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终端的AMP部署方法和最佳实践 
目录

面向终端的 AMP

部署最佳实践

关于本文档
面向终端的AMP是一款全面的终端安全解决方案，旨在既作为独立工具发挥作用，又作为本地集成
的思科和第三方解决方案架构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因此，客户和合作伙伴在其环境中部署和配置面
向终端的AMP之前，应注意许多注意事项。本文档的目标是提供有关部署方法、设置和配置以及一
般最佳实践的指导。

请注意，本文档主要侧重于部署策略和最佳实践。它设计为补充文档，不包含面向终端的所有
AMP功能或配置选项的综合列表。有关特定产品功能或集成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此处提供的其
他面向终端的AMP官方文档：

https://docs.amp.c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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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过程
本节概述了在企业环境中成功部署面向终端的AMP的推荐阶段。以下流程图是客户在其环境中使用
的通用框架。



阶段包括：信息收集、部署规划、控制台设置、alpha部署、测试版部署、常规部署和集成设置。在
任何企业范围的部署中，建议逐步遵循这些阶段，从信息收集开始，一直到集成设置。重复周期也
是任何成功的面向终端的AMP部署的一部分；它们是确保顺利部署体验、准确配置调整和及时解决
任何潜在性能问题所必需的。思科认识到每个客户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此框架仅应作为建议，因
为可能需要根据客户使用案例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调整。

第 1 阶段：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是确保面向终端的AMP的最顺畅部署体验和配置的必要起点。本节概述有关环境数据、安
全产品数据和合规性要求收集的重要注意事项。

考虑事项：环境数据收集
第一步是了解并记录现有的安全状态。这至少应包括：



将在多少个终端上安装面向终端的AMP?●

将安装哪些面向终端的操作系统AMP?●

在安装面向终端的AMP之前或之后，是否会删除现有终端安全产品？●

面向终端的AMP是否与现有安全产品兼容？●

什么是任务关键型系统和软件？●

当前的软件部署流程是什么？●

环境中是否有HTTP/S代理？●

组织隐私要求是什么？●

考虑事项：安全产品数据收集
大多数组织将面向终端的AMP部署到已安装现有终端安全产品的环境中。因此，关于可能传输到面
向终端的AMP的信息已经非常多。此信息不应从头开始，而应根据当前相关性进行编译、评估，并
用于通知面向终端的AMP设置过程。以下列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尽管它并不全面：

现有终端安全产品中已包含哪些例外项？●

是否存在现有应用阻止列表或应用白名单？●

当前终端安全软件是否用于阻止IP地址？●

排除项、阻止列表和阻止的IP地址是否仍与当前安全状态相关？●

现有终端安全产品目前使用哪些安全功能？ 面向终端的AMP中是否存在这些功能？我们能否将
现有设置转换到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

●

考虑事项：审核和合规性
许多组织都需要遵守审核和合规性要求。通常，这些要求会迫使组织维护有关访问者和更改者、更
改时间以及与终端安全性能相关的历史数据的数据。面向终端的AMP提供详细的用户审计和终端历
史数据，最长30天。利用面向终端的AMP事件流功能可以获得其他历史保留。为确保新的面向终端
的AMP安装符合这些要求，建议您获得以下答案：

您的组织审核要求是什么？●

贵组织需要遵守哪些政府合规性要求？ PCI DSS、GDPR●

您对历史数据存储的组织要求是什么？●

第 2 阶段:部署计划
部署规划阶段是准备的下一步。此阶段利用在信息收集部分收集的数据，围绕公共云或私有云的使
用、配置规划和控制台设置制定与部署相关的决策。



考虑事项：公共云与私有云
面向终端的AMP有两种部署选项：公共云和私有云。了解两个选项之间的差异以确保您选择最适合
您的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

公共云： 面向终端的AMP公共云部署是客户选择的最常见选项。此部署方法可确保新功能立即
可用，同时无需服务器资源即可管理终端部署。因此，思科建议使用更灵活的方法。

●

私有云： 面向终端的AMP私有云托管在您的环境中。此部署选项通过让所有终端遥测数据都由
您直接控制，为您的组织提供更加私密的保护。面向终端的AMP私有云设备有两种形式：虚拟
设备和物理UCS设备。每个选项都有自己的一组要求，在做出购买决策之前，应仔细评估这些
要求。面向终端的AMP的两个版本私有云均提供两种主要操作模式：代理模式和Air-Gap模式。
大多数面向终端的AMP私有云客户在代理模式下运行其设备，这是私有云部署的推荐配置。
Air-Gap模式已弃用于虚拟私有云部署（将用于物理UCS），并为具有极高隐私要求的客户或无
法建立外部网络连接的客户提供。<链接至有关私有云选项和要求的特定信息>

●

终端连接器要求： 有关所有受支持操作系统的终端连接器要求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link>●

考虑事项：面向终端的AMP配置规划
在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中，组织和管理终端批次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组。它们允许根据组织中的计
算机的功能、位置或其他条件进行管理，并创建父组和子组以在精细级别管理整个环境。为此，必
须仔细考虑以下问题并规划组和策略架构：

如何组织终端组？●

如何组织策略？●

如何组织例外项？●

所选结构在一年后能否满足业务需求？●

TETRA(Windows)/ ClamAV(MacOS)是否将用作AV引擎？●

AMP更新服务器是否会部署在您的组织中？●

是否启用认知智能集成？●



考虑事项：防火墙和代理设置
面向终端的AMP公共云需要特定的防火墙规则和/或代理设置，以确保终端连接器功能正确。使用公
共云选项的组织必须允许出站HTTP/TLS通信(TCP/443)。 此出站通信可限于特定IP地址和服务器
URL。其他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技术说明文章：

