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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初始配置为例引入EAP-TLS验证用身份服务引擎(ISE)。 主要介绍在可以应用到多个方案
，例如的ISE配置(但是不被限制对)与IP电话/通过有线的或无线连接的终端的验证。

对于范围此指南，重要了解ISE (Radius)验证的以下相位流：

验证-识别并且验证请求网络访问的END标识(计算机、用户等等)。●

授权-确定什么权限/访问END标识在网络将授权。●

核算-报告和跟踪END标识的网络活动在网络访问以后达到。●

先决条件

要求



推荐有在这些主题的知识：

EAP基本的了解和Radius通信流。●

基本RADIUS与基于认证的认证方法的验证知识根据通信流。●

对在Dot1x和MAB之间的区别的了解。●

公共密钥基础设施(PKI)基本的了解。●

与获取签名证书的熟悉从Certificate Authority (CA)和管理在终端的证书。●

AAA (Radius)的配置涉及在网络设备的设置(有线或无线)●

请求方的配置(在终端)为了用在Radius/802.1x上。●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身份服务引擎(ISE)版本2.x●

证书颁发机构 (CA)--发行证书(可以是企业CA、第三方/公共CA或者使用)●

活动目录(外部标识来源)从Windows服务器;哪里与ISE兼容。●

网络接入设备(NAD)--可以是交换机(有线)或(无线)配置为802.1x/AAA●

终端：证书发出对为网络访问将验证通过Radius/802.1x的(用户)标识和请求方配置：用户认证
。 获得机器认证，但是没使用在本例中是可能的。

●

Note:因为此指南使用ISE 2.3然后所有文档参考根据此版本。 然而，同样/相似的信息由参考
找到通过替代在同一种文件类型的一个不同的ISE版本，并且可以从思科身份服务引擎(ISE)访
问>安装和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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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网络处于活动状态，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配置

获取服务器&客户端证书

步骤1.生成证书签名请求(CSR)从ISE。

第一步将生成从ISE的CSR和提交它对认证机关[server]为了获取签名证书发出对ISE，作为系统证
书。 此证书将被提交作为服务器证书由ISE在EAP-TLS验证时。 这在ISE GUI执行，导航对管理
>System ：如镜像所显示，证书> Certificate Management，在证书签名请求下然后点击Generate
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s (CSR)。

证书类型要求不同的延长的密钥用法。延长的密钥用法为每种证书类型要求的此列表概述：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products-device-support-tables-list.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products-installation-guides-list.html


ISE身份证书

多用途(Admin， EAP、门户， pxGrid) -客户端和服务器验证●

Admin -服务器验证●

EAP验证-服务器验证●

门户-服务器验证●

pxGrid -客户端和服务器验证●

SAML -签署证书的SAML●

关于证书的更多信息为了用在ISE上可以找到在：  

步骤2.导入CA证书到ISE里。

在认证机关返回后签名证书也将包括全双工CA一系列由根证明和那个/多个组成中介证书。以下步
骤是最佳方法导入CA证书的和系统证书到ISE ：

为了导入根证明到ISE GUI，请导航对管理>System ：证书> Certificate Management，在信
任证书下点击导入，并且选择证书使用方法为在ISE (基础设施)内的验证委托并且为客户端验
证和Syslog (终端)委托

1.

作为CA证书一系列一部分，重复每中介证书的上一步。2.

一旦作为全双工CA一系列一部分的所有证书导入到ISE的信任证书对ISE GUI的存储然后返回
，并且请导航对管理>System ：证书> Certificate Management ：证书签名请求，找出CSR在
友好名称下对应于的签名证书并且选择证书然后点击捆绑证书。

3.

在Next页，请点击Browse并且选择签名证书文件，定义一希望的友好名称，并且选择证书使
用情况。提交保存更改。

4.

此时，应该当前移动签名证书向ISE GUI和导航到管理>System ：证书> Certificate
Management ：系统证书和分配到CSR创建的同一个节点。重复其他节点和其他证书使用方法
的同一进程。

5.

