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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科的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包含有效的基于意图的安全功能，可跟踪物理数据中心和多云

环境中任何位置的工作负载，保护应用、基础设施、数据、用户和设备安全。 

我们的解决方案具备持续的学习、调整和保护能力。随着网络变化以及数据中心中新型威胁

的出现，思科安全解决方案可自动优化调整、动态检测并实时缓解威胁。 

本设计指南是当前验证的安全数据中心设计的概览。发布验证后的解决方案和实施细节时，
将会提供本文档的更新版本。 

 
 

图 1 - SAFE 的关键之处 
 

 
 

SAFE 的关键之处在于将整体安全解决方案的复杂性分解到各个网络位置 (PIN) 和安全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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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可根据受众需求，利用复杂性视图简化端到端安全。SAFE 提供通俗易懂的全面指南，
涵盖从业务流程及其相应威胁到对应安全功能、架构和设计等方面。 

图 2 - SAFE 指南层级结构 

 
 

 

有关思科 SAFE 如何简化安全以及本设计和其他思科验证设计 (CVD)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isco.com/go/safe 
 
 

 

本设计指南基于《安全数据中心架构指南》。本指南以及其他 PIN 架构指南可从以下位置

获取：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design-zone-security/landing_safe.html#~tab-

architecture 

 

http://www.cisco.com/go/safe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design-zone-security/landing_safe.html#~tab-architecture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design-zone-security/landing_safe.html#~tab-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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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业务流程 

SAFE 利用业务流程（通信流）概念来简化对可能影响这些活动的威胁的识别，从而简化保
护业务职能所需的安全功能。 

 
 

影响数据中心安全的业务使用案例如下： 

 保护网络中所出现的应用和服务器的安全 
 提供远程访问以便进行支持 
 保护东西向流量安全  

图 3 - 业务使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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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的受攻击面 

 
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可对所有业务使用案例中数据中心网络发现的受攻击面应用安全控
制，从而保护系统安全。数据中心网络中存在的威胁和危险涉及设备、人员和网络方面。 

黑客可以利用恶意身份、感染和高级持续性威胁控制您的设备和网络。对设备（例如调制

解调器）的旧有远程管理访问也会增加额外的风险。零日漏洞攻击可绕过现有控制措施。 
 
 

图 4 - 数据中心受攻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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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概述 
我们面向现代数据中心的安全方法使客户能够实现以下优势： 

 自动调配和灵活集成安全功能，提高运营效率 

 利用思科 Talos 团队提供的业界领先的威胁情报，了解最新动态、获取各种信息并
保持安全性，实现高级威胁防护 

 提高恢复能力，实现数据中心可用性并保护服务安全  

用户可以利用集成产品工作流程获得以下优势： 

 洞察一切，获得对用户、设备、网络、应用、工作负载和进程的全面可视性。 

 通过一致的安全策略实施、应用白名单和微分段，防止攻击者横向（东西向）移动，
缩小受攻击面 

 通过从战略上在数据中心部署多层威胁传感器阻止入侵，当威胁出现时进行快速检

测、阻止和动态应对，从而防止黑客盗取数据或中断运营 
 
 

保护数据中心安全的首要任务是：  

图 5 - 数据中心的首要任务 

 

 
 

   
 

威胁防护 
“阻止入侵” 

快速检测、阻止和应对
攻击，消除攻击者窃取
数据或导致数据中心运

营中断的风险 

分段 
“缩小受攻击面” 

通过应用白名单和 
微分段防止攻击者横向（东西向）

移动 

可视性 
“洞察一切” 

获得对用户、设备、网络、
应用、工作负载和进程的 

全面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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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功能 

为了保护数据中心安全，需要采用特定功能来构建相应的防御层。最适合这种防御需求的 
SAFE 方法功能（蓝色圆形图标）可满足上述各方面的要求。这些功能共同形成多个防御层，
可保护数据中心安全。 

 
 

下面列出了每项首要任务所需的安全功能。 
 
 
 

可视性 
 

数据中心中最重要的任务是获得可视性，客户需要洞察一切情况。
客户必须获得对用户、设备、网络、应用、工作负载和进程的全
面可视性。 

 
 

看不见威胁，就无法进行保护。客户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实现对整个网络和连接设备的可视