正确AMP操作所需的服务器地址：http://cs.co/AMP4EP_Required_URLS●

第 3 阶段:控制台设置
本节将介绍如何配置用户帐户、创建和配置策略和组、设置流行度和爆发控制、创建排除以及设置
AMP更新服务器。

用户设置
若干面向终端的AMP功能对未正确配置的用户帐户不可用。为了确保访问所有可用配置选项和产品
功能，用户必须启用两步验证、案例簿和时区。用户可以选择退出Google Analytics和通过电邮接收
公告等其他选项。

注意：使用远程文件获取、命令行可视性和流行性功能需要两步验证。面向终端的AMP两步验证已
经过测试，并且与iOS或Android设备的Duo、Google身份验证器和身份验证兼容。

步骤
要正确配置用户的两步验证，您首先需要使用销售代表提供的凭证登录帐户。

单击Accounts（帐户）> Users（用户），然后选择您的用户名。1.
单击“Two-Step Verification（两步验证）”选项旁的Enable，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使用推荐的
应用程序(Duo、Authy、Google Authenticator)仔细配置您的两步验证

2.

返回用户页面，您现在应该看到远程文件获取和命令行已启用。继续设置时区、授权案例簿和3.



通过电子邮件检查接收公告
正确配置后，用户页面应如下所示。

策略管理
策略创建和管理是面向终端的AMP的核心。策略控制连接器功能的所有可配置方面。因此，必须确
保所有新创建的策略都以当前和未来的组织结构为出发点。为保持这种灵活性，思科建议根据需要
创建尽可能少的策略，以正确满足组织需求。

默认情况下，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为管理员提供许多策略，以便在其上构建。这些策略旨在提供
高级别的安全性，同时将对终端的潜在性能影响降至最低。在确定各种终端功能的策略设置时，思
科建议客户遵循策略页面上提供的建议设置，并尽量减少修改，以满足组织安全需求。

默认情况下提供两种主要类型的策略：审核和保护。

审计策略提供了部署面向终端的AMP连接器的方法，同时确保对终端的干扰有限。默认审计策
略不会隔离文件或阻止网络连接，因此，对于在初始部署和故障排除期间收集用于连接器调整
的数据非常有用。

●

保护策略可提供更高程度的终端保护。使用这些策略的连接器将隔离已知恶意文件、阻止C2网
络流量并执行其他保护操作。

●

最佳实践：面向终端的AMP策略创建的最佳实践是创建一组基本策略，然后复制这些策略以创建相



同策略的调试和更新版本。这样，在收集调试数据和执行连接器更新时可保持一致性。

步骤
以下步骤概述了审计、保护和服务器策略的建议设置。

在面向终端的AMP的终端控制台中，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Policies（策略），然后单
击Windows(Windows)选项卡，然后单击Audit 策略记录以切换展开设置，然后单击Edit（编辑
）。

1.

在审核策略的模式和引擎选项卡中，将恶意活动保护和系统进程保护引擎更改为审核并删除漏
洞防御前的复选框

2.

注意：漏洞防御引擎不允许监控，它始终阻止/保护。因此，建议对审核策略完全禁用它。

导航至审核策略的高级设置(管理功能)页面，并设置连接器保护密码，以防止未授权用户（或
恶意软件）启动/停止或卸载AMP服务。

3.



导航至审核策略的高级设置(Advanced Settings)客户端用户接口(User Interface)页面，然后选
择是否希望最终用户查看用户界面。

4.

注意：为简单起见，思科建议禁用客户端接口，但这是组织要做出的特定决策。如果您决定保留客
户端用户界面，思科建议使用大多数默认设置，同时选中Hide Exclusions复选框以最小化用户对安
全设置的可视性。



导航至“审核”策略的“高级设置”(Advanced Settings)(File and Process Scan)页面，并确保将
“执行模式”(On Execute Mode)设置为“被动”(Passive)。

5.

注意：思科建议将“执行模式打开”设置保持为“被动”。将该设置更改为活动模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性
能问题。



熟悉其他策略配置设置，无需进一步更改，然后单击Save。下面是Windows审核策略的样式
。

6.

下一步是创建审核策略重复项，以便调试和触发更新。在策略配置的Windows选项卡中，单击
审核策略记录，然后在展开的设置视图中单击“复制”按钮（记录视图右下角）。 这将创建名为
“审核副本”的重复策略。

7.

首先单击Edit（记录视图右下角），然后更改Name视图中的条目，最后单击Save（策略配置
右下角的按钮），将新创建的副本重命名为Audit - Debug。

8.

再创建一个Windows审核策略的重复项，并将其重命名为“审核 — 更新”稍后我们将配置审核
和调试设置。

9.

对默认保护和服务器策略重复上述步骤，从提供的设置开始。主要区别在于模式和引擎 对于
保护策略，下面是模式和引擎的外观。

10.



注意：其他设置（包括管理功能、客户端用户界面、文件和进程扫描等）与审核策略相同。

对于服务器策略，下面是模式和引擎的样式。1.

2.
注意：网络引擎(DFC)应完全禁用于大多数服务器部署。此外，请确保使用适当的命令行开关安装
服务器连接器，以禁用设备流关联的安装。在初始部署中保持文件审核状态，并在初始调整和审核
后切换到隔离区。其他设置（包括管理功能、客户端用户界面、文件和进程扫描等）与审核策略相
同。命令行开关：http://cs.co/AMP4EP_CLI_Switches

创建其他调试(保护 — 调试和服务器 — 调试)和更新（保护 — 更新和服务器 — 更新）策略11.



