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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SSL检查功能允许您对块加密流量，无需检查它或者Inspect加密的或解密的流量用访问控制。本文
描述配置步骤设置在思科FireSIGHT系统的一SSL检查策略。

先决条件

使用的组件

思科FireSIGHT管理中心 ●

思科Firepower 7000或8000伊莱克斯●

软件版本5.4.1或更加高●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编写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使用的是真实网络，请确保您已经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警告：如果应用在您的受管理设备的一SSL检查策略，能影响网络性能。

配置



您能配置SSL检查策略解密流量以下方式：

1. 解密并且辞职：

选项 1：请使用FireSIGHT中心作为根Certificate Authority (CA)或者●

选项 2：有一个内部CA符号您的证书或者●

选项 3：导入CA证书并且锁上●

2. 解密与已知Cert ：

登录FireSIGHT管理中心，然后导航对对象。●

在对象页，请展开PKI并且选择内部CA。●

1. 解密并且辞职

选项 1：请使用FireSIGHT中心作为根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i.单击生成CA。

ii.填写相关信息



罗马数字3单击生成自已签署的CA。

选项 2：有一个内部CA符号您的证书

i. 单击生成CA。

ii.填写相关信息。

注意：您可能需要与您的CA管理员联系确定他们是否有署名请求的一个模板。

罗马数字3复制整个证书包括------并且---END---然后请保存它到有.req分机的一个文本文件
。



注意：您的CA管理员请求除.req另一文件扩展。

选项 3：导入CA证书并且锁上

i. 点击导入CA。

ii.浏览对或粘贴在证书。

罗马数字3浏览对或粘贴在专用密钥。

罗马数字4.检查已加密方框并且键入密码。



注意：如果没有密码，请检查已加密方框并且留下它取消。

2. 解密与已知密钥

导入已知证书(解密和辞职的替代方案)

i. 从在左边的对象页请展开PKI并且选择内部Certs。

ii.单击添加内部Cert。

罗马数字3浏览对或粘贴在证书。

罗马数字4浏览对或粘贴在专用密钥。

v. 检查已加密方框并且键入密码。



注意：如果没有密码，请留下已加密方框空白。

4. 导航对策略> SSL然后点击新的策略。

5. 提供一名称并且选择默认操作。SSL策略编辑器页出版。SSL策略编辑器页工作同访问控制策略
编辑器页一样。 

注意：如果不确定对默认操作，请勿解密是推荐的起点。

6. 在SSL策略编辑器页，请单击增加规则。在添加规则窗口，为规则请提供一名称，并且填写其他
相关信息。



以下部分描述在添加规则窗口的多种选项：

操作

解密-辞职

传感器在中部(MitM)作为一个人并且接受与用户的连接，然后建立对服务器的一个新连接。例如：用户类型在浏览器的
https://www.facebook.com。流量到达传感器，传感器然后协商与使用选定CA证书的用户，并且SSL通道A被构建。同时传感
器连接对https://www.facebook.com并且创建SSL通道B。

●

最终结果：用户看到在规则的证书，不是facebook的。●

如果希望将替换的密钥此操作要求内部CA.选择替换密钥。用户将接收您选择的证书。●

注意：这不可能用于被动模式。

解密-已知密钥

传感器有将使用解密流量的密钥。例如：用户类型在浏览器的https://www.facebook.com。流量到达传感器，传感器解密流量
，然后检查流量。

●

最终结果：用户看到facebook的证书●

此操作要求一内部证书。这在对象> PKI被添加>内部Certs。●

注意：您的组织必须是域和证书的所有者。对于facebook.com示例让唯一的方式最终用户发
现facebook的证书是，如果您实际上拥有域facebook.com (即您的公司是Facebook， Inc)和
有公共CA签字的facebook.com证书的所有权。您能只解密与您的组织拥有的站点的已知密钥
。

解密已知密钥主要目的将解密朝向对您的https服务器的流量保护您的从外部攻击的服务器。对于检
查对外部https的客户端流量您使用解密的站点辞职，因为您没拥有服务器，并且您是对检查在您的
连接对外部加密的站点的网络的客户端的流量感兴趣。

注意：为了使解密的DHE和的ECDHE我们一定线型。

请勿解密



流量绕过SSL策略并且继续对访问控制策略。

证书

使用此特定的证书，规则匹配SSL流量。

DN

使用在证书的某些域名规则匹配SSL流量。

Cert状态

规则匹配SSL流量以这些证书状态。

密码器套件



使用这些密码器套件，规则匹配SSL流量。

version

规则仅适用对与SSL选定版本的SSL流量。

记录

看到连接事件的启用日志为SSL流量。

7.点击委托CA证书。这是委托CA被添加到策略的地方。

8.点击Undecryptable操作。这是传感器不能解密流量的操作。您能找到定义是从在线帮助(帮助>联
机) FireSIGHT管理中心。



被压缩会话：SSL会话运用数据压缩方法。●

SSLv2会话：会话加密与SSL版本2。注意流量decryptable，如果客户端hello消息是SSL
2.0，并且已发送流量的剩余是SSL 3.0。

●

未知密码器套件：系统不认可密码器套件。●

不支持的密码器套件：系统不支持根据检测的密码器套件的解密。●

会话没被缓存：SSL会话安排会话重新使用启用，客户端和服务器重建了会话用会话标识符
，并且系统没有缓存该会话标识符。

●

握手错误：在SSL握手协商时发生的错误。●

解密错误：在流量解密时发生的错误。●

注意：默认情况下这些继承默认操作。如果您的默认操作是块，您可以遇到意外的问题

9.保存策略。

10.导航到策略>访问控制。编辑您的策略或创建一项新的访问控制策略。

11.点击先进并且编辑一般设置。



12. 从下拉菜单请选择您的SSL策略。

13. 点击OK键保存。

另外的配置

在正确的标识的入侵策略应该做以下变动：

i. 您的$HTTP_PORTS变量应该包括端口443和有将由您的策略的HTTPS流量的所有其他端口(对象
解密>对象Management>设置的变量> Edit设置的变量)。

ii.检查加密流量的网络分析策略必须有有将由您的策略解密)的HTTPS流量的在HTTP预处理程序设
置的端口字段443 (和任何其他端口包括的端口的与http内容修正值(即http_urihttp_header)的http规



