自的VPN访问策略。

          程序1               定义外部组

步骤1：转至ACS Administration（ACS管理）页面。（例如：https://acs.cisco.local)

步骤2：在Users and Identity Stores（用户与身份库） > External Identity Stores（外

部身份库） > 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录）中，点击Directory Groups（目录组）选

项卡。

步骤3：点击Select（选择）。

步骤4：在External User Groups（外部用户组）窗格，选择三个Active Directory（活

动目录）组，然后点击OK。

步骤5：在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录）窗格，点击Save Changes（保存更改）。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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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2              创建设备类型组

步骤1：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 Network Device Groups（网络设备

组） > Device Type（设备类型）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组的名称。（例如：ASA)

步骤3：在Parent（父）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所有设备类型），之后点击

Submit（提交）。

       程序3                 创建网络设备

对于Cisco ASA防火墙，在ACS中创建一个网络设备条目。

步骤1：在Network Resources（网络资源） > Network Devices and AAA Clients

（网络设备和AAA客户端）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设备主机名称。（例如：IE-ASA5540)

步骤3：在Device Type（设备类型）框中，选择All Device Types:ASA（所有设备类

型:ASA）。

步骤4：在IP框中，输入Cisco ASA内部接口IP地址。（例如：10.4.24.30)

步骤5：选择TACACS+。

步骤6：输入TACACS+共享密钥。（例如：SecretKey)

步骤7：选择RADIUS。

步骤8：输入RADIUS共享密钥，然后点击Submit（提交）。（例如Secre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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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4                创建授权配置文件

创建两个不同的授权配置文件，以识别用户是属于A ct i v e  D i re cto r y中的v p n -

administrator还是vpn-partner in。

步骤1：在Policy Elements（策略元素） > Authorization and Permissions（授权与许

可） > Network Access（网络访问） > Authorization Profiles（授权配置文件）中，

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2：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授权配置文件的名称。（例如：RA-Administrator)

步骤3：选择RADIUS Attributes（RADIUS属性）选项卡。

步骤4：在RADIUS Attribute（RADIUS属性）框中，选择Class（类别）。

接下来，您必须配置属性值，以匹配将在Cisco ASA上配置的组策略。

步骤5：在Value（值）框中输入组策略名称，然后点击Add（添加）。（例如：

GroupPolicy_Administrators)

步骤6：采用组策略GroupPolicy_Partner值重复此程序，为合作伙伴构建授权配置

文件。

          程序5                配置访问服务

创建一个策略，以针对组成员关系检查从Active Directory服务器返回的流量。

步骤1：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 中，点击

Create（创建）。

步骤2：在General（常规）选项卡，输入名称Remote Access（远程访问）。

步骤3：选择User Selected Service Type（用户已选的服务类型），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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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在Allowed Protocols（允许的协议）选项卡上，选择Allow PAP/ASCII（允许

PAP/ASCII），然后点击Finish（完成）。

步骤5：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 > Service 

Selection Rules（服务选择规则）中，点击Customize（定制）。

步骤6：在Customize Conditions（定制条件）窗格，将Compound Condition（复合

条件）从Available（可用）移至Selected（已选），然后点击OK。

步骤7：在Service Selection Rules（服务选择规则）窗格，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8：在浏览器中，输入规则名称Remote Access（远程访问）。

步骤9：选择Protocol（协议）。

步骤10：在右侧的列表中，选择match（匹配），然后在框中输入Radius。

步骤11：选择Compound Condition（复合条件），然后在Dictionary（字典）列表中

选择NDG。

步骤12：Attribute（属性）选择Device Type（设备类型）。

步骤13：Value（值）选择All Device Types:ASA（所有设备类型:ASA）。

步骤14：在Current Condition Set（当前条件设置）下，点击Add V（添加V）。信息

被添加到Current Condition Set（当前条件设置）中。

步骤15：在Results Service（结果服务）列表中，选择Remote Access（远程访

问），然后点击OK。

步骤16：转至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 Remote 

Access（远程访问）> Identity（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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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7：在Identity Source（身份来源）框中选择AD1，然后点击Save Changes（保

存更改）。

步骤18：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 > Remote 

Access（远程访问） >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ustomize（定制）。

步骤19：在Customize Conditions（定制条件）窗格，将AD1:ExternalGroups从

Available（可用）移至Selected（已选），然后点击OK。

          程序6             创建授权规则

步骤1：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 > Access Services（访问服务） > Remote 

Access（远程访问） > Authorization（授权）中，点击Create（创建）。

步骤2：输入一个规则Name（名称）。（例如：RA-Administrator)

步骤3：在Conditions（条件）下，选择AD1:ExternalGroups。

步骤4：在condition definition（条件定义）框中，选择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录）

组。（例如：cisco.local/Users/vpn-administrator)

步骤5：在Results（结果）下，选择授权配置文件，然后点击OK。

（例如：RA-Administrator)

步骤6：针对合作伙伴规则重复此程序。

步骤7：采用Permit Access（许可访问）作为授权配置文件，针对员工规则重复此程序。

步骤8：在Authorization（授权）窗格，点击Default（默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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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选择DenyAccess作为授权配置文件，然后点击OK。

当远程访问服务创建完成后，您便可以更改顺序。

步骤1 0：在A c c e s s  Po l i c i e s（访问策略）  >  A c c e s s  S e r v i c e s（访问服

务） > Service Selection Rules（服务选择规则）中，选择Remote Access（远程访

问）策略，然后使用向上箭头将其移动到第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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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远程接入VPN

1. 配置远程访问

2. 配置路由

3. 配置组group-URL

4. 配置永续互联网连接

5. 配置合作伙伴策略

6. 配置管理策略

7.  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

          程序1                 配置远程访问

步骤1：转至Wizards（向导） > VPN Wizards（VPN向导） > AnyConnect VPN 

Wizard（AnyConnect VPN向导）。

步骤2：在AnyConnect VPN Connection Setup Wizard（AnyConnect VPN连接设置

向导）对话框中，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3：输入一个Connection Profile Name（连接配置文件名称）。（例如：

AnyConnect)

步骤4：在VPN Access Interface（VPN访问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然

后点击Next（下一步）。（例如：outside-16)

 

生成自签名身份证书并安装在ASA上。

技术提示

注意，由于本例中的证书为自签名，客户端将生成一条安全警告，直到它们接

受此证书为止。

步骤5：在Digital Certificate（数字证书）窗格，点击Manage（管理）。

步骤6：在Manage Identity Certificates（管理身份证书）对话框中，点击Add

（添加）。

步骤7：在Add Identity Certificate（添加身份证书）对话框中，选择Add a new 

identity certificate（添加新身份证书）。

输入新密钥对名称，防止证书因为管理员偶然重新生成默认RSA密钥对而失效。

步骤8：对于Key Pair（密钥对），请选择New（新建）。

步骤9：在Add Key Pair（添加密钥对）对话框中，选择Enter new key pair name（输

入新密钥对名称），然后在框中输入一个名称。（例如：sslpair)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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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0：点击Generate Now（立即生成）。

步骤11：在Add Identity Certificate（添加身份证书）对话框中，在Certificate 

Subject DN（证书主题DN），输入用于访问外部接口上的设备的完全合格域名。（例

如：CN=IE-ASA5540.cisco.local)

步骤12：选择Generate self-signed certificate（生成自签名证书）和Act as Local 

certificate authority and issue dynamic certificates to TLS-Proxy（作为本地证书颁

发机构并向TLS-Proxy发放动态证书）。

步骤13：点击Add Certificate（添加证书）。

步骤14：Enrollment Status（注册状态）对话框显示注册成功。点击OK。

步骤15：在Manage Identity Certificates（管理身份证书）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16：在VPN Protocols（VPN协议）页面，取消选中IPsec，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17：点击Add（添加），选择与远程用户平台相匹配的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

映像，然后点击OK。

步骤18：针对所有必要的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映像重复上一步骤。

步骤19：在Client Images（客户端映像）页面，点击Next（下一步）。

 

接下来，您将创建一个新的AAA服务器组，采用RADIUS的来验证远程访问用户。

步骤20：在Authentication Methods（身份验证方法）窗格，点击New（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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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1：在New Authentication Server Group（新身份验证服务器组）对话框中，输

入Server Group Name（服务器组名称）。（例如：AAA-RADIUS)

步骤22：在Server IP Address（服务器IP地址）框中，输入思科安全ACS服务器的IP

地址。（例如：10.4.48.15) 

步骤23：在Interface（接口）列表中，选择inside（内部）。

步骤24：输入并确认Secret Key（密钥），然后点击OK。（例如：SecretKey)

步骤25：在Authentication Methods（身份验证方法）页面，点击Next（下一步）。

接下来，您将定义远程接入VPN地址池，这些地址将分配给连接VPN服务的用户：

步骤26：在IPv4 Address Pool（IPv4地址池）选项卡中，点击New（新建）。

步骤27：在Add IP Pool（添加IP池）对话框中，输入Name（名称）。（例如：RA-pool)

步骤28：输入地址池的Starting IP Address（开始IP地址）。（例如：10.4.28.1)

步骤29：输入地址池的Ending IP Address（结束IP地址）。（例如：10.4.31.255)

步骤30：输入地址池的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

255.255.252.0)

步骤31：在Client Address Assignment（客户端地址分配）页面，点击Next（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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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10.4.48.27/anyconnect-win-3.0.3054-k9 disk0:
ftp://10.4.48.27/anyconnect-macosx-i386-3.0.3054-k9 disk0:
ftp://10.4.48.27/anyconnect-linux-64-3.0.3054-k9 disk0:

步骤32：在向导中，在Network Name Resolution Servers（网络名称解析服务器）

页面，输入企业的DNS Servers（DNS服务器）（例如：10.4.48.10）和企业的Domain 

Name（域名），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例如：cisco.local)

在互联网边缘5K设计中，必须为去往远程访问客户端的局域网流量配置NAT豁免。如果

不配置NAT豁免，去往客户端的流量将被转换，从而改变流量的源地址，使客户端无法

再从与其通信的服务器正常接收流量。

步骤33：如果您正在部署10K设计，请跳至步骤36。如果您正在部署5K设计，在向导

中，在NAT Exempt（NAT豁免）页面，选择Exempt traffic from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流量免除网络地址转换）。

步骤34：在Inside Interface（内部接口）列表中，选择inside（内部）。

步骤35：在Local Network（本地网络）框中，输入any（任意），点击Next（下一步）。

步骤36：在AnyConnect Client Deployment（AnyConnect客户端部署）页面，点击

Next（下一步），然后在Summary（汇总）页面上，点击Finish（完成）。

最后，您必须将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映像上传到备用ASA。

步骤37：在备用ASA上，将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映像复制本地闪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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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2               配置路由

进出互联网的远程接入VPN客户端流量必须接受企业防火墙、IDS和Cisco IronPortâ 

Web安全设备等策略控制功能的检测。为此，所有进出VPN客户端的流量无论目的地

是哪里，都必须路由至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以便Cisco ASA策略引擎具备可视性来正

确地处理该流量。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 Routing（路由） > 

Static Routes（静态路由）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2：在Add Static Route（添加静态路由）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inside（内部）。

步骤3：选择Tunneled (Default tunnel gateway for VPN traffic)（隧道（VPN流量的默

认隧道网关））。

步骤4：在Gateway IP（网关IP）框中，输入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上的互联网边缘

VLAN接口IP地址，然后点击OK。（例如：10.4.24.1)