性。在企业范围内，这些功能可提供越来越广泛的可视性和情景信息，包括提供对攻击前、

攻击中和攻击后整个组织的可视性和安全情报。这些功能可持续监控网络，执行实时异常

检测和事件响应调查分析， 

使客户可以洞察数据中心的一切情况。 
 

图标 功能 作用 

 
流及进程分析 

监控数据中心通信流 - 使用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检测出网络中

的威胁，识别异常设备流量并发出警报。 

监控进程行为，从而检测异常并发送异常行为警报。 

 

分析和异常检测 

分析正常网络行为，为数据中心的运营和连接到网络的已知设

备建立基准。分析正常应用和进程行为。 

出现异常活动时生成警报。 

 
入侵防御 提供深入的数据包可视性。 

 
身份 提供对数据流开始和结束处用户和服务器的可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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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分段可防止黑客或非预期数据在网络中横向（东西向）移动，从而缩

小受攻击面。只要能够洞察一切情况（即获得全面可视性），便可以

更有效的新方式实现分段。 

这些功能可在整个数据中心实现分段。 

 

分段可限制攻击在数据中心中从一个资源传播到另一个资源的能力，从而缩小攻击范围。

就延缓补丁周期的服务器而言，分段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可在补丁完成充分的验证并部署
到生产环境中之前降低漏洞攻击的风险。就传统系统而言，分段对于保护未收到维护版本

或补丁更新的资源至关重要。 

分段在审计和合规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PCI DSS) 等行业要
求以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和《健康保险转移与责任法案》(HIPAA) 等法规，分
段可用于帮助减少需要控制的系统数量并缩小审计范围。 

这些功能可在整个数据中心实现分段。 
 

图标 功能 作用 

 
标记 数据中心内组间东西向软件定义分段。 

 
防火墙 用于出入数据中心的数据流南北向分段的防火墙。 

 

基于主机的 

防火墙 
在所有应用和服务之间提供微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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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防护 

威胁防护是一种多层威胁传感器部署。当威胁出现时，需要快速
检测、阻止和动态应对，以防止攻击对业务造成影响。 
 

 
 

所有数据中心都有一些共同点，都需要在复杂威胁和全球攻击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保护应

用和数据。所有组织都面临攻击的威胁，许多组织可能已遭受攻击但却浑然不知。保护现

代数据中心对于安全团队而言是一项挑战。工作负载会不断在物理数据中心和多云环境下

移动。 

这些功能可在数据中心中提供威胁防护。 
 

图标 功能 作用 

 
防恶意软件 识别、阻止和分析恶意文件和传输。 

 
防病毒 识别并阻止已知恶意文件和签名。 

 

基于主机的 

防火墙 
自动隔离主机，快速遏制威胁。 

 
流及进程分析 利用网络流量元数据识别安全事件，实现自动隔离响应。 

 

安全评估与 

补丁修复 
采取纠正措施，修复漏洞。 

 
标记 

实施基于软件的分段，自动隔离主机，快速遏制威胁，并防止

其进一步横向移动。 

 
防火墙 阻止来自隔离组的流量。 

 
入侵防御 根据异常活动发起隔离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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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架构 
开发深度防御架构的第一步是，充分利用所有功能来抵御威胁，并与典型数据中心部署中
所使用的实际业务职能/流程进行匹配。 

前面所定义的三种业务流程如图 6 所示，其中包含之前所述的主要适用功能。 
 

图 6 - SAFE 业务流程和功能 
 

 
 
 
 

这些功能通过产品功能加以实施。以下部分简要介绍了这些功能的各个方面，以及实施所

需功能的选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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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 

思科®  的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客户更深入地了解工作负载和应用行为，
有效确定用户的身份、用户发起连接的位置，以及所访问的主机和

应用资源。我们可以帮助您更轻松地利用安全分析功能分析恶意网

络活动的网络流，快速识别难以发现的威胁。 
 
 
 
 
 

 
 

功能 解决方案组件 

 
流及进程分析 

发送 NetFlow 的思科 Stealthwatch、网络交换机、防火墙和 

路由器。 

和 

思科 Tetration 

 
分析和异常检测 

具有全球威胁分析 (GTA) 功能的思科 Stealthwatch  

和  

思科 Tetration 

 
入侵防御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NGFW) 或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 IPS (NGIPS) 

 
身份 ISE、ACI 和 Te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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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 
 

思科提供多层分段。我们可帮助客户在边缘、数据中心交换矩阵、

主机甚至应用进程中整合并自动实施各项策略。 
 
 
 
 
 

 

功能 解决方案组件 

 
标记 ACI、TrustSec 和 VLAN 

 
防火墙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基于主机的 

防火墙 
思科 Te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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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防护 
 