版本。我们稍后将配置审核和调试设置。暂时不要修改域控制器和分类策略。
如果相应地配置，Windows策略页面应如下所示：

组
组是终端连接器和关联策略之间的链路。因此，组的顶层应具有适用于所有操作系统的关联策略。
例如，审核父组将为Windows、Mac、Linux、iOS和Android分配审核策略。但是，连接器不应直接
放置到父组中。相反，建议根据公司用于组织终端的标准创建子组。将子组用于终端组织，可实现
更精细的管理。

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预填充了五个默认父组，这些组将用作模板。您可以根据环境需要创建任意
数量的父组或子组。子组将继承父组的所有策略。此外，子组可在父组之间移动。当子组移动到新
父组时，它将继承与新父组关联的所有策略。



父组的创建应与策略匹配，并以相同方式命名。例如，如果您有以下策略：

审核●

审核调试●

审核更新●

您应具有与以下每个策略对应的父组：

审核父组●

审核调试父组●

审核更新父组●

注意：组的名称仅是组内设备的描述符，它不规定组的行为。始终由策略决定连接器的行为。例如
，您可以将名为Audit的组与Protect策略连接。建议保持组和策略的命名一致以避免混淆。

将终端组织到其子组后，精细管理就成为在父组之间移动子组的简单任务。例如，发布新连接器版
本时，只需更改策略中的产品更新设置，并一次将子组移动到关联的更新父组中。这样，您无需创
建其他组或策略即可对终端连接器进行精细分阶段更新。

最佳实践：将连接器分布到按共同性组织的多个子组。示例组织包括区域、时区、办公室、业务部
门、职能相似性等。然后将子组与相应的父组关联。请勿将所有终端连接器放入一个组中，也不要
将连接器直接放入父组。



如何创建父组和子组
以下步骤概述了如何创建父组和子组。这些步骤旨在作为如何组织面向终端的AMP组结构的示例。

在面向终端的AMP的终端控制台中，导航至Management（管理）组，然后单击Audit 组旁边
的Edit按钮，将名称更改为Audit Parent Group。确保分配的Windows策略为审核（根据“策略
创建”练习中选择的名称）。 Click Save.

1.

使用“组”页右侧的创建组按钮，创建两个名为“审核调试父组”和“审核更新父组”的新组。确保分
配给这些组的Windows策略是“审核 — 调试和审核 — 更新”

2.

对“保护”和“服务器”组重复相同的步骤 — 总共创建四个新组，并确保准确分配Windows策略以
反映每个组的用途。例如，“保护调试父组”应为Windows分配保护 — 调试策略,“服务器更新父
组”应为Windows分配了服务器 — 更新策略。

3.

最后，根据贵公司用于终端管理的任何组织架构创建子组。4.
注意：可以在创建时为新创建的组选择父组。



完成上述步骤后，“组”页面顶部应显示这样的内容。请记住，某些新创建的父组不适用于单个屏幕
截图。

流行率
面向终端的AMP流行性功能是指向Threat Grid文件分析环境的内置链接。此功能监控终端组的终端
的所选AMP，以查找低普遍性的未知可执行文件。当检测到未知可执行文件时，面向终端的AMP云
服务可以请求终端连接器上传文件以便在满足某些条件时进行分析。文件成功上传到面向终端的
AMP控制台后，将提交到Threat Grid进行进一步静态和动态分析。如果文件返回高威胁分数，则
AMP云会更新，文件会在终端上隔离。

注意：默认情况下，所有面向终端的AMP帐户都提供24小时滚动窗口提交，最多100个文件。如果
需要，可以购买其他Threat Grid“高级文件分析”提交包以增加限制。

流行度配置步骤
以下步骤将演示如何正确配置流行性功能。

在面向终端的AMP的终端控制台中，导航至Analysis（分析）à Previsce，然后单击页面右侧
的Configure Automatic Analysis（配置自动分析）按钮。

1.

选择将提交文件以供分析的组，然后单击“应用”。2.
最佳实践：应为所有终端组配置流行性，但应对负责软件开发的组和具有高隐私要求的组进行例外
（自动提交文件可能违反公司保密策略）。

您应该看到“当前自动分析状态”(Current Automatic Analysis Status)，其中显示选定的组数和
这些组中的终端数。目前，我们尚未部署任何终端连接器，因此数量仍为零。

3.

排除
在面向终端的AMP中创建和管理例外项是确保性能影响最小和应用程序兼容性正确的必要条件。面
向终端的AMP提供大量思科维护的例外项，以帮助组织快速设置。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至少需
要一些自定义例外项。为了正确识别所需的自定义例外项，必须在终端处于正常操作负载下时获取
调试诊断数据。然后，这些诊断文件由调整工具进行解析，生成文件频率数据。有关排除项的其他
资源，请参阅现有终端安全产品和其他常用软件的供应商文档。有关如何获取诊断文件和调整工具
用法的信息，请参阅本文档Alpha部署部分的识别新例外项。

注意：在将排除项从一种产品移植到另一种产品之前，应仔细重新评估，以确保它们仍与环境相关



，并限制安全覆盖中不必要的差距。适用于终端设备的AMP用户指南以及文档中提供了排除项的概
述：

http://cs.co/AMP4EP_Best_Practices_Exclusions

爆发控制
面向终端的AMP提供多种控制，以管理和缓解恶意软件在客户环境中的传播。这些控件包括简单自
定义检测（基于SHA256匹配的文件隔离）、高级自定义检测（在自定义Clam AV规则上匹配）、
应用控制（用于控制应用执行的阻止和白名单）、网络（黑白IP地址列表）和终端IOC（由客户导
入用于扫描的自定义OpenIOC格式检测规则）。