Cisco ASA将每个连接用户作为单个的主机路由通告给网络的其余部分。通过汇总地址

池可以缩减IP路由表的尺寸，从而简化故障排除，加快故障恢复速度。

步骤5：在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 Routing（路由） > 

EIGRP > Summary Address（汇总地址）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6：在Add EIGRP Summary Address Entry（添加EIGRP汇总地址条目）对话框

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选择GigabitEthernet0/0。

步骤7：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远程访问地址池的汇总网络地址。（例

如：10.4.28.0)

步骤8：输入汇总Netmask（子网掩码）。（例如：255.255.252.0）

步骤9：在Administrative Distance（管理位距）框中，输入5，然后点击OK。

步骤10：在Summary Address（汇总地址）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接下来，您将允许接口内部流量。这对于允许VPN用户（特别是采用统一通信软件客户

端的远程员工）相互间通信至关重要。

步骤1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步骤12：选择Enable traffic between two or more hosts connected to the same interface

（支持连接至同一接口的两个或多个主机之间的流量），然后点击Apply（应用）。

远程接入VPN2012年下半年



61

            程序3                配置组group-URL

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的初始连接通常是通过web浏览器启动的。将客户端安装到

用户计算机上之后，可再次通过网络浏览器建立后续的连接，也可直接通过已安装在用

户计算机上的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建立连接。用户必须拥有Cisco ASA的IP地址

或DNS名称、用户名和密码以及他们所属的VPN组的名称。另外，用户也可以利用其

group-url直接访问所在的VPN组，然后提供用户名和密码即可。

如果使用包含两个ISP连接的互联网边缘10K设计，除了通过两个ISP连接提供VPN连

接，请注意要为两个ISP的IP地址或主机名提供group-url。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 

Network (Client) Access（网络（客户端）接入） > AnyConnect Connection Profiles

（AnyConnect连接配置文件）。

步骤2：在Connection Profiles（连接配置文件）窗格，选择在上一程序中创建的配置

文件（例如：AnyConnect)，然后点击Edit（编辑）。

步骤3：在Edit AnyConnect Connect Profile（编辑AnyConnect连接配置文件）对话

框中，转至Advanced（高级） > Group Alias/Group URL（组别名/组URL）。

步骤4：在Group URLs（组URLs）窗格，点击Add（添加）。

步骤5：在URL框中，输入包含防火墙主用互联网连接IP地址和用户组字符串的URL，

然后点击OK。（例如：https://172.16.130.134/AnyConnect)

步骤6：如果您使用的是具备永续互联网连接的互联网边缘10k设计，请采用互联网的

永续互联网连接IP地址重复步骤1–步骤5。（例如：https://172.17.130.124/AnyConnect)

如果您使用的是互联网边缘5k设计，请进行下一程序。

          程序4                配置永续互联网连接

（可选）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 

Network (Client) Access（网络（客户端）接入） > AnyConnect Connection Profiles

（AnyConnect连接配置文件）。

步骤2：在Configuration（配置）窗口，在Access Interfaces（访问接口）窗格中，

选择与永续互联网连接相连的接口。（例如：outside-17)

步骤3：在SSL Access（SSL访问）下，选择Allow Access（允许访问），然后点击

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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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5               配置合作伙伴策略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Network (Client) 

Access（网络（客户端）接入）> Group Policies（组策略）中，选择Add（添加）。

步骤2：在Add Internal Group Policy（添加内部组策略）对话框中，输入Name（名

称）。（例如：GroupPolicy_Partner)

步骤3：点击两个向下箭头。More Options（更多选项）窗格展开。

步骤4：对于IPv4 Filter（IPv4过滤器），取消选中Inherit（继承），然后点击Manage

（管理）。

步骤5：在ACL Manager（ACL管理器）对话框中，点击Add（添加） > Add ACL（添

加ACL）。

步骤6：在Add ACL（添加ACL）对话框中，输入ACL Name（ACL名称），然后点击

OK。（例如：RA_PartnerACL）

步骤7：点击Add（添加） > Add ACE（添加ACE）。

步骤8：在Add ACE（添加ACE）对话框中，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9：在Address（地址）框中，输入允许合作伙伴进行访问所用的IP地址和子网掩

码，然后点击OK。（例如：10.4.48.35/32)

步骤10：在ACL Manager（ACL管理器）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11：在Add Internal Group Policy（添加内部组策略）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12：在Group Policies（组策略）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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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6                配置管理策略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Network (Client) 

Access（网络（客户端）接入）> Group Policies（组策略）中，选择Add（添加）。

步骤2：在Add Internal Group Policy（添加内部组策略）对话框中，输入Name（名

称）。（例如：GroupPolicy_Administrators)

步骤3：在导航树中，点击Advanced（高级） > Split Tunneling（分离隧道）。

步骤4：对于Policy（策略），取消选中Inherit（继承），然后选择Tunnel Network 

List Below（以下隧道网络列表）。

步骤5：对于Network List（网络列表），取消选中Inherit（继承），然后点击Manage

（管理）。

步骤6：在ACL Manager（ACL管理器）对话框中，点击Add（添加） > Add ACL（添

加ACL）。

步骤7：在Add ACL（添加ACL）对话框中，输入ACL Name（ACL名称），然后点击

OK。（例如：RA_SplitTunnelACL）

步骤8：点击Add（添加） > Add ACE（添加ACE）。

步骤9：在Add ACE（添加ACE）对话框中，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10：在Address（地址）框中，输入内部汇总IP地址和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

（例如：10.4.0.0/255.254.0.0)

步骤11：点击Add（添加） > Add ACE（添加ACE）。

步骤12：在Add ACE（添加ACE）对话框中，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13：在Address（地址）框中，输入DMZ 汇总IP地址和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

（例如：192.168.16.0/21)

步骤14：在ACL Manager（ACL管理器）对话框中，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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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5：在Add Internal Group Policy（添加内部组策略）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16：在Group Policies（组策略）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程序7              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

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用于定义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的某些新配置。

Cisco AnyConnect 2.5和更高版本使用了本部分的配置，其中包括许多已添加到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的最新特性。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Remote Access VPN（远程接入VPN）> Network 

(Client) Access（网络（客户端）接入）> AnyConnect Client Profiles（AnyConnect

客户端配置文件）中，点击Add（添加）。

步骤2：在Add AnyConnect Client Profile（添加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对话框中，

在Profile Name（配置文件名称）框中，输入ra_profile，然后点击OK和Apply（应用）。

步骤3：在AnyConnect Client Profile（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窗格，选择您刚

刚构建的ra_profile，然后点击Edit（编辑）。

Server List Panel（服务列表窗格）支持您输入允许Cisco AnyConnect客户端连接的

ASA的名称和地址。

步骤4：点击Server List（服务器列表） > Add（添加）。

步骤5：在Server List Entry（服务器列表条目）对话框中，在Hostname（主机名）框

中输入远程访问防火墙的名称。（例如：IE-ASA5540)

步骤6：在FQDN or IP Address（FQDN或IP地址）框中，输入防火墙的主用互联网连

接IP地址。（例如：172.16.132.124)

步骤7：在User Group（用户组）框中，输入在程序3中定义的名称。（例如：Any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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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8：如果您使用的是互联网边缘10k设计，在Host Address（主机地址）框中，输

入防火墙的永续互联网连接IP地址，然后点击Add（添加）。（例如：172.17.132.124)

如果您使用的是互联网边缘5k设计，请进行下一步骤。

步骤9：点击OK。

步骤10：在AnyConnect Client Profile（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窗格，点击

Change Group Policy（更改组策略）。

步骤11：在Change Group Policy for Profile（更改配置文件组策略）对话框中，在可

用组策略列表中选择您刚刚创建的三个组策略，点击右箭头，然后点击OK。

步骤12：在AnyConnect Client Profile（AnyConnect客户端配置文件）窗格中，点击

Apply（应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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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安全

业务概述

电子邮件是企业普遍使用的一种重要业务服务。对电子邮件服务保护不利将导致数据丢

失和员工工作效率降低。

当今网络中的电子邮件服务主要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量不请自来的电子邮件充斥员

工的邮箱，这不但浪费了员工的时间（因为数量极其庞大），还浪费了网络带宽和存储

空间。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量电子邮件用意不良，包含恶意软件或企图发动钓鱼攻击，以诱使用

户透露敏感信息，如信用卡卡号、社会保险号码或知识产权信息。

技术概述

如果垃圾邮件得不到妥善过滤，电子邮件解决方案将无法正常使用。由于垃圾邮件数量

庞大，不但使正常邮件无法及时送达，还让员工在清理邮件的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时

间。一些垃圾邮件过滤解决方案的弊端是误判，即某些电子邮件会被错判为垃圾邮件，

导致正常邮件被丢弃。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组织必须再对垃圾邮件进行筛选，寻找正常邮件，或降低过滤标

准，但这样会使更多潜在的垃圾邮件进入用户邮箱，这样用户不得不自行判断邮件是不

是垃圾邮件。不请自来的邮件极有可能是恶意邮件或带有潜在威胁。犯罪集团经常将电

子邮件作为一种廉价而有效的用户设备攻击手段。有一种电子邮件攻击是在邮件中发送

恶意软件，试图感染主机，或向用户提供虚假URL（钓鱼），诱使用户访问一个网站，

罪犯在这里会窃取银行账户登录信息或感染主机。

这些攻击的目的是获取社会保险号码、信用卡卡号或破坏主机，以便将其作为发送垃圾

邮件和发动其它攻击的据点。

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ESA)能够在不请自来的邮件和恶意邮件到达用户邮箱

之前对其进行过滤，从而有效保护电子邮件基础设施和在工作中使用电子邮件的员工。

IronPort ESA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很容易与现有的电子邮件基础设施集成。这是因为它

在电子邮件传送链中充当一个邮件传输代理（MTA）。MTA的另外一个名称是邮件中

继。企业在使用MTA正常发送电子邮件时的流程如下所示。

图15. 电子邮件流程流

2）CompanyX的邮件服务器的IP是什么

（MX和A记录DNS查找）？

3）CompanyX的电子邮件服务器的IP
地址是a.b.c.d（CompanyX采用Cisco 
ESA）

互联网DNS服务器

思科电子邮件
安全设备

5）接受检查之后，电子邮件将

发往中央电子邮件服务器

电子邮件
服务器

4）发送电子邮件

1）发送者将电子邮件发到xyz@
companyX.com

6）员工收取过滤

后的合法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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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Port ESA可以只配置一个物理接口，以便过滤进出企业邮件服务器的电子邮件。第二种

部署方案是双接口配置，一个接口用于进出互联网的电子邮件传输，另一个接口用于进出

内部服务器的电子邮件传输。为简单起见，互联网边缘设计采用了单接口配置模式。

图16. 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部署概述

IronPort ESA采用了许多种垃圾邮件过滤和防病毒过滤机制。过滤垃圾邮件的方法有

两种：基于信誉和基于上下文的过滤。信誉过滤器提供了第一道防线，它将检查电子

邮件服务器的源IP地址，并将其与下载自思科SenderBaseâ的信誉数据进行比较。

SenderBase是全球最大的安全数据存储库，这些数据包括垃圾邮件源、僵尸网络和其

它恶意主机。如果互联网上的主机从事恶意活动，SenderBase会降低其信誉度。诸

如IronPort ESA等使用信誉数据的设备每天可多次从SenderBase获得更新数据。每当

IronPort ESA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它便将源IP与SenderBase数据库的信息进行对照。