思科客户可以在南北向和东西向流量之间进行威胁传感器的战略部

署，从而快速检测、阻止和应对攻击，避免攻击者窃取数据或导致

业务中断。我们可以提供对应用、操作系统、虚拟机通信和网络设

备的可视性。同时，我们可以借助业界领先的威胁情报团队思科 

Talos™ 的支持，检测最新型、最高级的恶意软件。 
 
 
 

功能 解决方案组件 

 
防恶意软件 面向终端的思科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4E) 

 
防病毒 AMP4E 

 

基于主机的 

防火墙 
思科 Tetration 

 
流及进程分析 

思科 Stealthwatch 和  

思科 Tetration 

 

安全评估与 

补丁修复 
思科 Tetration 

 
标记 ACI、TrustSec 和 VLAN 

 
防火墙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入侵防御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 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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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是一款包含思科最出色的现代数据中心产品的解决方案。思科 

Hyperflex 是包含计算、存储和网络功能的超融合数据中心平台。该数据中心网络基于多站

点的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ACI)。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NGFW) 可用于保护工作负

载。Tetration 与 Stealthwatch 可用于提供可视性和威胁防护功能。服务器上面向终端的高级

恶意软件防护 (AMP4E) 可用于实现威胁防护。下文“实施”部分将介绍产品详细信息。 

这包括介绍每个架构组件提供的功能。 

此架构中包含混合云，可支持 Amazon Web Services 中的应用，并提供 Firepower 
NGFWVirtual (NGFWv)、AMP4E、Tetrationagent 和 Stealthwatch 云保护。 

边缘、广域网 (WAN) 和 IPN 网络位置 (PIN) 位于数据中心之外，因此本指南中不包含具体架

构，请参考思科 SAFE 主页上的《SAFE 架构指南》了解这些 PIN 的信息。IP 网络（或 

Interpod 网络）为 IPN 云，用于多站点 ACI 部署，可提供数据中心互联功能。 

绿色标记所示的银行职员可能位于分支机构，通过广域网连接至数据中心。蓝色部分所示的

现场工程师连接至互联网，并需要安全地连接至数据中心以提交工单。 

 
 

图 7 -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design-zone-security/landing_safe.html#%7Etab-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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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业务流程用于保护支付应用安全，以实现 PCI 合规性。银行职员（绿色标记）从分支

机构连接至广域网。她正在处理信用卡交易并访问数据中心中的支付应用（图 8）。数据流

进入数据中心中通常位于第 3 层交换机上的核心区域。软件定义区域指的是由 ACI 提供的软

件定义分段。数据流继续传输到软件定义区域和 ACI 枝叶，并根据合同重定向到 Firepower 

NGFW，以获得防火墙、IPS 和分段服务。然后，数据流将返回至 ACI 枝叶交换机、交换矩阵

互联，再连接至支付应用。 
 
 

图 8 -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 - 安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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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业务流程用于保护员工远程访问安全。在本例中，员工是指访问数据中心的现场工程师

（蓝色标记，见图 9）。他正在向数据中心中的工作流应用提交工单。通常情况下，数据会从

互联网边缘流向服务区域中的分布式交换机。互联网边缘架构已处理好 VPN 端接。数据流继

续传输至核心区域中的第 3 层交换机，然后再到软件定义区域。数据流继续传输到 ACI 枝叶，

并根据合同重定向到 Firepower NGFW，以获得防火墙、IPS 和分段服务。然后，数据流将返回

至 ACI 枝叶交换机，进入交换矩阵互联，随后再连接至工作流应用。 
 
 

图 9 -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 - 安全远程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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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业务流程用于保护东西向流量安全，从而满足合规性需求。在本例中，数据库服务器
和支付应用相互通信（如图 10 中灰色线所示）。 

 

 

图 10 -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 - 安全东西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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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以下参考设计基于前一部分介绍的参考架构而构建。紫色空心六边形设计图标表示推荐用于

提供所需功能的产品。紫色实心六边形设计图标表示物理设备，带白色背景的紫色四边形图

标代表虚拟设备或软件。 

图 11 -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设计（无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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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类似于图 11，但显示了 ACI 主干网、ACI 枝叶、Firepower NGFW 和交换矩阵互联 ACI 区

域中的冗余节点。APIC 集群在冗余枝叶交换机之间互连。由于 ACI 增加了多站点支持，因此

它是唯一可以从主干交换机而不从枝叶交换机进行的连接。最佳做法是实施一个纯安全堆叠

管理网络，用于交换矩阵外的访问，但图中未标示。 
 
 