在从现有安全产品将数据导入爆发控制之前，应仔细评估SHA、IP和规则，以确保它们仍与环境相
关。此外，需要对需要执行特定自定义检测的所有相关策略应用自定义检测。这就是准确规划您的
组和策略布局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

注意：您可以逐个将SHA256条目添加到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也可以一次上传包含一组
SHA256条目的文件。您还可以上传文件本身以计算哈希值。请记住，面向终端的AMP不会允许您
将合法干净文件（在AMP云中标记为）的哈希添加到简单自定义检测列表。这是防止合法文件被意
外定罪的防护措施。可以将干净文件添加到“应用阻止”列表以阻止执行。

AMP更新服务器
面向终端的AMP包含称为TETRA的传统AV引擎。TETRA旨在与其他面向终端的AMP引擎配合使用
，为静态和移动平台提供增强的安全性。由于TETRA设计为以离线容量工作，因此需要下载签名文
件才能正常运行。鉴于下载初始签名文件所固有的带宽开销，AMP更新服务器可用于降低广域网带
宽开销。此外，AMP更新服务器提供签名文件的本地副本，这有助于确保网络中断无法阻止签名文
件更新。

为确保最大的灵活性，AMP更新服务器设计用于在IIS、Nginx和Apache上工作。

注意：有关如何设置AMP更新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技术区文章
：http://cs.co/AMP_Update_server

http://cs.co/AMP4EP_Best_Practices_Exclusions


最佳实践：在TETRA引擎将用于桌面、虚拟环境和服务器的环境中，建议配置AMP更新服务器。组
织可能有多个AMP更新服务器为区域办事处提供定义服务（根据策略配置一个服务器）。 请记住
，建议远程工作站和漫游系统直接从AMP云而不是AMP更新服务器下载更新。

阶段4a:Alpha部署
与任何大规模软件部署一样，以缓慢、系统的方式部署始终是一种良好的做法。分阶段部署可确保
在部署到任何环境时，如果遇到问题，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只影响相对较小的终端百分比
。这些问题与安全软件尤其相关，因此思科最佳实践是使用阶段4a、阶段4b和阶段5中概述的分阶
段方法部署面向终端的AMP。



审核部署（Alpha组）
在第1到第3阶段，我们收集了有关当前设置的信息，并使用已知排除项、组和策略配置了控制台。
在掌握该信息并完成配置后，我们已准备好开始部署到Alpha轮终端。Alpha部署终端应部署到Audit
- Debug Parent组下的组。这将确保连接器维护有用的数据集以用于调整目的。

最佳实践:Alpha部署应包含您组织中非常小的子集。根据组织规模，这可能包含1%到10%的工作站
。在现实部署中，强烈建议从IT员工开始部署流程，因为他们将具备帮助诊断问题的技能，同时避
免为帮助台提供不必要的故障单。建议使用已启用调试的审核策略部署面向终端的AMP连接器，因
为它有助于降低对用户终端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同时提供将用于调整的有价值数据。

注意:AMP连接器的默认和其他命令行开关：http://cs.co/AMP4E_Connector_Install_Switches

连接器调整（Alpha组）
一旦连接器已部署并注册到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应允许它收集一段时间的数据，因为这样连接
器将能够获取我们可用于创建其他排除项的数据。在实际部署中，在准备从终端检索诊断包之前
，连接器应至少注册并激活30分钟（最好1小时）。

最佳实践:建议在工作时间至少运行两次或两次以上，以确保识别并实施任何所需的例外项。

识别新排除项
以下步骤将浏览思科维护的排除项和自定义排除项控制面板，触发诊断上传到面向终端的AMP控制
台，下载生成的诊断文件并运行调整工具。

注意:Cisco TAC不支持Windows连接器调整工具。客户可以自由使用此工具，但是，如果遇到任何
问题，应将其报告为Github上的问题。思科TAC不会协助客户使用此工具，如果打开调整案例
，TAC将直接协助调整终端。

登录面向终端的AMP并导航至“管理”(Management)(排除)。将显示两个类别：自定义和思科维
护

1.



     
 

        答：您的组织创建了自定义例外项，以解决特定的非标准问题。此类排除通常在初始调整后创
建。可以排除路径、文件扩展名、通配符、威胁和进程。

最佳实践：以下文档介绍了推荐的排除最佳实践
：http://cs.co/AMP4E_Exclusions_Best_Practices

B.思科维护的排除项由思科创建和维护，以便在面向终端的AMP连接器与防病毒、安全和其他
软件之间提供更好的兼容性。

注意：无法删除或修改思科维护的例外项。您可以看到每个应用程序正在排除哪些文件和目录。这
些例外项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新，包括应用的改进和新版本。          

导航至Alpha组终端之一的Managementà Filter。2.
单击诊断3.
设置调试会话 — > 15分钟，然后单击历史数据和内核日志按钮。4.

等待20-30分钟，使诊断程序运行并上传到面向终端的AMP文件存储库。5.
单击“分析”(Analysis)>“文件存储库”。6.
单击“Type à Connector Diagnostics(键入à连接器诊断)”。7.
展开连接器记录，然后单击Download。8.
导航至：http://cs.co/AMP4E_Tuning_Tool9.

下载Diag_Analyzer_<version>.exe10.
将Diagnostic（诊断）和Diag_Analyzer(Diag_Analyzer)放在同一文件夹中。11.
双击：Diag_Analyzer_<version>.exe文件。这将导致诊断文件的解压，并创建包含文件和目12.



录频率信息的文本文件。
评估生成的文本文件是否存在潜在的新排除项。13.