步骤3.获取终端的客户端证书。

它要求通过在终端的一相似的进程导航一个客户端证书的创建的为了用在EAP-TLS上。对于此示例
，您需要客户端证书签字和发出对用户帐户进行用户认证与ISE。获取终端的一个客户端证书示例
从活动目录环境可以找到在：了解并且配置EAP-TLS使用WLC，并且ISE >配置> EAP-TLS的客户
端

由于终端和操作系统多种类型，作为进程可以是有些不同，另外的示例没有提供。然而，整体进程
概念上是相同的。生成有所有相关信息在证书应该包括和安排它签字由认证机关的证书签名请求
，那是否是一个内部服务器在环境或提供此种服务的一家公共/第三方公司中。

此外，共同名称(CN)和附属的替代方案名称(SAN)证书字段应该包括使用的标识在验证流期间。这
也指明如何应该为EAP-TLS配置请求方根据标识：计算机和用户认证、计算机验证或者用户认证。
此示例在其余使用仅用户认证本文。

网络设备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docs/wireless-mobility/wireless-lan-wlan/213543-configure-eap-tls-flow-with-ise.html#anc15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docs/wireless-mobility/wireless-lan-wlan/213543-configure-eap-tls-flow-with-ise.html#anc15


步骤4.添加网络接入设备(NAD)在ISE

终端连接的网络接入设备(NAD)在ISE也配置，以便Radius/TACACS+ (设备Admin)通信能发生。在
NAD和ISE之间，一共享机密/密码使用信任目的。  

为了通过ISE GUI添加NAD，请导航到Administration >网络资源>网络设备>网络设备并且点击
Add，在镜像显示此处。



更多信息可以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找到，版本2.3 >章节：管理网络设备>创建在Cisco
ISE的一个网络设备定义

此时，如果那么已经未执行，您需要配置所有AAA涉及在网络设备的设置验证和授权与Cisco ISE。

策略元素

这些设置是结束绑定对验证策略或授权策略的元素。 在此指南中，主要每个策略元素然后被建立是
保税的到策略。请注意设置没有效，直到约束对认证/授权策略完成。

关于策略元素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找到，版本2.3 >章节：配置与管理策
略

第 5 步：使用外部标识来源。

一外部标识来源是END标识的来源(计算机或用户)在ISE认证阶段期间，帐户驻留使用。 活动目录
典型地用于支持计算机验证计算机帐户并且/或者用户认证在激活目录(AD)的最终用户帐户。内部终
端(内部)来源不存储计算机帐户/主机名，因此，不可能与计算机验证一起使用。

显示此处与能使用与每标识来源的ISE和协议(认证类型)的支持的标识来源：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001.html#task_5A6DE8F287AF43AB964DC5C10DAAC86F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001.html#task_5A6DE8F287AF43AB964DC5C10DAAC86F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00101.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00101.html


更多信息可以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找到，版本2.3 >章节：管理用户，并且外部标识来源
>内部和外部标识来源

添加活动目录安全组到ISE

为了使用激活目录(AD)安全组在ISE策略，您必须首先添加组到活动目录加入点。

--从ISE GUI ：Administration >身份管理：活动目录> {挑选AD实例名字/加入点} >选项卡
：Groups> Add>选择组从目录

欲知更多信息和需求集成身份服务引擎(ISE)有激活目录(AD)的，请查看本文：与Cisco ISE 2.x的激
活目录集中

Note:同样操作是可适用的添加安全组对LDAP实例。从ISE GUI ：Administration >身份管理
：外部标识来源> LDAP > {挑选LDAP实例名字} >选项卡：Groups> Add>选择组从目录

步骤6.创建证书验证配置文件。

证书验证配置文件的目的将通知ISE哪个证书字段标识(计算机或用户)可以在客户端证书(END标识
证书)找到被提交对ISE在EAP-TLS期间(也在其他证书基于认证方法期间)。这些设置一定对验证策
略验证标识;配置从ISE GUI，请导航对Administration >身份管理：外部标识来源>证书验证配置文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110.html#concept_BD3A270FEC0C411DA10FB808C14B48D5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0/ise_active_directory_integration/b_ISE_AD_integration_2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0/ise_active_directory_integration/b_ISE_AD_integration_2x.html