图 12 - 思科安全数据中心参考架构（带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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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的思科多站点 ACI 参考设计是我们最先进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架构。该架构可配合
我们广泛的网络安全产品组合使用，从而打造出思科最为出色的现代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图 13 - 思科多站点 ACI 参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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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详细介绍这些产品及其在数据中心中的适用性。产品经过评估之后，产品数
据中将包含完成典型安装后应该如何进行自定义设置，以更好地保护您公司数据中心

的安全。 

附录以表格形式列出了所有相关产品及其版本。 

 

Hyperflex 

思科 HyperFlex™ 系统采用 Intel®  Xeon®  可扩展处理器，可提供强大而易用的超融合解决
方案，满足您在应用、云及规模方面的任何需求。思科 HyperFlex™ 系统以思科统一计算
系统™（思科 UCS®）为基础，可将云环境的敏捷性、可扩展性和“随增长，随投资”消
费模式与本地基础设施的优势结合到一起。 

我们的平台可选混合或全闪存配置，并且包括集成式网络交换矩阵和强大的数据优化功

能，可在各种工作负载和使用案例（从经过验证的企业应用到边缘计算）场景下释放超

融合的全部潜能。与现有系统相比，我们的解决方案部署速度更快，管理更简单且扩展

更容易。它可以为您提供统一的基础设施资源池，根据您的业务需求为各种应用提供强

大支持。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hyperflex-hx-series/datasheet-c78-736784.pdf 

Hyperflex 平台支持自加密驱动器 (SED) 以及《Hyperflex 硬化指南 3.0》中所介绍的其他 

VMware ESXi、思科 UCS 和 Hyperflex 硬化安全建议，请参考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upport/docs/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hyperflex-
hx-data-platform/HX-Hardening_Guide_v3-0.pdf 了解详细信息。 

 

ACI 

思科®  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思科 ACI™）技术支持客户集成可编程、多虚拟机监控程

序交换矩阵中的虚拟工作负载和物理工作负载，构建多服务或云数据中心。思科 ACI 交换

矩阵由许多作为路由器和交换机运行的独立组件构成，但交换矩阵本身可作为单个实体来

调配和监控。ACI 是具有集中自动化和策略驱动型应用配置文件的整体性架构。ACI 可提供

软件灵活性，并具有硬件可扩展性能。 

ACI 的主要特点包括： 

 通过应用驱动型策略模式简化自动化工作 

 通过实时应用运行状况监控提供集中可视性 

 具备开放式软件灵活性，使 DevOps 团队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可以实现集成 

 硬件可扩展性能和多租户 

未来采用 ACI 的网络将能够提供一种易于部署、监控和管理的网络，为 DevOps 和快速应用

变更提供支持。ACI 可降低复杂性并采用统一的策略框架，自动调配和管理资源，从而实现

上述目标。 

本文档中介绍的设计基于以下多站点 ACI 参考拓扑： 

 两台主干交换机，基于 Nexus 9500 平台云扩展线卡并与多台枝叶交换机互联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hyperflex-hx-series/datasheet-c78-736784.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hyperflex-hx-series/datasheet-c78-736784.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upport/docs/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hyperflex-hx-data-platform/HX-Hardening_Guide_v3-0.pdf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upport/docs/hyperconverged-infrastructure/hyperflex-hx-data-platform/HX-Hardening_Guide_v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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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台架顶式 (ToR) 枝叶交换机，用于提供服务器连接，混合以下多种前面板端口速度：
1、10、25、40。我们计划使用内置 Tetration 传感器的 N9K-C93180YC-FX ACI 枝叶交
换机，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
switches/datasheet-c78-738259.html 

 双重连接至枝叶交换机的物理和虚拟服务器，我们计划在两个数据中心中使用 
Hyperflex 4 节点集群 

 连接至网络其余部分的一对边界枝叶交换机，配置为通过思科 ACI 调用第 3 层外部 

(L3Out) 连接。我们将在 L3Out 连接中使用两台枝叶交换机 

 三个思科应用策略基础设施控制器 (APIC) 组成的集群，双重连接至交换矩阵中一对枝
叶交换机。我们拥有将更新至 3.2 的 APIC M1 集群 

 数据中心 1 中三个 ACI 多站点策略管理器虚拟机组成的集群将作为所有站点的控制器 

有关思科 ACI 多站点架构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此处的白皮书：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
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9609.html 