则都不会否则触发，因为这是倚赖于定义的HTTP端口和在喷鼻息的http缓冲区不会为流量填充不在
指定的端口去。

罗马数字3 (可选，但是推荐为更加好的检查)请添加您的https端口到在执行数据流重组的TCP数据
流配置设置在两端口字段。

罗马数字4在定期维护窗口期间，重新应用已修订访问控制策略。

警告： 此已修改策略能导致signifigant性能问题。应该测试这在制作小时外面减小网络中断或
preformance的风险。

验证
解密-辞职

1. 打开 Web 浏览器。

注意： Firefox浏览器用于下面示例。此示例在镀铬物可能不工作。请参阅故障排除部分关于
详细信息。

2. 导航到SSL网站。在下面的示例中https://www.google.com使用，金融机构网站将工作。您将看
到以下页之一：

注意：您将看到上述页，如果证书没有委托，并且签署的CA证书没有由您的浏览器委托。要
推测浏览器如何确定委托CA证书请参阅下面信任证书权限部分。



注意：如果此页被看到，您顺利地重签了流量。注释部分验证：Sourcefire。



注意：这是close查看同一证书。

3. 在管理中心请去分析>连接> Events。

4. 根据您的工作流您可以或不可以发现SSL解密选项。点击连接事件表查阅。

5. 移动在右边并且寻找SSL状态。您应该看到选项类似于如下：



解密-已知证书

1. 在FireSIGHT管理中心，请导航对分析>连接> Events。

2. 根据您的工作流，您可以或不可以发现SSL解密选项。点击连接事件表查阅。

3. 移动在右边并且寻找SSL状态。您应该看到选项类似于如下：

  

排除故障

问题1 ：一些网站在镀铬物浏览器可能不装载

示例

www.google.com可能不装载与解密-请辞职使用镀铬物。

原因

谷歌镀铬物浏览器能够检测谷歌属性的欺骗证书为了防止中间人攻击。如果镀铬物浏览器(客户端
)设法连接到google.com域(服务器)和不是一有效谷歌证书的证书返回，浏览器将拒绝连接。

解决方案

如果体验此，请添加a不解密DN=*.google.com规则 *.gmail.com *.youtube.com浏览器缓存和
历史记录。

问题2 ：收到一个不信任警告/错误在一些浏览器

示例



使用Internet Explorer和镀铬物时，当您连接到站点，您不收到安全警告，然而，当您使用Firefox浏
览器时，您必须委托连接，在您关闭并且重新打开浏览器时候。

原因

委托CA列表依靠浏览器。当您委托证书时这不在浏览器间的propegate，并且委托条目典型地只仍
然存在，当浏览器是开放的时，因此，一旦它关闭委托将被修剪，并且的所有证书您下次打开浏览
器并且访问您必须再添加它到信任证书列表的站点。

解决方案

在此方案中IE和镀铬物在操作系统使用委托CA列表，但是Firefox维护它是自己的列表。因此CA
cert导入到OS存储，但是未导入到Firefox浏览器。为了避免获得在Firefox的安全警告您必须导入
CA cert到浏览器作为委托CA。

信任证书权限

当SSL联系被建立时浏览器首先检查发现此证书是否是委托(即您是到此站点以前和手工告诉浏览器
委托此证书)。如果证书没有委托浏览器然后检查验证此站点的证书的Certificate Authority (CA)证书
。如果CA证书由浏览器委托，认为它信任证书并且允许连接。如果CA证书没有委托，浏览器显示
安全警告并且迫使您手工添加证书作为信任证书。

委托CA列表在浏览器的是完全依赖在brower的实施，并且每个浏览器跟其他浏览器能填充它不同地
有委托列表。一般有2种方式当前浏览器填充委托CA列表：

他们使用该的委托CA列表操作系统的信任1.
他们发运委托CA列表与软件的，并且被建立到浏览器。2.

对于最普通的浏览器委托CA填充如下：

谷歌镀铬物：操作系统的委托CA列表●

Firefox ：保存它是拥有委托CA列表●

Internet Explorer ：操作系统的委托CA列表●

Safari ：操作系统的委托CA列表●

因为在客户端看到的行为根据此，将变化了解差异是重要的。例如，为了添加镀铬物和IE的委托
CA您必须导入CA证书到OS的委托CA存储。如果导入CA证书到OS的委托CA存储您不再将获得警
告，当连接对有此CA时签字的证书的站点。在Firefox浏览器上，您必须手工导入CA证书到浏览器
的委托CA存储。在执行此以后，您不再将获得安全警告，当连接对该CA时验证的站点。

参考

开始与SSL规则●

/content/en/us/td/docs/security/firesight/541/user-guide/FireSIGHT-System-UserGuide-v5401/SSL-Rules-Star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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