件并且点击Add。

的一个特定字段的可以找到从过去常常的使用标识选择证书属性从标识是，在镜像显示的选择是可
用的：

如果标识存储指向活动目录或LDAP (外部标识来源)那么呼叫在从从使用标识的客户端证书获取的活
动目录执行标识查找从选择的Binary比较的功能可以使用(如上所述)，在ISE认证阶段期间，发生。
 没有二进制比较标识从客户端证书在直到ISE授权相位，当AD外部组使用作为情况时，或者将需要
执行外部到ISE的任何其他情况的活动目录获取和没有查寻。为了使用二进制比较，在标识存储选
择外部标识来源(活动目录或LDAP)可以找到的地方END标识帐户。

此处设置是配置示例，当标识在客户端证书的共同名称(CN)字段时查找，当二进制比较启用(可选)
：

更多信息可以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找到，版本2.3 >章节：管理用户，并且外部标识来源
>证书验证配置文件

步骤7.添加到标识来源顺序。

标识来源顺序能从ISE GUI创建，导航到Administration >身份管理，在标识来源顺序下和点击
Add。

下一步，如期望的一样，是添加证书验证配置文件对授权能力包括多个激活目录(AD)加入点或分组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0/ise_active_directory_integration/b_ISE_AD_integration_2x.html#ID500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110.html#ID425


内部/外部标识的组合一起来源的标识来源顺序然后绑定对验证策略在使用列下。  

如果用户不是在LDAP服务器的被找到的查找示例如显示此处允许首先将执行的查找激活目录
(AD)，然后。 

否则，您能也绑定证书验证配置文件到验证策略。

步骤8.定义允许协议服务。

允许协议服务启用只ISE在RADIUS验证时支持的认证方法/协议。为了从ISE GUI配置，请导航对策
略>Policy元素：结果>验证>允许协议然后绑定作为元素对验证策略。 

Note:验证旁路>进程主机查找与在ISE启用的MAB关连。

这些设置必须是作为的相同的支持什么，并且配置在请求方(在终端)，否则，认证协议没有协商正
如所料，并且Radius通信可能发生故障。在一真实世界的ISE配置中，推荐启用在环境使用，因此
ISE和请求方能协商和验证正如所料的所有认证协议。



这是默认值(崩溃)，当允许协议的服务的一个新的实例创建时。

Note:最少，因为ISE和我们的请求方通过EAP-TLS验证在此配置示例下，您必须启用EAP-
TLS。  

步骤9.创建授权配置文件。

必要的最后策略元素构件是对授权策略的捆绑和给所需的级别访问的授权配置文件。 授权配置文件
一定对授权策略，并且为了从ISE GUI配置它，请导航对策略>Policy元素：结果>授权>授权配置文
件和点击Add。



授权配置文件包含导致通过从ISE到网络接入设备的配置(NAD)的属性一给的Radius会话的，这些属
性用于达到所需的级别网络访问。  

当访问类型，然而，另外的项目可以使用在最初的验证，如显示此处，它通过Radius Access-
Accept。 公告在包含的非常底下的属性详细信息属性ISE摘要发送对NAD在匹配一给的授权配置文
件。

关于ISE验证配置文件和策略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找到，版本2.3 >章节
：配置与管理策略>授权策略> Cisco ISE授权配置文件

安全策略

认证和授权策略从ISE GUI创建：策略>Policy设置，是在ISE 2.3的默认视图。 ISE更早版本使用了
单个(默认)策略集，并且其他策略集在全局设置可能启用，但是从那以后删除，因为ISE 2.3 (和更新
)并且不可能禁用。

下一部分报道结合配置和策略元素绑定到ISE认证和授权策略通过EAP-TLS验证终端。

步骤10.创建策略集。

策略集是包括指示允许协议或服务器顺序网络访问的单个用户定义的规则，以及认证和授权策略和
策略例外的一个分层的容器，所有也配置与用户定义的基于条件的规则。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00101.html#reference_A35EFB659FD441F3B4EEB2200E9025F2


如镜像所显示，为了创建从ISE GUI设置的策略，请导航对设置的策略>Policy然后点击加上(+)在左
上角的图标。

策略集将绑定/结合以前配置的此策略元素和使用确定在一给的RADIUS验证请求(Access-
Request)应该匹配哪策略集：

捆绑：允许协议服务●

关于策略集的更多信息在ISE可以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管理员指南找到，版本2.3 >章节：配置与管
理策略>Policy集>网络访问策略术语。