注意：使用调整工具的输出，确定最繁忙、访问量最大的文件和进程。验证业务环境的有效性和外
部环境的漏洞。确保您了解文件和进程漏洞（如果存在）。

注意：必须将排除列表添加到相关策略中，以便将排除传递到终端连接器。

仔细检查输出，确定需要实施哪些排除项，同时考虑可能的安全漏洞。将产生的排除项添加到面向
终端的AMP控制台。强烈建议查看本练习的排除最佳实践文档第1a步。

最佳实践:连接器调整应根据需要频率执行，并尽可能大地设置终端示例，以确保面向终端的AMP连
接器的稳定、低资源性能。

连接器激活（Alpha组）
连接器部署到初始Alpha组后，执行了调整，并通过添加新的排除项缓解了可能的性能问题，您就可
以通过将终端连接器移至启用保护策略的其他父组来激活它们。在此阶段，继续监控性能问题和帮
助台票证。

最佳实践:在将终端移至保护模式之前，请确保正确配置了排除项，并将任何自定义软件添加到应用
白名单以避免错误检测。如果遇到其他问题并需要返回审核状态，只需将子组移回审核父调试组。
但是，当终端在保护模式下运行时，也应考虑收集诊断包。如果多轮排除无法解决您的问题，请向
Cisco TAC支持部门提交问题，因为您可能遇到以前未知的问题，需要更详细的分析。

第4b阶段：试用版部署
与相对较小的Alpha部署不同，初轮Beta部署应是较大的端点组，但仍仅限于组织整体中的一小部
分。试用版部署阶段可能会重复多次，在每次集成期间扩展客户群以确保客户群稳定而彻底地增长



。测试版部署应从审核调试配置开始，并在初始调整后进入保护调试阶段。调整完成并解决终端问
题后，这些系统可从调试移出到标准保护组。

最佳实践：如果存在任务关键型系统（如服务器和其他系统）的测试环境，则应在一轮试用部署中
针对这些系统。在为试用版部署选择目标终端时，请选择所有部门或终端角色的有限交叉部分。这
可以更好地全面了解目标环境，并基于现场反馈更平稳地进行诊断和调整。测试版部署阶段应重复
多次，以确保所有目标终端组之间的最大兼容性和性能。

审核部署（试用版组）
这是它开始重复的地方。与Alpha部署阶段一样，我们首先在审核模式下将AMP连接器部署到更多
终端。这应该会扩展初始部署，以覆盖具有不同角色和功能、不同软件集和不同用户行为的其他部
门。

连接器调整（Beta组）
Beta组的调节练习与Alpha组的调节练习基本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现在瞄准在试用阶段部署
的终端。由于该阶段涉及不同的终端角色和组织部门，因此他们可能会产生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组不
同的排除要求。

连接器激活（Beta组）
连接器部署到更广的Beta组后，调整完成，并添加了排除项，此时应将终端连接器移至保护模式以
激活它们。继续监控性能问题和帮助台票证。在排除、应用白名单和调整方面，测试版组也适用相
同的最佳实践集。

第 5 阶段：一般部署
随着Alpha和Beta部署阶段的成功，常规部署实际上已变为可行。应使用活动保护模式安装终端
，这意味着没有连接器激活步骤。在此阶段，应正确配置策略、组和例外项并针对其目标环境进行



调整。配置和性能问题应该最小化，管理员通常应该对预期有所了解。

最佳实践：规划常规部署，以覆盖100%的兼容终端。在部署团队满意的阶段部署到这些终端。建议
从最不重要的系统开始部署，到中等重要性，然后完成关键系统。在每轮部署之间留出时间，以完
成反馈循环并根据需要调整。

一般部署
成功完成第4a和第4b阶段后，面向终端的AMP应准备好向更广泛的企业进行常规部署。为确保成功
，管理员应确信他们有90%以上的例外和问题，并且确信将AMP连接器部署到处于保护模式的其余
系统，直接绕过审核模式部署。此阶段通常不包括新的组织单位、系统组和用户角色。

步骤
一般部署（根据其定义）通常假定在Alpha和Beta部署阶段获得的技能练习，直至覆盖100%兼容终
端。

考虑事项：连接器调整
进行连接器调整，直到消除所有性能和兼容性问题。如果在第4a和4b阶段对排除问题已给予足够重
视，则需要进行最小的额外调整。但是，由于目前大多数环境在本质上都是动态的，因此建议建立
可重复的流程，以帮助在出现问题时快速消除问题。这不仅涉及通过其所有部门监控更广泛的企业
以进行帮助台呼叫，还涉及在引入新终端角色时收集诊断包。此时，应该有一个部署流程，它可作
为可重复的循环：部署 — 诊断 — 调整。

第 6 阶段：集成
面向终端的AMP已设计为架构安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此，它本机集成了大量思科安全产品。此
外，面向终端的AMP还为Splunk和Q-Radar预构建插件，具有API功能，可与大多数SIEM产品和警
报系统集成。这些集成形成了一个架构，可实现跨平台检测和响应功能。



威胁响应
思科威胁响应是一个创新平台，可将来自思科和第三方来源的安全相关信息整合到单个直观的调查
和响应控制台中。模块通过构建关系图实现数据的快速关联，使安全团队能够清楚地了解攻击并快
速做出有效的响应操作。此外，还通过在“用户设置”(User Setup)部分启用的名为“案例手册
”(Casebook)的集成案例管理工具简化了日常工作流程。

实现威胁响应集成
许多安全运营团队都希望利用思科威胁响应集成，该集成已经为面向终端的AMP提供了支持。通过
将面向终端的AMP模块添加到思科威胁响应，调查人员将能够搜索面向终端的AMP记录的IP地址、
域、URL和文件哈希值。

登录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然后打开新的浏览器选项卡并导航至visibility.cisco.com。继续
，单击Log In with Cisco Security(使用思科安全登录)按钮，然后输入您用于登录面向终端的
AMP的凭证。

1.