如果发送方的信誉良好，IronPort ESA会将这封电子邮件转发至第二层防御机制。如果

信誉不良，IronPort ESA将丢弃该电子邮件。如果信誉处于以上两者之间，该邮件将被视

为可疑邮件，IronPort ESA会将其隔离，等待进一步审查，然后再做出传输或丢弃决定。

IronPort ESA基于上下文的防垃圾邮件功能将对包括附件在内的整个电子邮件进行检

查，查看发送方身份信息、邮件内容、内嵌的URL以及邮件的格式等。利用这些算法，

IronPort ESA能够识别垃圾邮件，而不会拦截合法邮件。

Cisco 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采用了一种多层方法来抵御病毒侵害。第一层是Virus 

Outbreak Filters（病毒爆发过滤器）。设备从SenderBase下载这种过滤器。这些过滤

器包含一个已知非法邮件服务器的列表。这些过滤器通过监控与全球电子邮件流量模式

中某次病毒爆发相关的异常因素而生成。

当收到该列表上的服务器发出的电子邮件后，该邮件将被隔离，直到防病毒签名被更

新，能够应对当前的威胁。

IronPort ESA使用防病毒(AV)签名来扫描被隔离的电子邮件，以确保它们没有将病毒携

带到网络。

图17. 电子邮件过滤概述

部署详情

Cisco ESA的部署力求简单。它将作为一个邮件传输代理(MTA)安装到现有的邮件传送

链中。ESA将成为企业的电子邮件传送目的地，因此公共MX记录（定义邮件目的地的

DNS记录）最终必须指向ESA的公共IP地址。

在本部署指南中，为了简单起见，ESA通过单个接口部署在互联网边缘防火墙的DMZ

中。该接口负责处理所有入站和出站电子邮件并承载管理流量。ESA上的端口是M1管

理接口。

必须确保在公共互联网上能够访问ESA，而且ESA必须是电子邮件基础设施的第一站。

多个ESA流程都会用到发送方的IP地址，该地址也是SenderBase用于确定发送方信誉

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果另一个设备在ESA之前收到了邮件，ESA将无法确定发送方的IP

地址，也无法进行有效过滤。

防垃圾邮件设备

DMZ上的电子
邮件安全设备

防火墙

互联网

内部网

入站邮件

合法、恶意和“灰色”

或未知邮件

•	 已知合法邮件

被发送 

•	 可疑邮件被拦

截，垃圾邮件
被过滤 

•	 已知恶意邮件

被删除/标记 

思科电子邮件安全设备

防垃圾邮件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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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17
spanning-tree vlan 1117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a Gig0/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IE-ASA5540b Gig0/1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24, GigabitEthernet2/0/24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add 1117
 switchport mode trunk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2
 description DMZ-ESAc370
 switchport access vlan 1117
 switchport host
 macro apply EgressQoS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电子邮件DMZ配置

1. 配置DMZ交换机

2. 配置隔离区接口

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4. 配置安全策略

防火墙的隔离区(DMZ)是严格限制流量进出网络其它部分的网络区域。企业将网络服务

放置在DMZ中，以便通过互联网进行访问。除非情况特殊，通常不允许这些服务器与

内部网络建立连接。

在此流程中，配置了面向ESA的DMZ，以便将其作为企业的MTA，支持通过互联网来发

送电子邮件。

         程序1                配置DMZ交换机

步骤1：将DMZ交换机设定为包含电子邮件安全设备的VLAN的生成树根。

步骤2：配置与设备相连的接口。

步骤3：配置连接到电子安全设备的接口。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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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2               配置隔离区接口

DMZ网络通过VLAN中继连接到ASA的千兆以太网接口，以便在必须增加新的VLAN来

连接更多DMZ时实现最大的灵活性。该中继将ASA连接到一个3750x接入交换机堆叠，

以提供永续性。Cisco ASA上的每个DMZ VLAN接口都将获得一个IP地址，作为每个

VLAN子网的默认网关。DMZ交换机只提供二层交换功能；DMZ交换机的VLAN接口未

分配IP地址，只有一个VLAN接口带有一个IP地址，用于对交换机进行管理。

图18. DMZ VLAN拓扑结构和服务

技术提示

将DMZ连接设置为一个VLAN中继线，可实现最大的灵活性。

步骤1：在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Setup（设备设置）> Interfaces（接口）

中，点击连接到DMZ交换机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2：点击Edit（编辑）。

步骤3：在Edit Interface（编辑接口）对话框中，选择Enable Interface（启用接

口），然后点击OK。

步骤4：在Interface（接口）窗格，点击Add（添加）> Interface（接口）。

步骤5：在Add Interface（添加接口）对话框中，在Hardware Port（硬件端口）列表

中选择在步骤1中配置的接口。（例如：GigabitEthernet0/1)

步骤6：在VLAN 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如：1117)

步骤7：在Subinterface ID（子接口ID）框中，输入DMZ VLAN的VLAN编号。（例

如：1117)

步骤8：输入一个Interface Name（接口名称）。（例如：dmz-email)

互联网

DMZ上的ESA

内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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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在Security Level（安全级别）框中，输入值50。

步骤10：输入接口IP Address（IP地址）。（例如：192.168.17.1)

步骤11：输入接口Subnet Mask（子网掩码），然后点击OK。（例如：255.255.255.0)

步骤12：在Interface（接口）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3：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High 

Availability（高可用性）> Failover（故障切换）。

步骤14：在Interfaces（接口）选项卡上，在Standby IP address（备用IP地址）栏

中，针对您刚刚创建的接口输入备用设备的IP地址。（例如：192.168.17.2)

步骤15：选择Monitored（监控），然后点击Apply（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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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3               配置网络地址转换

DMZ网络使用的专用网(RFC 1918)地址无法在互联网上路由，因此防火墙必须将

IronPort ESA的DMZ地址转换为外部公共地址。如果存在永续互联网连接，IronPort 

ESA可为每个ISP提供地址转换。这种永续配置（为完整起见此处进行了展示）要求对DNS

记录进行修改，以便当主用互联网连接不可用时，将入站请求指向永续的IronPort ESA。

下表中以示例方式列出了与DMZ地址相对应的公共IP地址。

表6. IronPort ESA地址映射

IronPort ESA DMZ地址
IronPort ESA公共地址（NAT转换之后外

部可路由）

192.168.17.25
172.16.130.25(ISP-A)

172.17.130.25(ISP-B)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首先，您将在主用互联网连接上，为IronPort ESA服务器的公共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2：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3：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字）框中，

为IronPort ESA的公共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outside-esa-ISPa)

步骤4：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IronPort ESA的公共IP地址，然后点击

OK。（例如：172.16.130.25)

步骤6：在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接下来，你将为IronPort ESA的专用DMZ地址添加一个网络对象。

步骤7：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8：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字）框中，

为IronPort ESA的专用DMZ IP地址输入一个描述。（例如：dmz-esa-ISPa)

步骤9：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10：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主用无线局域网控制器的专用DMZ IP地

址。（例如：192.168.17.25)

步骤11：点击两个向下箭头。NAT窗格会展开。

步骤12：选择Add Automatic Address Translation Rules（添加自动地址转换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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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Translated Addr（转换的地址）列表中，选择在步骤2中创建的网络对象。

步骤14：点击Advanced（高级）。

步骤15：在Advanced NAT Settings（高级NAT设置）对话框中，在Destination 

Interface（目的地接口）列表中，选择主用互联网连接的接口名称，然后点击OK。

（例如：outside-16)

步骤16：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中，点击OK。

步骤17：在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8：如果您使用的是具备永续互联网连接的互联网边缘10k设计，请针对永续互联

网连接重复这一程序。

如果您使用的是互联网边缘5k设计，请进行下一程序。

         程序4                配置安全策略

电子邮件DMZ提供了一个额外的保护层，可降低错误配置和DMZ主机受损的可能性，

从而避免其它设备或网络遭到互联网上攻击者的袭击。安全策略仅允许到IronPort ESA

的电子邮件流量。IronPort ESA可以发送SMTP流量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主机建立HTTP

和HTTPS连接（用于信誉更新）。IronPort ESA还可以建立与公司交换服务器的入站

SMTP连接，向企业的DNS服务器发出DNS请求。

首先，您可以通过创建两个汇总了所有D M Z网络的网络对象，来简化安全策略

的配置。面向大型企业的 IBA智能业务平台中所部署的所有DMZ网络均可汇总为 

192.168.16.0/21。

步骤1：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Firewall（防火墙）> Objects（对象）> 

Network Objects（网络对象）/Groups（组）。

步骤2：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3：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输入一个描述。（例如：internal-dns)

步骤4：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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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内部DNS的地址，然后点击OK。（例如：

10.4.48.10)

步骤6：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7：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输入一个描述。（例如：internal-exchange)

步骤8：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9：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内部Microsoft Exchange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点击OK。（例如：10.4.48.25)

步骤10：点击Add（添加）> Network Object（网络对象）。

步骤11：在Add Network Object（添加网络对象）对话框上，在Name（名称）框中，

输入一个描述。（例如：internal-ntp)

步骤12：在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Host（主机）。

步骤13：在IP Address（IP地址）框中，输入内部NTP服务器的地址，然后点击OK。

（例如：10.4.48.17)

步骤14：在Network Objects/Groups（网络对象/组）窗格中，点击Apply（应用）。

步骤15：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ccess Rules（访问规则）。

步骤16：点击规则，拒绝流量从DMZ流向内部网络。

接下来，在您选择用于允许ESA接收电子邮件的规则上，插入一个新规则。

步骤17：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18：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19：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20：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为电子邮件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

象。（例如：dmz-mail-networ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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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1：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smtp，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在您选择用于允许ESA将电子邮件传输至内部电子邮件服务器的规则上，插入

一个新规则。

步骤22：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23：在Insert Access Rule（插入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24：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25：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为电子邮件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

如：dmz-email-network/24)

步骤26：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内部Microsoft Exchange服务器网络

对象。（例如：internal-exchange)

步骤27：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smtp，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在您选择用于允许ESA在内部DNS上执行域查询的规则上，插入一个新规则。

步骤28：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29：在Insert Access Rule（插入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30：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31：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为电子邮件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

如：dmz-email-network/24)

步骤32：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内部DNS服务器网络对象。（例如：

internal-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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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3：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domin, udp/domain，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在您选择用于允许ESA采用内部NTP服务器更新其时钟的规则上，插入一个新

规则。

步骤34：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35：在Insert Access Rule（插入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36：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37：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为电子邮件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

如：dmz-email-network/24)

步骤38：在Destination（目的地）列表中，选择内部NTP服务器网络对象。（例如：

internal-ntp)

步骤39：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udp/ntp，然后点击OK。

接下来，在您选择用于允许ESA更新其软件和特性密钥的规则上，插入一个新规则。

步骤40：点击Add（添加）> Insert（插入）。

步骤41：在Add Access Rule（添加访问规则）对话框中，在Interface（接口）列表

中，选择—Any—（—任意—）。

步骤42：Action（行动）选择Permit（允许）。

步骤43：在Source（源）列表中，选择为电子邮件DMZ自动创建的网络对象。（例

如：dmz-mail-network/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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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port.example.com> interfaceconfig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erfaces:
1. Management (192.168.42.42/24 on Management: ironport.
example.com)