 

Stealthwatch 

思科 Stealthwatch™ 可提供对于所有网络流量的持续实时监控和全面视图。它可显著提高对
扩展网络的可视性，并缩短对可疑事件的响应时间；还可为网络主机创建正常 Web 和网络
活动基准，应用情景感知分析以自动检测异常行为。Stealthwatch 能识别广泛的攻击类型，
包括恶意软件、零日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 (DDoS) 尝试、高级持续性威胁 (APT)，以及各
种内部威胁。 

Stealthwatch Enterprise 可大幅改进以下方面： 

● 实时威胁检测 

● 事件响应和调查分析 

● 网络分段 

● 网络性能和容量规划 

● 满足监管要求的能力 

我们计划部署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和 Stealthwatch 流收集器，作为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
案中的虚拟设备。 

有关 Stealthwatch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处：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259.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259.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9609.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9609.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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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tion 

思科®  Tetration 可利用以下功能实现对多云数据中心的整体性工作负载保护： 

• 基于白名单的分段，运营商可以利用此功能控制数据中心内的网络通信，实现零信

任模式 

• 行为基准测试、分析以及识别服务器上运行的进程的偏差 

• 检测与服务器上所安装软件包相关的常见漏洞和风险 

• 检测到漏洞时能够主动行动，例如隔离服务器；检测到策略违规时能够阻止通信。 

思科 Tetration 平台可借助大数据技术满足数据中心的规模要求。它可以近乎实时地处理从

服务器接收到的全面遥测信息（每个集群最多 25000 个服务器）。Tetration 可以在数千种

应用和数亿条策略规则中执行一致的策略，可支持长期数据保留，实现强大的调查分析功

能，例如识别事件和运营故障排除。 

思科 Tetration 平台可利用应用分段提供基于行为的应用洞察力，自动生成白名单策略，并

实现零信任安全，从而解决重要的数据中心安全挑战。 

Tetration 实施层可确保根据工作负载迁移策略，甚至在应用组件从裸机服务器迁移至虚拟

环境时也不例外。此外，该平台可在成千上万的应用工作负载中实施一致的策略，从而帮

助确保可扩展性。 

该平台可实现应用工作负载内策略实施的标准化和自动化，跟踪策略合规偏差，并在应用

行为变化时保持应用分段策略的最新性。通过这种方法，思科 Tetration 可在私有、公共和

内部数据中心中运行的虚拟和裸机工作负载中一致实施状态策略。 

我们计划在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测试中测试 Tetration Analytics 设备。 

有关 Tetration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此处的产品手册：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
analytics/datasheet-c78-737256.html. 

 

Tetration 代理 
Tetration 代理是在 Linux 或 Windows 等主机操作系统中运行的软件。代理的核心功能是监

控和收集网络流量信息并实施微分段策略。代理会收集其他主机信息，例如系统中运行的

网络接口和活动进程。系统将会导出代理所收集的信息，由 Tetration 集群中运行的一组收

集器进行进一步分析处理。此外，软件代理还能够在所安装的主机 (enforcementagents) 上

设置防火墙规则。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datasheet-c78-737256.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datasheet-c78-737256.html


返回目录 

SAFE 设计指南 安全数据中心设计指南 | 实施 2018 年 4 月 

25 

 

 

Tetration 支持广泛的传感器，可提供可视性并支持策略实施。例如，表 1 列出了 
Tetration 版本 2.2.1.34 所支持的代理。（请参考思科 Tetration 最新版本说明，了解最新

传感器列表。） 
 

表 1. Tetration 版本 2.2.1.34 支持的代理 
 

 深入可视性代理 实施代理 

Linux 系列：64 位版本 RHEL：5.[0-11]、6.[0-9]、7.[0-4] RHEL：6.[0-9]、7.[0-4] 

CentOS：5.[0-11]、6.[0-9]、7.[0-4] CentOS：6.[0-9]、7.[0-4] 

Oracle Linux：6.[0-9]、7.[0-4] Oracle Linux：6.[0-9]、7.[0-4] 

Ubuntu：12.04、14.[04、10]、16.04 Ubuntu：12.04、14.[04、10]、16.04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11.[2-4]、12.[0-2]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11.[2-4]、12.[0-2] 

Windows 系列：64 位版本 Windows 桌面：7、8、8.1、10 Windows 桌面：7、8、8.1、10 

Windows 服务器：2008、2008 R2、2012、2012 R2、2016 Windows 服务器：2008、2008 R2、2012、2012 R2、2016 