注意：在编写本指南时，威胁响应要求面向终端的AMP用户帐户具有访问和利用该平台的管理权限
。

登录Threat Response后，单击Modules。您将看到，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多个模块，包括AMP
Global Intel、Private AMP Global Intel、AMP File Reputation、Talos Intelligence。

2.

在同一页上，单击“添加新模块”。我们将在此处添加面向终端的AMP模块。按照打开的对话框
窗口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填充第三方API客户端ID和API密钥字段后，单击创建模块进行确认。

3.



注意：URL字段应根据面向终端的AMP实例（NA、EU或APJC）的位置指定。 暂时保留为默认值
。

然后，您应在模块上看到新创建的面向终端的AMP模块。作为本指南的一部分，我们不配置任
何其他模块，但是，您可以通过单击How do I configure modules?找到配置其他模块和威胁响
应API的相关说明。和API客户端按钮，相应地显示。

4.

Threat Grid
Threat Grid是思科的恶意软件分析和威胁情报平台，通过静态和动态样本分析以及威胁情报生成和
共享提高安全性。面向终端的AMP通过流行性功能与Threat Grid进行有限集成。但是，完整的
Threat Grid帐户允许在整个思科安全产品组合中进行更广泛的集成和示例管理。Threat Grid完全由
API驱动，旨在丰富整体安全基础设施，因此，它与大多数思科安全产品组合以及越来越多的第三
方产品集成。

步骤
如果您已经拥有Threat Grid帐户，则只需获取Threat Grid API密钥并将其安装在面向终端的AMP控
制台中，即可将面向终端的AMP帐户与Threat Grid帐户集成。这将允许集中的样本管理，确保任何
样本运行都利用您的组织设置。此外，Threat Grid与面向终端的AMP的集成将允许用户利用统一的
思科安全帐户登录这两种工具。这会将面向终端的AMP文件分析提交（源自流行或手动提交）绑定
到您的Threat Grid云门户。

登录Panage.threatgrid.com1.
单击右上角的用户名并转至My Account页面，通过单击API密钥右侧的一个小按钮来复制
Threat Grid API密钥

2.



现在，打开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并导航至帐户(业务)，单击该页面右上角的编辑，然后向下
滚动到Cisco Threat Grid API将您从Threat Grid复制的密钥粘贴到API密钥字段中，然后单击
保存。

1.

注意：此设置将允许您在Threat Grid云帐户中查看从面向终端的AMP发起的文件分析提交文件，该
帐户提供对分析结果的更强健的视图，并允许执行更深入的威胁研究和调查。

认知智能
Cognitive Intelligence（以前称为Cognitive Threat Analytics）检测能够成功绕过其他安全控制或通
过未受监控的通道（包括可移动介质）进入并在组织环境中主动运行的恶意活动。Cognitive
Intelligence是一项基于云的服务，它使用机器学习和网络统计建模来检测与被入侵终端绑定的恶意
C2流量。更具体地说，它分析来自Web流量和NetFlow的用户和设备行为，以发现命令和控制通信
、数据泄露以及在基础设施中运行的潜在有害应用。Cognitive Intelligence的后端算法还允许通过查
看与二进制执行相关联的命令行参数以及将文件与其目标服务器相关联来改进对未知恶意文件的检
测。因此，认知智能是AMP面向终端的效力的主要贡献者，它被视为尽可能利用它的最佳实践。

步骤
以下是如何从面向终端的AMP内部配置认知智能并将思科网络安全设备配置为遥测源的示例。

在面向终端的AMP的终端控制台中，导航至Accounts（帐户）> Business，单击Edit，然后向
下滚动至页面的Cognitive Threat Analytics部分。

1.

单击Enable,然后单击Configure。您应重定向到允许配置第一个遥测源的页面。单击“让我们开
始”按钮，然后在SCP上，最后提供合适的设备名称（任何设备都会正常工作，只需确保它正
确识别您的设备即可）。 您应该在下面的页面上找到。

2.



注意：此示例显示如何将思科网络安全设备(WSA)配置为网络日志遥测源。但是，只要HTTPS或
SCP(McAfee、BlueCoat、Squid、ZScaler)上以所需的W3C格式提供日志，Cognitive
Intelligence也可以将第三方工具用作遥测源。 Stealthwatch Enterprise(NetFlow)也是Cognitive最常见的
遥测源之一。

利用以下分步配置指南完成并验证WSA与Cognitive的配对。3.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td/docs/security/web_security/scancenter/deployment/guide/C
onfigure_WSA_Upload.pdf

一般最佳实践

本节介绍在部署和运行面向终端的思科AMP时应考虑的其他通用最佳实践。

连接器更新
如果您遵循了有关策略和组创建的最佳实践，则连接器更新是可以按照员工的要求精确执行的琐碎
任务。只需将要目标的终端的子组移动到其当前父组的更新版本，即可执行该操作。

最佳实践：从终端连接器的一个版本升级到另一个版本后，始终重新启动终端。在很多情况下，如
果在连接器更新后无法重新启动终端，则会妨碍连接器正常运行。建议将连接器更新安排为与维护
窗口一致。

练习：故障排除
面向终端的AMP是具有多种不同扫描和安全引擎的强大产品。因此，对不熟悉AMP复杂性的人来说
，对面向终端的AMP连接器进行故障排除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但是，您可以采取一些基本
的故障排除步骤来解决大多数问题。

/content/dam/en/us/td/docs/security/web_security/scancenter/deployment/guide/Configure_WSA_Upload.pdf
/content/dam/en/us/td/docs/security/web_security/scancenter/deployment/guide/Configure_WSA_Upload.pdf


连接测试
许多管理员遇到的一个标准问题是验证其防火墙和代理规则集是否已完全实施时出现问题。为帮助
排除此问题，面向终端的AMP包含连接测试工具，作为Windows连接器安装在每个终端上的一部分
。运行该工具非常简单，结果将有助于立即确定终端是否与面向终端的AMP云基础设施有正确的连
接。

步骤
要运行连接测试，请先选择存在潜在连接问题的终端：

浏览到面向终端的本地AMP目录：                                               C:\Program
Files\Cisco\AMP\<版本号>\

1.