Choose the operation you want to perform:
[]> EDIT

Enter the number of the interface you wish to edit.
[]> 1

步骤44：在Service（服务）列表中，输入tcp/http, tcp/https，然后点击OK。

步骤45：在Access Rule（访问规则）窗口中，点击Apply（应用）。

配置IronPort电子邮件安全设备 

1. 部署IronPort ESA

2. 完成基于GUI的系统设置

3. 安装系统更新和特性密钥

在开始Cisco ESA部署之前，您需要配置DNS。

IronPort ESA主机名是DNS MX记录中保存的名称，表明了IronPort ESA是主用MTA。

DNS A记录对应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ASA）静态转换为设备在DMZ中地址的IP地址。

            程序1              部署IronPort ESA

步骤1：为了配置管理访问，使用一条标准零调制解调器电缆连接至设备的串行控制台

端口，同时将终端模拟器设置为8-1-none-9600波特。

技术提示

默认用户名是admin，默认密码是ironport。

步骤2：连接并登录之后，运行interfaceconfig和setgateway来更改基本网络设置。发

出commit命令保存对运行配置的更改。

技术提示

根据设备安装的代码版本的不同，CLI或GUI界面显示的选项可能稍有不同。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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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interface name (Ex: “InternalNet”):
[Management]> dmz-mail

IP Address (Ex: 192.168.1.2):
[192.168.42.42]> 192.168.17.25

Ethernet interface:
1. Data 1
2. Data 2
3. Data 3
4. Management
[4]> 

Netmask (Ex: “255.255.255.0” or “0xffffff00”):
[255.255.255.0]> 255.255.255.0

Hostname:
[ironport.example.com]> DMZ-ESAc370.cisco.local

Do you want to enable FTP on this interface? [N]> 
Do you want to enable Telnet on this interface? [Y]> N
Do you want to enable SSH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SSH? [22]> 
Do you want to enable Cluster Communication Service on this 
interface? [N]>N
Do you want to enable HTTP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HTTP? [80]> 
Do you want to enable HTTPS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HTTPS? [443]> 

Do you want to enable Spam Quarantine HTTP on this interface? 
[N]>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Spam Quarantine HTTP? [82]> 

Do you want to enable Spam Quarantine HTTPS on this interface? 
[N]>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Spam Quarantine HTTPS?[83]> 

The “Demo” certificate is currently configured. You may use 
“Demo”, but this will not be secure. To assure privacy, run 
“certconfig” first.
Both HTTP and HTTPS are enabled for this interface, should 
HTTP requests redirect to the secure service? [Y]>

Both Spam Quarantine HTTP and Spam Quarantine HTTPS are 
enabled for this interface, should Spam Quarantine HTTP 
requests redirect to the secure service? [Y]>

Do you want dmz-mail as the default interface for Spam 
Quarantine? [N]> Y

Do you want to use a custom base URL in your Spam Quarantine 
email notifications? [N]>

The interface you edited might be the one you are currently 
logged into.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hange it? [Y]>
Updating SNMP agent interface referencing the old interface 
name “Management” to the new interface name “dmz-mail”.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erfaces:
1. dmz-mail (192.168.17.25/24 on Management: DMZ-ESAc370.
cisco.local)

Choose the operation you want to perform:
- NEW - Create a new interface.
- EDIT - Modify an interface.
- GROUPS - Define interface groups.
- DELETE - Remove an interface.
[]>

ironport.example.com> setgateway

Enter new default gateway:[]> 192.16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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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nport.example.com> commit

Please enter some comments describing your changes:
[]> initial setup

Changes committed

ironport.example.com> ping 192.168.17.1
Press Ctrl-C to stop.
PING 192.168.17.1 (192.168.17.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92.168.17.1: icmp_seq=0 ttl=255 time=0.481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7.1: icmp_seq=1 ttl=255 time=0.271 ms
64 bytes from 192.168.17.1: icmp_seq=2 ttl=255 time=0.195 ms

 

步骤3：IronPort ESA配置完成之后，它应该使用其默认网关。

         程序2                完成基于GUI的系统设置

步骤1：从内部网络的客户端上，转到并登录设备。（例如：https://DMZ-ESAc370.cisco.local/)

步骤2：转至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System Setup Wizard（系统设

置向导）。

步骤3：在Start（开始）界面，阅读许可协议并点击I accept（我接受），然后点击

Begin Setup（开始设置）。

步骤4：在System（系统）选项卡上，在Default System Hostname（默认系统主机

名）框中，输入设备主机名。（例如：DMZ-ESAc370.cisco.local)

步骤5：在Email System Alerts（电子邮件系统告警）框中，输入管理员电子邮件地

址。（例如：admin@cisco.local)

步骤6：为设备设置正确的时区。

步骤7：在NTP Server（NTP服务器）框中，输入内部NTP服务器。（例如：10.4.48.17)

步骤8：设置并确认管理员密码，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技术提示

最后两个复选框决定了IronPort ESA是否加入SenderBase网络。这样IronPort 

ES A就可以将关于电子邮件流量的详细匿名信誉信息发给思科，以改进

SenderBase和产品。

步骤9：在Network（网络）选项卡上，选择Use the specified DNS Servers（使用指

定的DNS服务器）。

步骤10：在DNS Server IP Address（DNS服务器IP地址）框中，输入内部DNS。（例

如：10.4.48.10)

步骤11：选择Accept mail on this interface（在此接口上接受邮件）。

步骤12：在Domain（域）框中，输入企业的电子邮件域。（例如：cisco.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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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3：在Destination（目的地）框中，输入内部电子邮件服务器，然后点击Next

（下一步）。（例如：mail.cisco.local）

步骤14：在Security（安全）选项卡上，防垃圾邮件和防病毒过滤器默认启用，点击

Next（下一步）。

步骤15：在Review（审核）选项卡上，审核配置，然后点击Install this Configuration

（安装此配置）。IronPort ESA安装此配置。

步骤16：当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录）向导出现时，点击Cancel（取消）。在此例

中，您无需配置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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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3                 安装系统更新和特性密钥

步骤1：在web配置工具中，转至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Feature Keys

（特性密钥）。

这一页面显示了针对设备不同特性的许可密钥。

步骤2：检查您的设备是否有当前未启用的许可证。点击Check for New Keys（检查新

密钥）按钮。这会使设备连接到Cisco.com，并确定是否已安装和启用了所有购买的许

可证。

接下来，您将在设备上更新系统软件。

技术提示

由于无法对软件版本进行降级，因此在进入下一步之前应确定确实需要升级。

有时如果一个设备属于早期版本，可能会收到不同的升级选项。

步骤3：选择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System Upgrade（系统升级）按

钮。显示当前软件版本。

步骤4：点击Available Updates（可用更新）。这可确定目前是否有可用更新。

步骤5：如果有更新的版本，您可选择它们并安装。

技术提示

尽管不必按顺序加载所有更新，但最新更新可能要求在安装了临时更新之后才

能进行安装。如果要求安装临时更新，设备会提醒操作者。

启用邮件策略

1. 设置退信校验

2. 审核入站邮件策略

现在，系统设置已经完成，您可以启用安全服务。

          程序1                设置退信校验

建立IronPort ESA标准配置的最后几个步骤之一是设置退信校验。退信校验流程使

IronPor t ESA能够为出站邮件加上一个特定标签，这样如果退回的电子邮件返回

IronPort ESA，它可以识别出该邮件原本是从IronPort ESA发出的。垃圾邮件发送者和

黑客经常利用伪造的退信从事许多恶意行为。

步骤1：转至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 Bounce Verification（退信校验），然后点

击New Key（新密钥）。

步骤2：在Address Tagging Key（地址标签密钥）框中，输入IronPort ESA将在退信

校验流程中应用的任意文本字符串，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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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步骤4：转至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 Destination Controls（目的地控制）。

步骤5：在Domain（域）下，在第一个表中点击Default（默认）。

步骤6：在Bounce Verification（退信校验）下，将Perform Address Tagging（执行

地址标签）更改为Yes（是），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步骤7：Click Commit Changes.

          程序2                 审核入站邮件策略

设备设置的最后一步是审核入站邮件策略。

步骤1：转至Mail Policies（邮件策略） > Incoming Mail Policies（入站邮件策略）。

目前有一个默认邮件策略。它将Quarantine（隔离）标记为了积极的防垃圾邮件处理方

式。您要将它改为采取Drop（丢弃）操作。

步骤2：在Anti-Spam（防垃圾邮件）栏标题下，选择策略定义。

步骤3：将Positively-Identified Spam Settings（有效的垃圾邮件识别设置）从Spam 

Quarantine（垃圾邮件隔离）更改为Drop（丢弃），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步骤4：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更多信息

高可用性

Cisco IronPort ESA是邮件传输链中的一个组件，它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永续性，因为

在目的地服务器没有应答的情况下，传输链中的一个邮件服务器会将邮件暂时保存一段

时间。如果需要更高级别的永续性，可以增加一个IronPort ESA。第二个IronPort ESA

的配置应与第一个IronPort ESA的配置完全相同，而且必须为DNS增加一个MX记录。

如果需要增加更多设备，则必须为设备添加访问列表和静态NAT规则。

监控

要监控IronPort ESA的行为，可以利用Monitor（监控）选项卡下提供的多种报告。借助

这些报告，管理员能够跟踪垃圾邮件、病毒类型、入站邮件域、出站邮件目的地、系统

容量和系统状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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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如果想了解IronPort ESA为何对某个邮件采取特定的措施，管理员可以运行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下的Trace（跟踪）工具。

通过用相关邮件的细节信息进行搜索，管理员可以对邮件进行测试，以了解IronPort 

ESA以何种方式处理了该邮件以及为何如此处理。如果采用了IronPort ESA的某些高级

功能（如DLP等），这一搜索功能将尤其有用。

读者提示

如需了解有关Cisco IronPort产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客户支持页面：http://

www.ironport.com/support/login.html

总结

我们为基本的网络访问配置了Cisco IronPort ESA，同时建立并应用了一个防垃圾邮件

和防病毒策略。为支持IronPort ESA，我们修改了DNS，同时更新了设备软件，并为设

备安装了特性密钥。策略有一些微小的改动，但如需进行策略、故障诊断和日常监控方

面的详细讨论，请联系值得信赖的思科合作伙伴或客户团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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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安全

业务概述

访问Web是多数企业组织日常业务活动的必备要求，但是如何保证企业组织的每个用

户都正确使用网络、并最大限度减少非法或危险的使用行为却是一个巨大挑战。企业需

要部署一个解决方案来控制基于策略的网络访问，确保员工高效工作，防止个人网络活

动浪费带宽、影响工作效率或将企业暴露在危险之中。

对于企业来说，使用互联网的另外一个风险是对网站和内容的访问所引发的全方位安全

威胁。随着互联网恶意活动的获利逐渐增多，抑制这些恶意或非法活动的方法也越来越

完善和先进。僵尸网络是当今互联网上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它利用恶意互联网服务

器（多数是Web服务器）来托管内容，然后乘无辜用户浏览网络内容之机攻击他们的

浏览器。僵尸网络牧人（“bot herders”）成功利用三种攻击收集了几百万个受感染

用户成员，他们受制于这些已取得其设备控制权的攻击者。其它威胁还包括目前仍然极

为普遍的病毒和特洛伊木马，其攻击方式是让用户以某种方式收到并运行一个文件，然

后文件将执行恶意代码。第三种威胁是通过网络上发动直接攻击。2000年代早期到中

期受到广泛关注的互联网蠕虫就是以上攻击的典型例子。下图对这些威胁作了说明。

图19. 部署IronPort Web安全设备的业务理由

 