步骤11.创建验证策略。

在策略集里面，验证策略将绑定/结合以前配置的这些策略元素与情况一起使用确定，当应该匹配的
验证规则。

捆绑：证书验证配置文件或标识来源顺序。●

步骤 12创建授权策略。

在策略集里面，授权策略捆绑/结合以前配置的这些策略元素与情况一起使用确定，当应该匹配的授
权规则。 此处示例是为用户认证，因为条件指向激活目录(AD)的域用户安全组。

https://www.cisco.com/c/zh_cn/td/docs/security/ise/2-3/admin_guide/b_ise_admin_guide_23/b_ise_admin_guide_23_chapter_0100101.html#ID37


捆绑：授权配置文件●

验证

一旦策略集合配置应该为用户认证看起来类似于镜像此处通过EAP-TLS的所有全局配置和策略元素
捆绑：

故障排除

在配置完成后，请连接终端测试验证。结果可以从ISE GUI被找到：操作> Radius> Live日志，如镜
像所显示。   

对于感知， Radius的Live日志和TACACS+ (设备Admin)为认证尝试/活动是可用的过去24个小时和
过去100个记录的。然后如果希望发现此种数据需要使用报告，特别地ISE UI ：操作>报告>报告



：终端和用户> RADIUS验证

在Radius Live登录ISE您期望找到关于Radius会话的信息，包括会话属性和其他有用的信息诊断在
验证流期间被观察的行为;由请点击Details图标打开详细信息的会话查看是特定对此认证尝试的会话
属性和相关信息。

为了实现故障排除目的，保证正确策略匹配是重要的。如镜像所显示，对于此配置示例希望的认证
和授权策略匹配正如所料， ：

在详细信息，这些属性被检查为了验证作为此配置示例一部分，验证每设计正常运行正如所料：

事件

这包含验证是否是成功的。 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应该重视应该是： succeded的5200验证

●

用户名

这包括从客户端证书被拉被提交对ISE的END标识。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这是用户的用户名
登录终端。(即从上述镜像的employee1) 

●

端点 ID

对于Wired/无线，此值应该是网络接口卡(NIC)的MAC地址从终端的。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这
变为终端的MAC地址，除非连接在VPN，在可能终端情况下的IP地址。

●

验证策略

显示根据匹配策略条件的会话属性的给的会话的匹配的验证策略。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这是
预计验证策略如配置。 如果看到另一项策略，含义预计策略，当与在策略的条件比较未被评估
如真。在这种情况下，复核会话属性和保证其中每一策略包含每项策略的不同，并且唯一条件
。  

●

授权策略 

显示根据匹配策略条件的会话属性的给的会话的匹配的授权策略。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这是
预计授权策略如配置。 如果看到另一项策略，含义预计策略，当与在策略的条件比较未被评估
如真。在这种情况下，复核会话属性和保证其中每一策略包含每项策略的不同，并且唯一条件
。  

●

授权结果●



凭匹配的授权策略，这显示在给的会话上使用的授权配置文件。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这应该
总是同一个值如策略所配置的一样。为审计目的查看是好的，并且保证正确授权配置文件配置
。   
策略服务器

这包括在认证尝试涉及ISE策略服务节点(PSN)的主机名。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在网络接入设备
(NAD)应该只看到认证去第一个PSN节点如配置[亦称。边缘设备]，除非该PSN不是可操作的或
，如果故障切换发生了，例如由于高延迟比预计或，如果验证超时出现。

●

认证方法

显示在给的会话上使用的认证方法。 对于此示例应该看到值作为dot1x。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
，根据此配置示例，您应该总是看到值作为dot1x，如果看到另一个值可能然后含义dot1x失败
或未尝试。

●

身份验证协议

显示在给的会话上使用的认证方法。 对于此示例应该看到值作为“EAP-TLS”在一个工作的方案
中，根据此配置示例，我们应该总是看到值作为“EAP-TLS”，如果我们看到另一值然后请求方
和ISE没有成功协商EAP-TLS。

●

网络设备

显示网络设备设备名称，如ISE所配置的一样，网络接入设备的(NAD) [亦称。在终端和ISE之间
的认证尝试]涉及的边缘设备。在一个工作的方案中，此名称在ISE UI总是给：管理>System
：网络设备;基于该配置网络接入设备(NAD)的IP地址[亦称。边缘设备]用于确定哪个网络设备验
证来自哪些在NAS IPv4会话属性包括。