右键单击exe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选项，执行连接工具。2.
打开生成的exe.txt文件并滚动到底部。摘要数据将告诉您是否存在连接问题。如果您确实使用
连接工具发现了问题，向上滚动并识别失败的卷曲呼叫将有助于确定该问题在网络中的位置。

3.

设备轨迹测试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确定连接器是否与面向终端的AMP云基础设施通信。很多时候，我们会
拥有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报告“事件”的终端。在这些情况下，管理员经常怀疑终端是否正常运行。确
定连接器是否向后端报告数据的一种快速而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打开该终端的设备轨迹视图。

步骤
在本练习中，您将使用设备轨迹确定终端是否向云报告数据。

在面向终端的AMP中，控制台导航到Management -> Computers，并使用Filters查找有问题的
终端。Last Seen值通常是终端是否与AMP云通信的重要指标。

1.

注意：对于此简单练习，请选择您安装的任何终端。

展开终端记录，然后单击Device Trajectory。您应该进入视图，其中包含该系统上的进程、文
件和网络事件的历史表示。

2.

如果终端在过去几分钟内有设备轨迹数据，则终端正在正确报告，如果触发检测，将显示事件
数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该终端上的pdf测试文件并查看其是否显示在Device Trajectory上来运
行简单检查。(https://mysite.science.uottawa.ca/rsmith43/Zombies.pdf)

3.



错误排除检查
性能问题是管理员在运行安全产品时遇到的较为常见的问题之一，通常与缺少的排除项相关。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格式不正确的排除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性能开销。识别其中某些例外项的一种方法
是使用Github的Windows调整工具（在连接器调整练习期间下载）。 此工具能够指出格式不正确的
例外项，以帮助解决这些性能问题。

步骤
在本练习中，您将使用Windows调整工具来检查是否存在不正确的排除项。

在面向终端的AMP的控制台的“管理”(Management)>“计算机”(Computers)页面上，通过展开记
录并单击，从终端请求支持诊断包

1.

等待诊断包上传到控制台（7-10分钟），并从Analysis à File Repository下载它确保选择
Connector Diagnostics作为Type。

2.

将诊断包放在AMP诊断网络文件夹(Student_Win桌面上的快捷方式)中，确保该文件夹中仍有
exe工具。

3.

针对诊断包运行工具，仔细观察新创建的txt文件中的结果。4.
注意：从CLI运行工具时，请确保对有关从策略中查看排除项的问题做出“y”响应，或指定“ — e 1”选
项。

在评估调整工具的结果和面向终端的AMP控制台中列出的排除项时，评估排除项的性能也很重要。
性能排除检查包括2个部分：

排除是否为正确类型：通配符、路径、进程、文件扩展名、威胁。1.
排除是否格式正确？ 威胁排除： W32.B76344BA43-
95.SBX.TGW32.Auto:dfd99f89d2.in05.Talos文件扩展名: .log.txt.db

2.

通配符排除： C:\Program
Files\MyApplication\*.logC:\Users\*\MyApplication\C:\ProgramData\*\MyApplication\*\*.log

1.

如果排除项具有前导通配符，则工具会像下面的通配符一样发出警告。



注意：排除前导通配符可能导致性能问题。应重新格式化这些排除项，以使用CSIDL路径或驱动器
号删除前导通配符。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通常都会出现需要排除简单调整以外的故障的问题。发生此情况时，最佳方法
是在问题发生时从终端获取调试诊断，并将诊断数据提交给TAC。这将大大缩短确定和解决您遇到
的任何问题所需的时间。

考虑事项：虚拟桌面基础设施
面向终端的AMP与VDI供应商无关。无需支持虚拟化主机操作系统即可使面向终端的AMP在虚拟化
环境中运行。

面向终端的AMP支持永久和非永久虚拟机。

持久性VM的处理方式与任何其他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一样。持续VDI环境应侧重于正确创建部
署金牌映像。

●

非持久性VM在部署之前需要额外配置和调整。●

注意：两种配置都要求访问面向终端的AMP的身份持久性功能。要启用此功能，请通过Cisco
TAC创建案例并请求功能启用。

身份持久性允许面向终端的AMP将终端UUID正确映射到控制台内的现有计算机记录。身份持久性
用于防止在面向终端的AMP控制面板中创建重复的连接器记录。此功能还通过提供历史记录的连续
性来帮助维护终端连接器记录的一致性。此外，它还防止一个终端使用多个连接器许可证。如果控
制台中出现重复记录，请打开TAC案例以解决此问题。TAC将帮助确定重复的原因，并帮助清理重
复的记录。