技术概述

Cisco IronPort S系列Web安全设备(WSA)将网络使用控制、基于类别和信誉的控制、

恶意软件过滤和数据保护功能相结合，有效满足了企业对于web安全策略的需求。

恶意软件，

蠕虫，病毒，

钓鱼攻击等 带宽浪费

用户社区

互联网

互联网边缘

防火墙

浏览与工作无

关的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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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无边界网络中的Web安全部署

浏览网站有时暗含着风险，由于忽略了更新方面的要求或安全配置不严密，许多网站会

在无意之中分发危害网络安全或恶意的内容。人工操作和蠕虫寄生的计算机会扫描互联

网，寻找更多可以侵入的网络服务器，以便扩大传播范围，随着这些活动的进行，分发

危害网络安全和恶意内容的网站也在不断变换。这种动态环境使得我们很难建立并维持

最新的互联网威胁信息库。

Cisco IronPort WSA系列是一个web代理，能够通过与防火墙、路由器或交换机等思科

网络组件协同运行，来监视和控制来自企业内部的网络内容请求。它还能过滤返回的流

量，抵御恶意内容。

图21. 采用IronPort WSA的逻辑流量传输图

IronPort WSA通过一个接口连接到思科自适应安全设备的内部网络。在互联网边缘设

计中，IronPort WSA与ASA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交换机，与ASA的内部接口位于同一个

VLAN。Cisco ASA利用Web高速缓存控制协议(WCCP)将HTTP和HTTPS连接重定向到

IronPort WSA。

IronPort WSA使用多种机制提供网络安全和内容控制功能。IronPort WSA首先通过

基于类别的Cisco IronPort Web Usage Controls提供了基本的URL过滤功能。Cisco 

IronPort Web Usage Controls以一个主动数据库为基础，该数据库中包括以50多种语

言对190个国家/地区站点进行的分析。信誉数据库将对内容进行过滤。Cisco Security 

Intelligence Operations每五分钟对信誉数据库进行一次更新。这些更新包含从多种互

联网资源收集的威胁信息，以及从使用思科安全设备并自愿加入Cisco SenderBaseâ网

络的客户那里获取的内容信誉度信息。如果无法获得关于网站或其内容的详细信息，

IronPort WSA将采用动态内容分析来实时判断内容的性质并将结果反馈给SenderBase

数据库（如果客户已经加入该网络）。

互联网边缘

防火墙/IPS

远程

访问VPN

互联网

思科

Web安全设备

分布层

用户社区

1. 用户发起网络请求

2.  ASA防火墙将请求重新定向到

Cisco WSA

3.  WSA对请求进行检查，如果请求

违反策略，则拒绝该请求

4.  如果请求合乎要求，WSA将向

Web发起新的连接

5.  Web服务器发回内容，该内容被

发到WSA

6.  WSA检查内容是否包含不良信

息，如果未发现问题，则将内容

发给发出请求的用户

互联网

用户社区

园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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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详情

规划

规划IronPort WSA部署的第一步是确定网络流量将以何种方式重定向到IronPort WSA。

完成到IronPort WSA的流量重定向有两种方法：透明代理模式和显式代理模式。

在透明代理部署中，一个支持WCCP v2的网络设备会将所有以端口80或443为目的地

的TCP流量重定向到IronPort WSA，而无需在客户端进行任何配置。本设计采用了透明

代理，利用Cisco ASA防火墙将流量重定向到IronPort WSA，因为所有的出站网络流量

都会流经该设备而且通常由管理IronPort WSA的技术人员一并进行管理。

在显式代理部署中，一个客户端应用（如web浏览器）被配置为能够使用HTTP代理，

如IronPort WSA。从应用支持的角度看，这种方法的复杂性最低，因为代理感知型应用

熟悉IronPort WSA并能够直接与其通信，共同提供用户请求的内容。然而，从部署的角

度看，显式代理方法却带来了配置方面的问题，即管理员在采用IronPort WSA代理设

置的情况下应如何配置企业内部的每个客户端和不在企业控制范围之内的设备。Web

代理自动发现和代理自动配置脚本以及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中的Microsoft Group 

and System策略控制等工具可以简化这一部署方法，但这些工具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之内。

在同一个IronPort WSA上也可以同时应用显式代理和透明代理两种方法。显式代理还是

一种测试IronPort WSA配置的好方法，因为这种代理模式的运行不依赖于网络中的任何

组件。

规划IronPort WSA部署的下一个步骤是确定使用何种物理拓扑。IronPort WSA有多个接

口，配置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互联网边缘设计中，IronPort WSA采用单个接口支持代理

和管理流量。

配置IronPort WSA

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2. 配置管理访问

3. 配置系统设置向导

4. 安装系统更新

5. 安装特性密钥

6. 启动Web使用控制

7. 启用日志

8. 创建定制URL分类

9. 配置访问策略 

10. 在IronPort WSA上配置WCCP

11. 在防火墙上配置WCCP

12. 设置HTTPS代理

13. 配置身份验证 

         程序1                 配置分布层交换机

局域网分布层交换机是通往企业内部网络的路径。唯一的VLAN用于支持互联网边缘设

备，而路由协议跨该网络与设备建立对等关系。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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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24
 description WSAs370 M1
 switchport access vlan 300
 switchport host

 

ironport.example.com> interfaceconfig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erfaces: 
1. Management (192.168.42.42/24 on Management: ironport.
example.com)

Choose the operation you want to perform: 
- NEW - Create a new interface. 
- EDIT - Modify an interface. 
- DELETE - Remove an interface. 
[]>edit 

Enter the number of the interface you wish to edit. 
[]> 1 

IP Address (Ex: 192.168.1.2): 
[192.168.42.42]> 10.4.24.15

Netmask (Ex: “255.255.255.0” or “0xffffff00”): 
[255.255.255.0]> 255.255.255.224 

Hostname: 
[ironport.example.com]> WSAs370.cisco.local 
Do you want to enable FTP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FTP? 
[21]> 

Do you want to enable SSH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SSH? 
[22]> 

Do you want to enable HTTP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HTTP? 
[8080]> 

Do you want to enable HTTPS on this interface? [Y]> 
Which por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HTTPS? 
[8443]> 

读者提示

此程序假设分布层交换机已根据《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

界网络局域网部署指南》中的指导进行了配置。本指南中仅包括支持将防火墙

集成到部署中所需的程序。

步骤1：配置连接到互联网边缘防火墙的接口。

          程序2              配置管理访问

步骤1：为了配置管理访问，使用一条标准零调制解调器电缆连接至设备的串行控制台

端口，同时将终端模拟器设置为8-1-none 9600波特。

技术提示

要执行以下命令必须提供一个主机名。为IronPort WSA配置的主机名必须可正

向和反向完全解析，而且在DNS系统中必须采用简称。

Web安全2012年下半年



87

You have not entered an HTTPS certificate. To assure privacy, 
run “certconfig” first. You may use the demo, but this will 
not be secure.
Do you really wish to use a demo certificate? [Y]> 

Both HTTP and HTTPS are enabled for this interface, should 
HTTP requests redirect to the secure service? [Y]>

The interface you edited might be the one you are currently 
logged into.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hange it? [Y]>

Currently configured interfaces: 
1. Management (10.4.24.15/27 on Management: websec1.cisco.
local)

Choose the operation you want to perform: 
- NEW - Create a new interface. 
- EDIT - Modify an interface. 
- DELETE - Remove an interface. 
[]> 

ironport.example.com> setgateway 

Warning: setting an incorrect default gateway may cause the 
current
connection to be interrupted when the changes are committed. 
1. Management Default Gateway 
2. Data Default Gateway 
[]> 1 

Enter new default gateway: 
[ ]> 10.4.24.1 

ironport.example.com> commit 

Please enter some comments describing your changes:
[]> initial setup

s370.cisco.local> ping 10.4.24.1
Press Ctrl-C to stop.
PING 10.4.24.1 (10.4.24.1): 56 data bytes
64 bytes from 10.4.24.1: icmp_seq=0 ttl=255 time=0.497 ms
64 bytes from 10.4.24.1: icmp_seq=1 ttl=255 time=9.387 ms
64 bytes from 10.4.24.1: icmp_seq=2 ttl=255 time=0.491 ms
^C

 

https://wsa.cisco.local:8443

配置了IronPort WSA之后，IronPort WSA将能够探测网络上的设备（假设已建立了正

确的网络连接）（如果需要，采用防火墙）。以下是IronPort WSA探测其默认网关的

过程：

         程序3                配置系统设置向导

在系统设置向导中进行的配置越少越好，以便将其它高级配置留给UI中的各个功能区来

完成。也就是说，只配置基本的网络设置即可，如以下所述的DNS信息、时间设置、

用户名/密码信息。

请注意，系统设置向导界面和选项因代码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根据所配置的设备启

动代码版本的不同，显示出的界面可能与下图不同。

步骤1：打开一个浏览器，进入IronPort WSA GUI，通过端口8443上的HTTPS转至

IronPort WSA的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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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2：登录，然后转至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System Setup Wizard

（系统设置向导）。

技术提示

思科Web安全设备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分别为admin和ironport。

步骤3：在Start（开始）选项卡上，阅读许可协议并接受条款，然后点击Begin Setup

（开始设置）。

步骤4：按照向导中的指示完成操作。注意以下几点：

· 在Network（网络）选项卡上，在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页面，配置主机

名、DNS服务器和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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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Network Interfaces and Wiring（网络接口与布线）页面，设置将使用哪些接口以

及每个接口上将使用哪些IP地址，然后点击Next（下一步）。

技术提示

在本部署中，为简单起见，M1同时用于提供管理和代理服务，也是唯一的接

口。不要选择Use M1 port for Management only（M1端口仅用于管理）。不

要使用接口P1。

· 在Administrative Settings（管理设置）页面，设置管理密码以及系统告警的目标发

送地址。

技术提示

在本页上，您还可以选择参加SenderBase网络并选择参与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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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Security（安全）选项卡中可以定义设备的安全策略，以及针对不同的安全特性

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在Acceptable Use Control（可接受的使用控制）下，选择

Enable（启用），然后针对Acceptable Use Controls Service（可接受的使用控制

服务），选择Cisco IronPort Web Usage Controls。

            程序4               安装系统更新

在进行任何下一步操作之前，首先要查找IronPort WSA的系统更新，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继续操作，需要具备面向IronPort WSA的HTTP或HTTPS互联网连接。

技术提示

由于无法对软件版本进行降级，因此在进入下一步之前应确定确实需要升级。

有时如果一个设备属于早期版本，可能会收到不同的升级选项。

步骤1：转至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System Upgrade（系统升级）。

屏幕将显示当前的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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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新的软件版本，则可以选择安装。通常情况下，所有升级版本都应该安装。每次

升级通常都要求重启设备。整个过程需要的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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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5               安装特性密钥

在进行任何下一步操作之前，首先要安装IronPort WSA的特性密钥，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继续操作，需要具备面向IronPort WSA的HTTP或HTTPS互联网连接。安装特性密钥

时，IronPort WSA将连接到许可证服务页面，查看是否所有允许使用的特性都已启用。

很可能在升级了代码之后（特别是在执行了许多升级的情况下）会丢失特性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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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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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密钥）。

下图显示了升级到最新代码版本之后，并查找更新的特性密钥之后设备特性密钥的屏幕

显示。

注意有些密钥的剩余有效时间可能少于30天，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进行设备评估。用户

购买的设备大约还将有一年或更长时间的有效期。

技术提示

如果设备的密钥丢失或密钥的有效期不正确，请联系值得信赖的思科合作伙

伴或经销商。请向他们提供设备的序列号。在特性密钥页面的顶端可以找到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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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6                 启动Web使用控制