 
请参阅以下网址提供的《思科 Tetration Analytics 软件代理安装指南》：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
analytics/sw/install/cta_install_guide_for_software_sensor_agents.pdf?dtid=osscdc000283 

我们计划在所有应用服务器上部署 Tetration 代理，包括 AWS 中的应用服务器。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大多数下一代防火墙 (NGFW) 都高度关注实现应用控制，但对威胁防御功能却不够重视。为

进行补偿，某些 NGFW 将尝试使用一系列非集成附加产品来补充下一代入侵防御功能。然

而，对于防止您的业务遭受老练的攻击者和高级恶意软件所造成的风险，这种方法作用不

大。此外，在您受到感染后，它们在确定感染范围、遏制感染和快速修复方面不能提供任

何帮助。您需要一个以威胁为中心的集成式下一代防火墙。这种防火墙不仅要提供精细应

用控制，还可对能够避开防御的高级恶意软件攻击所带来的威胁提供有效安全。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NGFW) 是业界首款专注于威胁的全面集成式 NGFW。它可在

网络到终端之间提供全面统一的防火墙策略管理功能、应用控制、威胁防御和高级恶意软
件保护。 

思科 Firepower NGFW 包括业界最广泛部署的状态化防火墙，可提供对超过 4000 个商业应

用的精细控制。其单一管理界面可在网络到终端之间提供统一可视性。Firepower NGFW 可

以实现全面的策略管理，控制访问、阻止攻击、抵御恶意软件，并提供集成式工具来跟踪

和遏制侥幸潜入网络的攻击并从攻击中恢复。 

我们计划在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测试中使用 Firepower 4110、Firepower 9300 和 Firepower 
NGFWv。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products-release-notes-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sw/install/cta_install_guide_for_software_sensor_agents.pdf?dtid=osscdc000283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sw/install/cta_install_guide_for_software_sensor_agents.pdf?dtid=osscdc0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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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终端的 AMP 

思科面向终端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AMP4E) 是一款云托管型终端安全解决方案，可
提供可视性、情景感知和控制功能来防止攻击，还可在威胁侥幸避开了前线防御进入网络
时进行快速检测、遏制和修复，所有这些功能均以经济高效的方式执行，且不会影响运营
效率。 

 预防：利用最出色的全球威胁情报增强防御并实时阻止恶意软件。 

 检测：持续监控和记录所有文件活动，快速检测隐秘的恶意软件。 

 响应：加速调查并自动修复服务器中的恶意软件。 

基于主机的防恶意软件功能是最后一道防御线，通常也是面向端到端加密通信（密码保护

存档、https/sftp、聊天文件传输等）的唯一防御方式。思科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AMP) 可

以分析到达服务器系统的所有文件。如果已知文件是恶意的，则将立即进行隔离。 

我们计划在所有应用服务器上部署 AMP4E，包括 AWS 中的应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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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测试 
目前正在实验室中构建思科多站点 ACI 参考设计。验证测试的重点在于以下支持现代化数据
中心中新功能的集成。 

 

可视性：Tetration 和 APIC 

合规性是该集成的主要原因，客户可证实 ACI 策略按预期运行。 

下面是测试该集成的计划： 

1. 在所有应用服务器上部署 Tetration 代理。 

2. 将 Tetration Analytics 设置为执行行为分析。 

3. 生成从不同访问类型用户（例如园区、分支机构、互联网）传输至应用的流量。 

4. 查看 Tetration Analytics 中的行为分析结果 
 
 

这是是第一部分 - 执行行为分析，下一部分是利用这些信息在 ACI 中实施分段。 

 

分段：Tetration 和 APIC 

该集成所解决的问题包括： 

 实现零信任或白名单模式 

 降低策略变更的影响 

 轻松迁移至 ACI 

 Tetration 可优化所生成的策略 

 
 

这是第二部分，利用了前面测试中的行为分析结果。 
 
 

下面是测试该集成的计划： 

1. 应用变更之前执行策略模拟 

2. 通过生成 EPG、应用配置文件 (AP)、合同和主题自动生成白名单，并将其应用至 APIC。 

3. 确认新策略按预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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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Tetration 和 VMware vCenter（ERSPAN、Netflow 
和属性） 

该集成包含三个不同的部分： 

 远程封装交换端口分析器 (ERSPAN) 是 Tetration Analytics 接收来自 vCenter 中 SPAN 
数据的功能。只有 Tetration 代理不受服务器操作系统支持且无法进行部署时，才
需要此功能。我们计划在所有服务器上部署 Tetration 代理，但将记录启用此功能
所需的步骤。 