最佳实践：当使用身份持久性在所有策略中统一配置它时，非统一设置可能会导致创建重复的连接
器记录。建议的身份持久性配置是“按业务主机名”。

附录。面向终端的AMP概述



本附录简要介绍面向终端的思科AMP解决方案、其保护功能和部署使用案例。

解决方案概述
面向终端的思科AMP概述是云托管终端安全解决方案，它集防止进入点攻击、检测终端上的威胁以
及响应能够规避其他预防性安全防御层的高级威胁等功能于一身。面向终端的AMP对终端系统磁盘
上发生的所有文件和流程活动实施持续监控和追溯分析，允许其追溯识别恶意软件，并执行取证、
威胁搜索和事件响应功能。

面向终端的AMP提供强大的事件响应工作流程，帮助促进网络团队的日常工作。控制面板的“收件箱
”选项卡有助于快速识别需要在您的环境中注意的终端，以便开始进行补救。虽然收件箱不是票证管
理系统的完全替代，但它为此类工具的功能提供了强大的增强功能，使管理事故更加轻松。

Device Trajectory是一种直观的功能，它代表终端上进程和文件执行的历史视图。它让您能够深入
了解文件在您的环境中的行为：执行方式、执行时间、是否建立网络连接、是否因这些连接而引入
其他文件等。面向终端的AMP根据Talos生成的全局威胁情报为文件分配处置：干净、恶意或未知
。黄色的覆盖物可以引起您的注意，它是感染的起点，有助于解释威胁是如何被引入的。



“文件轨迹”(File Trajectory)显示与特定文件相关的信息。它有助于了解文件在面向终端的AMP环境
中的观察位置。通过将面向终端的AMP与思科的邮件安全、网络安全和网络安全(Firepower)设备
（称为AMP Unity）进行本机集成，文件轨迹在单个统一视图中显示是否在通过任何这些检测点传
输时也观察到文件，从而减少从一个用户界面转向另一个用户界面的延迟，从而提高安全团队的效
率。AMP Unity提供其他显着优势，例如跨平台的黑白列表统一。

面向终端的AMP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包括Microsoft Windows（桌面和服务器）、Linux（RedHat和
Centos）、MacOS、Android和iOS（iOS的正式产品名称是Clarity，思科安全连接器的一部分）。

保护格
面向终端的思科AMP保护功能包括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可协同工作，以在终端防止、检测和补救恶
意代码。以下介绍适用于Windows的面向终端的AMP连接器的安全堆栈。



内存中的核心防御引擎包括：

漏洞防御可保护终端免受混淆恶意软件、漏洞攻击和针对受保护进程的软件漏洞的后期攻击工
具通常使用的内存攻击。

●

系统保护（系统进程保护引擎）可保护关键Windows系统进程免受其他违规进程的内存注入攻
击的篡改或破坏。

●

核心的磁盘上检测技术包括：

AMP云使用全球威胁情报阻止恶意软件，这些威胁情报通过思科Talos、Threat Grid和认知情报
（机器学习）研究提供的新威胁知识不断增强。

●

行为分析（恶意活动保护引擎）提供运行时检测和阻止与运行文件或进程(例如，勒索软件相关
行为)。

●

防病毒和阻止列表（TETRA for Windows和自定义检测）是基于签名的传统防病毒引擎，驻留
在终端上并提供磁盘恶意软件检测功能；自定义检测旨在通过允许定义自定义签名并使用行业
标准格式实施黑名单，为安全分析师提供强大的控制功能。

●

核心的感染后检测技术包括：

网络(设备流关联或DFC)检查终端上进程/文件的传入和传出网络通信，允许根据策略（IP信誉
和自定义IP阻止列表）实施限制性操作。

●

云IOC通过模式识别帮助显示终端上观察到的可疑活动，相关警报可触发更深入的调查和响应
。

●

终端IOC是一种强大的威胁搜索功能，可扫描整个企业内终端的危害后指标。扫描可从自定义
或思科创建的开放IOC XML文件导入。

●

通过思科机器学习研究团队的努力（12年以上的研究经验、80多名机器学习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
60多项专利和补充、200多份关于该主题的出版物），认知智能进一步增强了面向终端的AMP的效
力。 通过这种方式，该产品在分析网络（网络日志、Netflow）遥测数据的基础上，具有无文件和
无代理检测功能。该分析的结果是针对特定组织定制的情景丰富的威胁知识。Cognitive
Intelligence还利用后端智能在多个受监控数据集（网络、终端、攻击者模型）之间关联威胁行为和
活动，从而提供更高级别的安全效力。除此之外，其他专用型号在AMP和Threat Grid产品中运行
，以提供基于机器学习的静态文件分析功能。

这些安全功能是全面实施高级恶意软件防护的基础。虽然思科建议将所有这些引擎相互结合使用



，以充分利用解决方案的全部价值，但客户可以选择是通过策略启用或禁用一个或另一个引擎。这
些技术虽然单独列出，但作为一个保护格，可以协同工作，在整个攻击过程中提供更高的可视性和
更强的控制。

在线和离线引擎
对于大多数企业部署而言，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需要始终在线的云连接来提供持续保护。面向终
端的AMP引擎提供端点保护，包括或不包括AMP云连接（取决于引擎）。 下表将引擎分为两组
：在线（需要AMP云连接以提供威胁防护和检测）和离线（无需AMP云连接即可执行与安全相关的
功能）。

使用案例
面向终端的思科AMP可以与其他终端安全解决方案一起安装，也可以用作独立工具。当与其他产品
一起部署时，建议进行准确的基线建立和调整，以确保两个产品很好地共存，并且不会导致性能和
兼容性问题。

虽然本实践培训提供的附录涵盖面向终端的AMP的高级概述，但不应将其视为替代
https://console.amp.cisco.com/docs上提供的官方产品文档。

https://console.amp.cisco.com/d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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