打开web使用控制可启动IronPort WSA安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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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控制）。

步骤2：点击Update Now（立即更新），直至页面反馈成功信息。

步骤3：请确保至少有一部分控制功能采用最新的更新版本或相当新的版本。

技术提示

由于更新的推出时间很随意，因此很难确定每个组件的更新何时面世。Web 

Categories Prefix Filters和Web Categories列表的更新较为频繁，因此可以确

定其更新是最近的。
步骤4：在网络内部设置一个客户端，将IronPort WSA作为所选网络浏览器中的显性代

理。将IronPort WSA的IP地址用作代理，将端口设为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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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对两个不同的地址进行测试，如下所示：

· 一个可在外部解析的地址，比如www.cisco.com，它应该可以顺利发回内容。这证明

客户端可以访问互联网，但不能证明连接将经过IronPort WSA。

· 另外一个地址应该是一个不能在外部解析的地址。系统将从IronPort WSA而不是浏览

器发回一个错误信息，证明IronPort WSA在提供内容。

Firefox将发回一个如下所示的错误信息：

IronPort WSA将发回一个如下所示的错误信息: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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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7              启用日志

为监控Web的使用情况，设备将保存短期的客户端访问数据，并且因为空间的原因必

须轮换日志。对于希望获得长期合规记录的用户，他们应该考虑部署作为IronPort M系

列设备一部分的思科解决方案。本指南不讨论IronPort M系列设备的安装和使用。

要使报告产品正常运行，IronPort WSA必须将其日志发送到一个FTP服务器，在这里报

告设备可以访问这些日志。本部署假定已经部署并配置了一个FTP服务器。以下配置将

把访问日志从IronPort WSA转移到一个FTP服务器。

步骤1：转至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Log Subscriptions（日志订

阅），然后点击Add Log Subscription（添加日志订阅）。

步骤2：在New Log Subscription（新日志订阅）页面，添加新的日志信息，点击

Submit（提交），然后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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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输入更改后的结果：

         程序8                 创建定制URL分类

IronPort WSA的下一个配置步骤是设置标准的定制URL分类，多数管理员需要为他们所

需的URL过滤安装这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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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URL类别），然后点击Add Custom Category（添加定制类别）。

您将为不同的例外操作创建四个占位符类别。

步骤2：在Edit Custom URL Category（编辑定制URL类别）窗格，将类别命名为

Block List（拦截列表）。

步骤3：在Sites（站点）框中，输入一个占位符URL（例如：block.com)，然后点击

Save（保存）。

技术提示

必须输入一个占位符URL(block.com)，因为新创建的分类不能为空。将来，如

果发现需要拦截一个URL，可将其加入列表，然后删除占位符。

步骤4：重复步骤2-步骤3，遵循上面的模板，分别采用以下三个名称：Monitor List

（监控列表）、Warn List（警告列表）和Allow List（允许列表）再创建三个列表。

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定制类别的有序列表。

步骤5：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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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9                配置访问策略

创建了定制类别之后，现在您需要将其投入使用并为每个类别定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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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然后点击URL Filtering（URL过滤）标题下的链接。

步骤2：针对每个定制URL类别，在Setting Selection list（设置选择列表）中，选择

Include in Policy（包括在策略）中。

步骤3：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页面更改定制类别的操作，令其与类别名称匹

配。例如，将Block List（拦截列表）的操作改为Block（拦截），将Monitor List（监控

列表）的操作改为Monitor（监控），以此类推。点击Submit（提交）。

在Access Policies（访问策略）页面也可以实施企业的网络可接受使用策略。这一策

略可以包括URL的类别（成人、运动、流媒体）和所需的操作（监控、警告或拦截）以

及是否需要时间因素的介入。

步骤4：为进行测试，将Gambling（赌博）从Monitor（监控）更改为Block（拦截），将

Sports（运动）从Monitor（监控）更改为Warn（警告），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步骤5：使用一个明确指向IronPort WSA设备的浏览器，尝试访问一个著名的赌博站点。.

IronPort WSA应返回以下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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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10              在IronPort WSA上配置WCCP

鉴于您已开始运行IronPort WSA并对HTTP流量应用了一个访问策略，现在您可以在

IronPort WSA和ASA防火墙上实施Web高速缓存通信协议 (WCCP)。实施WCCP使

IronPort WSA可以开始直接从ASA接收流量，而不是让浏览器将IronPort WSA用作一个

显式代理。

步骤1：点击Network（网络） > Transparent Redirection（透明重定向）。

步骤2：选择Edit Device（编辑设备）。

步骤3：从Type（类型）列表中选择WCCP v2 Router（WCCP v2路由器），然后点

击Submit（提交）。

步骤4：在WCCPv2 Services（WCCPv2服务）下，点击Add Service（添加服务）。

步骤5：在WCCP v2 Service（WCCP v2服务）窗格中，确保Service Profile Name

（服务配置文件名称）为HTTP_and_HTTPS_WCCP。

步骤6：在Dynamic Service ID（动态服务ID）框中输入90。这是用于定义此策略的号

码，Cisco ASA也将利用这个ID来请求策略：

步骤7：在这个策略中，重定向端口是HTTP和HTTPS。在Port numbers（端口编号）

框中输入80, 443。

步骤8：在Router IP Address（路由器IP地址）框中输入10.4.24.30。此地址位于

Cisco ASA内部。

步骤9：采用以下信息重复步骤5-步骤8：

· 策略名称为Standard_HTTP_Only_WCCP。

· 选择Standard Service ID（标准服务ID）。

· 在Router IP Address（路由器IP地址）框中输入10.4.24.30。

技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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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CP重定向，那些连接将失败。IronPort WSA或Cisco ASA部署运行当

中，不能停机，可以临时只为端口80增加一个策略。在IronPort WSA上配

置了HTTPS策略之后，更改Cisco ASA上使用的策略，改为获取HTTP和

HTTPS 策略。

完成更改之后的WCCP服务面板应如下图所示。

步骤10：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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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11            在防火墙上配置WCCP

配置的WCCP策略将把所有的HTTP和HTTPS流量重定向到IronPort WSA，其中包括任

何从内部网流向DMZ网络服务器的流量和任何使用HTTP或HTTPS的设备管理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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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onPort WSA，您可以在防火墙上建立一个访问控制列表（ACL），以过滤掉任何发往

RFC 1918地址的HTTP或HTTPS流量。

步骤1：在防火墙的Cis c o A SDM上，转至Configurat 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Advanced（高级） > WCCP。

步骤2：在Service Groups（服务组）下，采用您在IronPort WSA上定义的动态服务编

号90构建一个新的服务组。

步骤3：在Add Service Groups（添加服务组）对话框中，点击Redirect List（重定向

列表）旁边的Manage（管理）。

步骤4：在ASDM > Configuration（配置） > Firewall（防火墙） > Advanced（高

级） > ACL Manager（ACL管理器）中，点击Add（添加），然后选择Add ACL（添

加ACL）选项。为ACL输入一个名称：WCCP_Redirect

步骤5：点击Add ACE（添加ACE），添加一行命令，拒绝从任意源到所有RFC 1918地

址的I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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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然后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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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Edit Service Group（编辑服务组）对话框中，在Redirect List（重定向列

表）下拉列表中选择上面创建的ACL(WCCP_Redirect)，然后点击OK。

步骤8：点击Apply（应用）。

步骤9：转至Configuration（配置）  > Device Management（设备管理）  > 

Advanced（高级） > WCCP > Redirection on ASDM（ASDM上的重定向），然后点

击Add（添加）。

步骤10：在Add WCCP Redirection（添加WCCP重定向）对话框中，在Interface

（接口）列表中，选择inside（内部）。在Service Group（服务组）列表中选择90，

然后点击OK。

步骤11：要对配置进行测试，使用一个未配置的浏览器作为显示代理（或者取消显示

代理设置）来访问设备，测试以下站点：

· 一个可解析的许可地址，如www.cisco.com。 

· 一个可解析的拦截地址（从先前配置的Blocked（拦截）列表中选择）

步骤12：要查看WCCP重定向是否运行正常，在Cisco ASDM中转至Monitoring（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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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窗口会显示一个路由器ID，它是ASA的一个IP地址（在本例中为192.168.16.1)，高

速缓存引擎（也就是IronPort WSA设备）的编号是1。如果一切正确运行，则会进行重

定向，同时重定向的数据包总数（Total Packets Redirected）将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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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性和永续性

为了保持可用性，如果IronPort WSA发生故障，WCCP将把此事件报告给ASA，ASA会

默认停止将流量重定向到IronPort WSA。如果需要网络安全永续性，可以部署两个或更

多的IronPort WSA。要部署多个设备，需要在ASA上定义多个WCCP路由器，WCCP

协议将在它们之间均衡负载。如果某个设备停机，ASA将把该设备从列表中删除，直到

该设备重新上线并开始回应WCCP请求。

        程序12               设置HTTPS代理

要为IronPort WSA设置代理HTTPS连接，首先需启用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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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Enable and Edit Settings（启用并编辑设置）。

步骤2：在Edit HTTPS Proxy Settings（编辑HTTPS代理设置）页面，定义代理

HTTPS的端口，默认的端口是TCP 443。

步骤3：定义IronPort WSA在HTTPS服务器上遇到无效的证书时，它应该采取的操作。

根据证书错误的不同，可采取的行动包括丢弃、解密或监控连接。

技术提示

您需要为IronPort WSA生成一份证书，以便在代理连接的客户端使用。生成一

个证书通常意味着客户端浏览器将针对每个到HTTPS网站的连接向证书提出质

疑。为避免这种情况，可以上传一个企业组织内部普遍信任的证书以及与其匹

配的专用密钥文件。如果客户端已经加载了这个证书，HTTPS代理将不会产生

与未知证书发行机构相关的错误。

步骤4：当您结束编辑后，点击Submit（提交）然后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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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示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将证书用作IronPort WSA HTTPS代理机制的一部分，请参

见《IronPort WSA用户指南》或咨询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或思科销售代表。

配置HTTPS代理的第二步是为HTTPS代理配置策略。

步骤5：选择转至Web Securit 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Custom URL 

Categories（定制URL类别），然后点击Add Custom Category（添加定制类别）。

您将为不同的例外操作创建四个占位符类别。

步骤6：在Edit Custom URL Category（编辑定制URL类别）窗格，将类别命名为

Drop List（丢弃列表）。

步骤7：在Sites（站点）框中，输入一个占位符URL（例如：drop.com)，然后点击

Submit（提交）。

步骤8：重复步骤6-步骤7再创建两个定制类别，将其分别命名为Decrypt List（解密列

表）和Pass Through List（直通列表），然后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步骤9：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Decryption Policies（解

密策略）。

步骤10：在URL Categories（URL类别）标题下点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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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1：在Decryption Policies: URL Categories: Global Policy（解密策略: URL类别: 