●

绝不是这查看的所有可能的会话属性完整列表为排除故障的或其他可见性目的，尽管有验证的其他
有用的属性。 推荐查看所有会话属性开始熟悉您能看到包括右侧在部分步骤下显示ISE或行为采取
的操作的所有信息。

排除故障的常见问题和技术

此列表是一些常见问题和故障排除建议和绝不被认为是一张完整列表。反而，请使用此作为指南并
且开发您自己的技术，当排除故障问题时，当ISE是包含的时。

问题： 遇到认证失败(5400验证失败)或其他非成功的认证尝试。

如果为什么提供信息对采取的验证失败和步骤，包括失败原因和可能的根本原因的认证失败然
后遇到选择Details图标。 

●

因为ISE做出在验证结果的决策， ISE将有了解的信息原因认证尝试不是成功的。●

问题：验证不成功地完成，并且开始失败的原因显示"5440终端放弃的EAP会话和新建”或"5411请求
方被终止的响应对ISE”。

此失败原因指示radius通信没有在定时前完成。因为EAP在终端和网络接入设备(NAD)之间然后
要检查在NAD使用的超时，并且保证它设置在至少5秒。   

●

如果5秒不是解决此问题的够然后推荐增加它5秒几次和再测试验证，如果此技术将解决此问题●



。

如果问题从上述步骤不是解决的，则请推荐保证验证由同样处理，并且正确ISE PSN节点和整
体行为不是预示的反常行为，例如高于在NAD和ISE PSN节点之间的正常延迟。     

●

并且，一个好想法验证，如果终端通过数据包捕获发送客户端证书，如果ISE不接收客户端证书
然后终端(用户证书)可能不委托ISE EAP验证证书。  如果找到是真的，请在正确证书存储(根
CA然后导入CA一系列=可信的根CA|中间CA =委托中间CA)。

●

问题：验证是成功，但是不匹配正确验证和授权策略。

如果遇到是成功的认证请求，但是不匹配正确验证和授权规则，请推荐查看会话属性保证使用
的情况是准确和存在Radius会话上。

●

ISE评估从一个自上而下的方法的这些策略(除状态策略外)，需要首先确定策略匹配是否在或在
将匹配的希望的策略之下上。 验证策略评估了首先和独立授权策略。如果验证策略正确地匹配
那么应该有“在验证详细信息通过的” 22037验证在名为的权限部分下Steps。

●

如果希望的策略在匹配的策略上，则含义条件的总和在希望的策略的没有评估是真的，应该查
看所有属性，并且值在条件和在保证的会话存在，并且拼写错误不存在。

●

如果希望的策略在匹配的策略之下，则含义另一策略[above]匹配而不是希望的策略。 这可能含
义情况值不足够特定，条件在另一项策略被复制，或者策略的命令不正确。当排除故障时变得
更难，请推荐开始查看策略确定原因为什么希望的策略未匹配，这应该帮助识别什么操作其次
采取。

●

问题：在验证时或用户名使用的标识不是预期值。

当这发生时，如果终端发送客户端证书，然后ISE在证书验证模板很可能不使用正确证书字段
;在认证阶段期间，哪些被评估。 

●

查看客户端证书找出确切的字段希望的标识/用户名存在并且保证同一个字段从ISE UI选择
：Administration >身份管理：外部标识来源>证书验证配置文件> {请选择用于验证策略的证书
验证配置文件}

●

问题：验证不是成功的与失败原因“12514 EAP-TLS失败的SSL/TLS握手由于在客户端证书一系列的
未知CA”。

这可能发生，如果客户端证书有一证书在ISE UI没有委托的CA一系列：管理>System ：证书
>信任证书。

●

典型地能发生，当客户端证书(在终端)时有跟签字对使用EAP验证的ISE的证书CA一系列不同的
CA一系列。

●

对于解决方法，请保证客户端证书CA一系列委托在ISE，并且ISE EAP验证服务器证书CA一系
列在终端委托。

●



-对于Windows OS和镀铬物，请导航对Start > Run MMC >Add/删除管理单元>证书>用户证书
。
- Firefox ：导入为Web服务器(不是END标识证书)将委托的CA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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