 还可在 Vmware vSwitch 中启用 Netflow，以发送至 Tetration Analytics。我们计划在
所有服务器上部署 Tetration 代理，但将记录启用此功能所需的步骤 

 VCenter 中的属性是要测试的主要集成功能。Tetration 将利用 vCenter API 来了解虚
拟机属性（名称、客户标记）。因此，Tetration 将为 vCenter 中的分析提供更丰富
的情景信息。我们会将 Tetration 配置为从 vCenter 中提取所有这些属性。这些属性
随后用于测试 Tetration 分段。 

 

分段：Tetration 和 vCenter（属性） 

上一集成将 VMwarevCenter 虚拟机属性导入 Tetration，接下来将开始该集成。这些属性

进入 Tetration 中后，即可应用于规则。Tetration 会将该策略推送至所有服务器上的 

Tetration 代理以实施该策略。这就是微分段，可对 VMwarevCenter 环境中的东西向流量

提供保护。 

 

可视性：启用 Stealthwatch 和 Netflow 的设备 

该集成涉及到，支持将设备中的 Netflow 记录发送至 Stealthwatch 收集器。本安全数据中
心设计的计划是在 VMwarevSwitch、Nexus 9300 交换机和 Firepower NGFW 上启用 Netflow。
生成流量之后，我们将在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中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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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性：AMP4E 和 NGFW 

Firepower 管理中心具有网络文件轨迹功能，可与网络中的主机传输文件（包括恶意软件文
件）进行匹配。轨迹图表包括文件传输数据，如果文件传输被阻止或文件被隔离，还将包
含文件处置情况。您可以确定哪些主机可能已传送恶意软件、哪些主机存在风险并观察文
件传送趋势。 

这可提供单一管理平台，提供对 NGFW、NGIPS 和 AMP4E 的可视性。 

我们将使用 AMP 公共云进行测试，因此将在 AMP4E 门户中查看结果。 

下面是测试该集成的计划： 

1. 在所有应用服务器上部署 AMP4E。 

2. 在 NGFW 中启用 AMP4N。 

3. 生成从不同访问类型用户（例如园区、分支机构、互联网）到应用的基于文件的流量。

AMP4E 和 AMP4N 均应启用。 

4. 在 FMC AMP 门户中查看结果。 

5. 利用 AMP4E 门户在 AMP 公共云中查看结果。 
 

威胁防护：AMP4E 和 NGFW 

该集成将以上一集成为基础。我们需要在 FMC 中显示追溯性支持。我们将显示 Threat Grid 
随后如何判定文件属于恶意文件并且应该删除。追溯性支持将显示服务器是否包含需要删
除的恶意文件。 

 

威胁防护：NGFW 快速威胁遏制和 APIC 

该集成涉及基于 AMP4E、AMP4N、NGIPS 识别 FMC 中的攻击者，并提取攻击者的 IP 地址。

FMC 将利用 APIC 补救模块中的这些信息推送策略以隔离该主机。 
 

威胁防护：NGFW 和 Tetration 快速威胁遏制 

该集成涉及基于 AMP4E、AMP4N、NGIPS 识别 FMC 中的攻击者，并提取攻击者的 IP 地址。

FMC 将利用 Tetration 补救模块中的这些信息推送策略以隔离该主机。 

 

协调和管理：FMC 和 APIC 

该集成涉及使用 APIC 测试 FMC 的 ACI 设备工具包。 

我们将依据以下网址提供的《面向 APIC 集成的思科 Firepower 威胁防御快速入门指南 1.0.2》
来着重测试该工具包：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firepower/APIC/quick-start/guide/ftd-apic-qsg-
102/ftd-apic-qsg-102_chapter_01.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firepower/APIC/quick-start/guide/ftd-apic-qsg-102/ftd-apic-qsg-102_chapter_01.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firepower/APIC/quick-start/guide/ftd-apic-qsg-102/ftd-apic-qsg-102_chapter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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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思科可提供全面的可视性和多层分段功能，帮助数据中心团队一致地保护所有位置的工
作负载。我们的解决方案具备集成式威胁防护功能，有助于确保您的业务更安全，提高
数据中心团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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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思科 SAFE 可简化安全性：  

www.cisco.com/go/safe 

思科 HyperFlex HX240c M5 节点和 HX240c M5 全闪存节点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hyperconverged-
infrastructure/hyperflex-hx-series/datasheet-c78-736784.pdf 