全球策略）页面上，包括这三个新的定制类别，然后将各类别的操作改成与它们的名称

相对应。（例如：Drop List（丢弃类别）类别的操作应该是Drop（丢弃）。

页面底部的预定义URL分类使管理员能够创建并执行一个策略，规定IronPort WSA如何

处理对某些网站的解密。某些企业组织严格规定不能解密医疗或金融服务网站以及其它

一些网站。利用本页面的分类，管理员可以在IronPort WSA上实施这一策略。例如，可

以对IronPort WSA进行配置，将金融HTTPS网站设为Pass Through（直通），不对其

进行审查，而赌博网站将被设为Drop（丢弃）。

步骤12：将Gambling（赌博）的操作更改为Drop（丢弃），将Finance（金融）的操

作更改为Pass Through（直通）。

步骤13：要对新配置进行测试，可以为一些加密网页（HTTPS）建立分类，然后在测

试过程中使用这些URL。因为管理员必须要知道站点是否使用了HTTPS，因此请使用

一个定制URL类别，并将该地址纳入到Drop List（丢弃列表）中。如果有用户访问该网

站，IronPort WSA应该丢弃该连接。

          程序13              配置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是确认用户身份的行为。当启用身份验证时，IronPort WSA将首先对网络上的

客户端进行验证，然后才会准许它们连接到目的服务器。在IronPort WSA中使用验证

功能时，可以利用一个中央用户目录以用户或组成员为标准设置不同的网络访问策略。

使用身份验证功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方便进行用户跟踪。当一个用户违反了使用策略

时，IronPort WSA可以将此违规行为与用户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IP地址。

验证网络会话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提供法规遵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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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r (NTLM)。由于多数企业都有Active Directory服务器，他们将使用NTLM。单

点登录也是在使用NTLM时可用。

如果IronPort WSA采用透明模式部署并且启用了身份验证功能，当一个交易要求验证

时，IronPort WSA将向客户端应用索取身份验证证书。但是并非所有客户端应用都支持

身份验证，因此它们无法提示用户提供提供用户名和密码。IronPort WSA以透明模式部

署时这些应用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因为这些应用试图通过端口80发送非HTTP流量而且

不能处理IronPort WSA验证连接的请求。

以下是部分不支持身份验证的应用（随着新代码版本的发布可能有所更改）：

· Mozilla Thunderbird 

· Adobe Acrobat Updates 

· Microsoft Windows Update 

· Outlook Exchange（当试图在电子邮件内检索互联网图片时）

如果应用需要访问某个URL，可以根据一个不要求验证的定制用户代理分类来创建一个

身份。如果是这样，客户端应用将不会被要求验证。

要求验证的企业组织可以咨询值得信赖的思科IronPort合作伙伴或经销商或思科客户团

队。他们将帮助建立一个符合企业组织要求的验证解决方案，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方案的

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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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身份验证功能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验证领域（Realm）。领域将决定验证如何执行。

在本部署中，我们为针对Active Directory服务器的NTLM验证设立了一个领域。

步骤1：转至Network（网络） > Authentication（身份验证） > Add Realm（添加领域）。

步骤2：在Add Realm（添加领域）页面，指定Active Directory Server（活动目录服务

器）和Active Directory Domain（活动目录域），然后点击Join Domain（加入域）。

步骤3：在Computer Account Credentials（计算机帐户证书）对话框中，输入Active Directory

域管理员证书（或请管理员输入这些信息），然后点击Create Account（创建帐户）。

步骤4：在Add Realm（添加领域）页面，点击Start Test（开始测试）。这将会测试

到Active Directory域的NTLM连接。

步骤5：如果测试成功，点击Submit（提交）并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设置身份验证功能的下一步是配置身份组。身份是基于客户端的身份或交易本身。

步骤6：转至Web Security Manager（Web安全管理器） > Identities（身份），然后

点击Add Identity（添加身份）。

您将创建两个不同的样本身份：Subnets not to Authen和User Agents not to 

Au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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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在Add Identity（添加身份）页面，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Subnets not to 

Authen。

步骤8：在Define Members by Subnet（按子网定义成员）框中，输入您希望无需身

份验证即可访问互联网的子网。（例如：10.4.48.0/24)

步骤9：在Define Members by Authentication（按身份验证定义成员）列表中，选择

No Authentication（无需身份验证），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技术提示

要知道执行这一操作将使对该IP地址的验证失去意义，而来自IronPort WSA

的日志信息将永远不会包含来自使用该IP地址的员工的身份验证数据。即便如

此，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执行这一操作，此处以此为例来说明如何更改IronPort 

WSA的运行策略。

步骤10：在Identities（身份）页面，点击Add Identity（添加身份）。

步骤11：在Add Identity（添加身份）页面，在Name（名称）框中输入User Agents 

not to Authen。

步骤12：在页面底部，点击Advanced（高级）。

步骤13：在Membership by User Agent（按用户代理划分的成员）页面，选择

Microsoft Windows Update和Adobe Acrobat Upd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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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提示

选择这些代理意味着当系统看到HTTP标头中的用户代理收到HTTP连接时，系

统不会要求身份验证。

步骤14：在Custom User Agents（定制用户代理）框中，输入任何采用HTTP、未通

过身份验证的应用。

技术提示

如果无法输入未通过身份验证的应用，可以建立一个特别的定制URL类别，将

其用在URL类别的Advanced（高级）选项卡中。

步骤15：在标为Global Identity Policy（全局身份策略）的Identities（身份）部分底

部，选择链接。

任何不符合先前您所创建的两个身份组的用户将归入这个身份组。由于建立以上身份组

的目的是绕过身份验证，需要更改全局身份以便对除此之外的其他人进行验证。

步骤16：在Global Group（全局组）页面，在Define Members by Authentication

（按身份验证定义成员）列表中，选择Require Authentication（需要身份验证）。

步骤17：在Select a Realm or Sequence（选择领域或顺序）列表中，选择All Realms

（所有领域）。

步骤18：在Select a Scheme（选择机制）列表中，选择Basic or NTLMSSP（基本或

NTLMSSP），然后点击Submit（提交）。

步骤19：点击Commit Changes（确认更改）。

现在可以对部署的系统进行测试，以确保系统按照要求执行了策略，所有应用和流程都

跟以前一样正常运行，而且系统日志中的数据可满足您所有的需要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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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边缘10K部署

互联网边缘5K设计中只部署了一个Cisco IronPort WSA设备。对于那些需要互联网边缘

10K设计提供的高性能或永续性的用户，只需增加一个IronPort WSA S370设备即可轻

松实现升级。如果采用高可用性部分所述的部署方式，两个设备将共同分担外出连接的

负载。如果其中一个设备停运，负载将被移交给另一个IronPort WSA。由一个设备承担

两个设备的负载可能会造成网络性能下降，但互联网连接及其安全性不受影响。

更多信息

监控

为监控IronPort WSA的运行状况以及IronPort WSA对自身负责检查的流量采取了什么措

施，Monitor（监控）选项卡下提供了多种报告。管理员能够使用这些报告跟踪客户端

的网络活动、恶意软件类型、web信誉度过滤器和系统状态等统计数据。

由于设备本身只在短期内保存数据，您需要借助IronPort M系列设备来实现IronPort 

WSA事件数据和报告的长期存储。

如需关于IronPort M系列设备和长期报告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思科客户团队或您信任的

合作伙伴。

故障排除

要了解IronPort WSA为何对某个用户对特定站点发起的连接采取某个措施，管理员可以

运行System Administration（系统管理） > Policy Trace（策略跟踪）下的跟踪工具。

填写好工具中要求的信息后，您就可以对某个URL进行测试，查看如果由IronPort WSA

对该URL进行处理，IronPort WSA预计会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您使用更高级的特性，这

一信息将特别有用。

总结

现在您已成功安装了Cisco IronPort Web安全设备。系统部署了基本配置，设备可以

插入网络并接受来自ASA防火墙的重定向流量。默认策略允许企业组织建立HTTP和

HTTPS访问控制。此外还建立了用于配置HTTPS解密的策略， 并设立了验证机制，使

IronPort WSA能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并将用户名与日志中的访问控制相关联。

如需详细讨论策略的具体实施步骤，请咨询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或思科客户代表。

读者提示

如需其它IronPort WSA用户文档，请参见以下文档： 

http://www.ironport.com/support/login.html

请向Cisco IronPort渠道合作伙伴索取登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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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边缘服务器负载
均衡

业务概述

企业组织在互联网上的业务运作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最低限度，企业的网站应该

提供关于企业组织的基本信息。由于互联网是全天候在线，因此网站必须提供较高的可

用性，以便合作伙伴或客户能够在任何时间访问企业组织的站点。即使对一个简单的信

息网站来说，停机也会导致机会丧失。

技术概述

互联网的繁荣带动了服务器负载均衡器（SLB）的发展。SLB的主要功能是将客户端的

负载分散到多个服务器，以提高响应速度和可用性。SLB提供的其它功能还包括应用代

理和完整的第4层到第7层应用交换。

思科应用控制引擎(ACE)是思科最新推出的SLB产品。其主要作用是提供第4层到第7层

应用交换，此外，Cisco ACE还提供了一系列加速和服务器卸载功能，包括TCP处理

卸载、安全套接字层（SSL）卸载、压缩和其它各种加速技术。在互联网边缘，Cisco 

ACE位于网络与应用服务器前面，通过一系列服务使服务器效能最大化，并最大限度增

强了应用可用性、安全性和应用加速。因此，借助Cisco ACE，企业组织能够更好地控

制应用和服务器基础设施，更轻松地管理和保护应用服务，提高性能和可用性。

作为下一代的应用交付控制器，Cisco ACE具有以下四大优势：

· 可扩展性——Cisco ACE通过在称为服务器群的多个服务器间分发客户端请求，能够

有效扩展如Web服务器等服务器应用的性能。随着流量的增多，它还支持在群中增

加更多服务器。

· 高可用性——Cisco ACE能够自动检测出服务器的故障并在几秒钟之内将客户端流量

重定向到其它服务器，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服务连续性和高可用性。

· 应用加速——Cisco ACE提高了应用性能，缩短了响应时间，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最

终用户，它均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任意HTTP应用的延迟和数据传输量。

· 服务器卸载——Cisco ACE从服务器上卸载了TCP和SSL处理，从而无需增加服务器

数量便能够服务更多用户，处理更多请求。

为实现高可用性，Cisco ACE硬件总是成对部署：一个作为主设备，另一个作为备用设

备。如果主用Cisco ACE出现故障，备用Cisco ACE将接管相关工作。这种故障切换操

作不会中断客户端到服务器的连接。

Cisco ACE同时采用了主动和被动方法来监控服务器状态。通过定期探测服务器，

Cisco ACE可以迅速检测服务器故障并将连接快速重路由到可用的服务器。ACE支持各

种状态检查特性，包括验证Web服务器、SSL服务器、应用服务器、数据库、FTP服务

器、流媒体服务器等等。

在物理部署方面，Cisco ACE可采用多种方式部署。单臂(One-armed)模式是最简单的

部署方法。在这种模式中，Cisco ACE与实际的服务器位于同一个VLAN。它并不直接

位于流量的传输路径当中，只接收专门以ACE为目的地的流量。定向到Cisco ACE的流

量通过精心设计的VLAN、虚拟服务器地址和服务器默认网关选择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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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 1124
spanning-tree vlan 1124 root primary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3
 description DMZ-ACS4710a gigabitEthernet 1/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3
 description DMZ-ACS4710a gigabitEthernet 1/2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1/0/4
 description DMZ-ACS4710b gigabitEthernet 1/1 
!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0/4
 description DMZ-ACS4710b gigabitEthernet 1/2 
!

图22. Cisco ACE 

 

部署详情

在这个部署示例中，您首先为Cisco ACE配置基本的网络设置，以便为其建立网络连

接。第二部分是配置一个策略，将流量定向到网络服务器。第一步配置通常是在第一次

启动Cisco ACE时在CLI中完成的，但两部分配置均可在Cisco ACE GUI中进行。由于负

载均衡配置的示例比较简单，部署指南中的设置是通过CLI命令执行的。

配置Cisco ACE服务器负载均衡

1. 设置交换机

2. 完成初始设置

3. 配置负载均衡

           程序1             设置交换机

步骤1：将DMZ交换机设定为管理VLAN的生成树根。

步骤2：配置与设备相连的接口。

流程

互联网

互联网

服务器

客户端对公司服务器发起一个连接

ACE选择一个服务器，将连接分配给它

并向该服务器发起一个连接

与服务器的连接建立，返回流量被发回

ACE
ACE将客户端和服务器会话连接起来并

将流量发送到客户端

客户端收到回复，继续发起连接

后续的连接被分发给其它可用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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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3, GigabitEthernet2/0/3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group 10 mode on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
interface port-channel 10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16,1123,1124
  switchport mode trunk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
interface range GigabitEthernet1/0/4, GigabitEthernet2/0/4
  switchport
  macro apply EgressQoS
  channel-group 11 mode on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logging event trunk-status
  logging event bundle-status
!
interface port-channel 11
  switchport trunk encapsulation dot1q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16,1123,1124
  switchport mode trunk 
  logging event link-status
  no shutdown

 

switch login: admin 
Password: admin 
Admin user is allowed to log in only from console until the 
default password is changed. 
www user is allowed to log in only after the default password 
is changed. 
Enter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admin”: [admin password]
Confirm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admin”: [admin password]
admin user password successfully changed. 
Enter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www”: [www password]
Confirm the new password for user “www”: [www password]
www user password successfully changed. 
ACE> 
Would you like to enter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dialog (yes/
no) [y]: N
switch/Admin#

         程序2                 完成初始设置

步骤1：设置系统密码。

在初次设置Cisco ACE时，您必须更改管理账户的默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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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1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 1/2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port-channel load-balance src-dst-ip
 no shutdown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ft-port vlan 1124
ft interface vlan 1124
  ip address 192.168.24.1 255.255.255.0
  peer ip address 192.168.24.2 255.255.255.0
  no shutdown
ft peer 1
  heartbeat interval 300
  heartbeat count 10
  ft-interface vlan 1124
ft group 1
  peer 1
  priority 120 
  peer priority 110
  associate-context Admin
  inservice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ft-port vlan 1124
 no shutdown
ft interface vlan 1124
  ip address 192.168.24.2 255.255.255.0
  peer ip address 192.168.24.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ft peer 1
  heartbeat interval 300
  heartbeat count 10
  ft-interface vlan 1124
ft group 1
  peer 1
  associate-context Admin
  inservice

步骤2：连接Cisco ACE设备。

必须在每个Cisco ACE上配置两个千兆以太网端口，以连接到交换机。

必须配置与安全设备连接的交换机端口，以便它们成为同一个安全VLAN的成员，将安

全流量转发到与服务器和服务器机房中的其它设备相连的交换机。

Cisco ACE设备经过配置可提供主用/备用高可用性。当Cisco ACE设备配置为主用/备

用模式时，备用设备不处理流量，因此必须确保主用设备拥有足够高的吞吐率，能够支

持核心和服务器机房之间的连接需求。

容错(FT) VLAN是一个专用VLAN，供一对冗余Cisco ACE进行心跳和状态信息通信。所

有与冗余相关的流量都在此FT VLAN上发送，包括心跳、配置同步数据包和状态复制数

据包。

步骤3：在主用设备上设置高可用性。

步骤4：在备用设备上设置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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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 DMZ-ACE4710a
peer hostname DMZ-ACE4710b

access-list ALL line 8 extended permit ip any any 
class-map type management match-any remote_access 
 2 match protocol xml-https any
 3 match protocol icmp any 
 4 match protocol telnet any 
 5 match protocol ssh any 
 6 match protocol http any 
 7 match protocol https any 
 8 match protocol snmp any 
policy-map type management first-match remote_mgmt_allow_
policy 
 class remote_access 
  permit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switchport trunk allowed vlan 1116,1123 
interface vlan 1123
  ip address 192.168.23.10 255.255.255.0
  peer ip address 192.168.23.11 255.255.255.0
  access-group input ALL
  service-policy input remote_mgmt_allow_policy
  no shutdown
ip route 0.0.0.0 0.0.0.0 192.168.23.1
ssh key rsa 1024 force

tacacs-server host 10.4.48.15 key SecretKey
aaa group server tacacs+ tacacs+
  server 10.4.48.15
aaa authentication login default group tacacs+ local

ntp server 10.4.48.17
clock timezone PST -8 0

snmp-server community cisco RO 

 

context dmz-web
 allocate-interface vlan 1116

ft group 2
  peer 1
  priority 120 
  peer priority 110
  associate-context dmz-web
  inservice

changeto dmz-web

步骤5：配置主机名称。

步骤6：配置基本访问策略。

在继续进行其它配置之前，您必须设置基本网络安全策略，以便管理员能够访问Cisco 

ACE。

步骤7：设置AAA。

步骤8：配置NTP。

此时，在网络上应可以连接Cisco ACE。现在您可以开始配置负载均衡策略。

步骤9：配置SNMP

         程序3                   配置负载均衡

步骤1：创建DMZ情景(context)。

步骤2：为该情景设置高可用性。

步骤3：更改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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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list ALL line 8 extended permit ip any any 
interface vlan 1116 
 ip address 192.168.16.22 255.255.255.0 
 peer ip address 192.168.16.21 255.255.255.0 
 access-group input ALL 
 nat-pool 1 192.168.16.99 192.168.16.99 netmask 255.255.255.0 
pat 
 no shutdown
ip route 0.0.0.0 0.0.0.0 192.168.16.1

rserver host webserver1 
 ip address 192.168.16.110 
 inservice 
rserver host webserver2 
 ip address 192.168.16.111 
 inservice 

probe http http-probe 
 port 80 
 interval 15 
 passdetect interval 60 
 request method head 
 expect status 200 200 
 open 1 

serverfarm host webfarm 
 probe http-probe 
 rserver webserver1 80 
  inservice 
 rserver webserver2 80 
  inservice 

class-map match-all http-vip 
 2 match virtual-address 192.168.16.100 tcp eq www 
policy-map type loadbalance first-match http-vip-lb 
 class class-default 
  serverfarm webfarm 
policy-map multi-match int1116 
 class http-vip
  loadbalance vip inservice
  loadbalance policy http-vip-lb 
  loadbalance vip icmp-reply active 
  nat dynamic 1 vlan 1116 
interface vlan 1116
 service-policy input int1116 

步骤4：创建VLAN接口并为其分配IP地址。由于您使用的是单臂模式，还需要建立一

个NAT池。

步骤5：定义需要负载均衡的应用服务器。

步骤6：设置服务器状态监控

这一步将创建一个简单的HTTP探针，以查看网络服务器的运行状况。

步骤7：将Web服务器和探针部署到服务器群中。

步骤8：配置负载均衡策略并将其分配给VLAN接口。

此时，应可以通过VIP(192.168.16.100)访问应用，而且连接请求应在两个web服务器之

间分布。

总结

IT机构目前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在互联网边缘向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伙伴、客户和公众

提供应用。应用分发技术能够帮助企业组织提高所有应用的可用性、性能和安全性。

Cisco ACE提供了核心服务器负载均衡服务、高级应用加速和安全服务，最大限度提升

了应用可用性、性能和安全性。思科应用控制引擎与独特的虚拟化功能、特定应用智能

和基于角色的细化管理相结合，以整合应用基础设施、降低部署成本并最大限度减少运

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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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部署指南是面向思科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参考设计。它涵盖了面向大型企业的无边界网

络的互联网边缘组件，旨在与《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局域网部

署指南》和《广域网部署指南》结合使用，您可以在www.cisco.com/go/cn/iba上找到

这些指南。如果您的网络超出了本设计模型的规模，请参见思科验证设计（CVD），

查看更大规模的部署模型。您可以在Cisco.com上找到CVD的相关文档。本设计中使用

的思科产品已经在思科网络实验室进行了测试。具体产品请参见本文最后的列表。另一

份文档《面向大型企业的IBA智能业务平台无边界网络配置指南》包含思科实验室测试

中使用的产品的具体配置文件，请登录Cisco.com查看此指南。

备注

总结2012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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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附录A：
产品列表

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互联网边缘5K

防火墙 ASA 5510或

ASA 5520或

ASA 5540

ASA5510-AIP10-SP-K9

ASA5520-AIP20-K9

ASA5540-AIP40-K9

8.4.2

IPS SSM-AIP-10或

SSM-AIP-20或

SSM-AIP-40

*防火墙捆绑套件的一部分 7.0.5aE4

主要ASA FW的软件许可证 250或500 SSL会话软件许可证
ASA5500-SSL-250

ASA5500-SSL-500
*同防火墙

电子邮件安全 C370 C370-BUN-R-NA

*请咨询您信赖的合作伙伴或IronPort销售团队

了解关于定价和许可的详细信息

Async OS 7.1.5-017

Web安全 S370 S370-BUN-R-NA

*请咨询您信赖的合作伙伴或IronPort销售团队

了解关于定价和许可的详细信息

Async OS 7.1.2-080

服务器负载均衡 ACE 4710 ACE-4710-0.5F-K9 A5.1

外部交换机 Catalyst 2960S WS-C2960S-24TS-L 15.0(1)SE1

DMZ交换机 Catalyst 3750X WS-C3750X-24T-S 15.0(1)SE1

互联网边缘10K

防火墙 ASA 5520或

ASA 5540

ASA5520-AIP20-K9

ASA5540-AIP40-K9
8.4.2

IPS SSM-AIP-20或

SSM-AIP-40
*以上捆绑套件的一部分 7.0.5a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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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产品 产品编号 软件版本

VPN ASA 5520 和 500个SSL席位，或

ASA 5540和1000个SSL席位

ASA5520-SSL500-K9

ASA5540-SSL1000-K9
8.4.2

电子邮件安全 C370 C370-BUN-R-NA

*请咨询您信赖的合作伙伴或IronPort销售团队了解关于

定价和许可的详细信息

Async OS 7.1.5-017

Web安全 S370 S370-BUN-R-NA

*请咨询您信赖的合作伙伴或IronPort销售团队了解关于

定价和许可的详细信息

Async OS 7.1.2-080

服务器负载均衡 ACE 4710 ACE-4710-1F-K9 A5.1

外部交换机 Catalyst 2960S WS-C2960S-24TS-L 15.0(1)SE1

DMZ交换机 Catalyst 3750X WS-C3750X-24T-S 15.0(1)SE1

附录A：产品列表2012年下半年

file:///Volumes/b/work/%e9%99%88%e9%95%bf%e8%8e%89/%e6%80%9d%e7%a7%91/%e6%80%9d%e7%a7%91%e6%8e%92%e7%89%88/DS_L1201566_13/javascript:parent.searchResults_tableheader.redirectToConfigurePage('WS-C3750X-24T-S', true,false); 


116

附录B：变更

本附录总结了相比先前的思科IBA智能业务平台，本指南所做的变更。

· 在架构概述章节，我们集成了互联网边缘连接部分，以简化和说明本指南的结构。

· 在防火墙章节，我们添加了有关如何部署外部和DMZ交换机的信息。上一系列中没

有提供这些信息。

· 在远程接入VPN章节中，我们改写了如何使用面向基础部署的基于向导的部署流程。

· 在互联网边缘服务器负载均衡章节，我们增加了有关Cisco ACE 4710设备的管理

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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