思科多站点 ACI 架构白皮书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
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9609.html 

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版本 2.3 设计指南白皮书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
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7909.html?cachemode=refresh 

面向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的思科 Nexus 9500 平台交换机产品手册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
switches/datasheet-c78-732088.html 

面向思科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的思科 Nexus 9300-EX 和 9300-FX 平台枝叶交换机产品

手册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
switches/datasheet-c78-738259.html 

思科 Stealthwatch：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www.network-node.com/blog/2016/5/31/stealthwatch-smc-client-part-1 

思科 Tetration Analytics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index.html 

思科 Tetration 代理：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
analytics/sw/install/cta_install_guide_for_software_sensor_agents.pdf?dtid=osscdc000283 

思科面向终端的高级恶意软件防护： 

l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fireamp-endpoints/index.htm 

思科高级恶意软件保护：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advanced-malware-protection/index.html 

思科 Talos - 全面的威胁情报：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talos.html 

思科 ThreatGrid：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amp-threat-grid/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go/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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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9609.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7909.html?cachemode=refresh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data-center-virtualization/application-centric-infrastructure/white-paper-c11-737909.html?cachemode=refresh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2088.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2088.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259.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llateral/switches/nexus-9000-series-switches/datasheet-c78-738259.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www.network-node.com/blog/2016/5/31/stealthwatch-smc-client-part-1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sw/install/cta_install_guide_for_software_sensor_agents.pdf?dtid=osscdc000283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data-center-analytics/tetration-analytics/sw/install/cta_install_guide_for_software_sensor_agents.pdf?dtid=osscdc000283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fireamp-endpoints/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advanced-malware-protection/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talos.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amp-threat-gri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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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FirePOWER 管理中心：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firesight-management-center/index.html 

思科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firewalls/index.html 

思科快速威胁遏制解决方案：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rapid-threat-
containment/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firesight-management-center/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firewalls/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rapid-threat-containment/index.html
http://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rapid-threat-contain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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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实验室示意图 
 

图 14 - 圣何西安全数据中心实验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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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产品 

 
我们计划在安全数据中心解决方案的验证测试中使用以下产品，完成测试之后将填写测试
版本列。 

 

表 2 - 计划用于验证测试的解决方案产品 
 

产品 说明 平台 版本 

Hyperflex 思科 HyperFlex HX240c M5 全闪存节点 - 
HXAF240C-M5SX– 带自加密驱动器 

设备  

ACI 多站点管理器 思科 ACI 多站点策略管理器负责调配和

运行状况监控，管理思科 ACI 网络策略

的整个生命周期，并将租户策略扩展至

思科遍布全球的 ACI 站点。 

3 台虚拟机机组  

APIC APIC 可对以应用为中心的基础设施 (ACI) 

交换矩阵统一自动化和管理。 
3 台设备机组  

ACI 主干网 N9K-9364C – 独立主干网  

N9k-C9504-FM– ACU 2RU 机箱 

N9K-X9736C-FX：100 千兆以太网线卡 

设备  

ACI 枝叶 N9K-C93180YC-FX 设备  

Firepower 管理中心 管理 Firepower NGFW 和 NGIPS 设备 虚拟机或设备  

Firepower 下一代防火墙 Firepower NGFW 可在网络到终端之间提

供统一的防火墙策略管理功能、应用控

制、威胁防御和高级恶意软件防护。可

提供物理设备和虚拟设备。 

虚拟机、FP4110、FP9300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 Stealthwatch 管理控制台最多可对 25 个

流收集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和其他来
源的数据进行汇聚和整理，并提供分析
结果。它以图形方式展现网络流量、身

份信息、自定义 

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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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说明 平台 版本 

 摘要报告、以及集成安全和网络情报，

以提供全面分析。 

  

StealthWatch 流收集器 该流收集器可利用企业遥测功能，例

如 NetFlow、IPFIX 和现有基础设施

（例如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终

端和其他网络基础设施设备）中的其

他类型流数据。 

虚拟  

Tetration Analytics 设备 思科 Tetration 使用分段实现零信任模

式，从而为多云数据中心提供全面的工

作负载保护。 

设备  

Tetration 代理 基于服务器的代理，可用于发送分析结
果以及执行基于主机的实施 

软件  

面向终端的 AMP (AMP4E) AMP4E 将用于应用服务器，以提供防恶

意软件和防病毒支持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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