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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FireAMP专用的Cloud是压缩FireAMP网云组件到单个实例的一种独立性，前提虚拟工具。虽然
FireAMP专用的Cloud设计为在VMWare ESXi的使用， FireSIGHT管理中心能连接到FireAMP专用
的Cloud文件处理查找的和下载的FireAMP事件到FireSIGHT。然而， FireAMP连接器管理和控制通
过FireAMP专用的Cloud门户只是可用的。本文讨论关键事知道为安装和配置FireAMP专用的
Cloud。

Prerequisites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下列硬件和软件版本：

FireAMP专用的Cloud●

VMWare ESXi 5.0或更加极大●



硬件需求

下面FireAMP专用的Cloud的最低硬件需求。

代理模式硬件需求
•vSphere ESX 5或更高
•8 CPU
•32 GB RAM
•在VMWare datastore的1个TB空闲磁盘空间
•驱动的类型：需要的SSD
•RAID键入：一个RAID 10组(镶边镜像)

• 对于磁盘格式化请选择被调零的厚实提供懒惰。
•最低的VMware数据商店规模：1TB

•随机最低的数据的存储为RAID 10组(4K)读：60K IOPS
•随机最低的数据的存储为RAID 10组(4K)写：30K IOPS

重要!专用的Cloud卵将创建推进分区那么那里是没有
需要在VMWare指定他们。

空气隔断模式硬件需求
• vSphere ESX 5或更高
•8 CPU
•128 GB RAM
•在VMWare datastore的1个TB空闲磁盘空间
•驱动的类型：需要的SSD
•RAID键入：一个RAID 10组(镶边镜像)

• 对于磁盘格式化请选择被调零的厚实提供懒惰。

•最低的VMware数据商店规模：1TB
•随机最低的数据的存储为RAID 10组(4K)读：60K IOPS
•随机最低的数据的存储为RAID 10组(4K)写：30K IOPS

重要!专用的Cloud卵将创建推进分区那么那里是没有
需要在VMWare指定他们

Note:请参见FireAMP专用的Cloud用户指南关于译文细节硬件需求的更多信息。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If your network is
live,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y command.

安装

以下部分提供逐步指令关于怎样在VMWare ESXi上安装FireAMP专用的Cloud。

1. 配置在ESX服务器的卵文件

/content/dam/en/us/td/docs/security/sourcefire/fireamp/fireamp-private-cloud/FireAMPPrivateCloudUserGuide.pdf


步骤 1：去File>配置OVF模板打开配置OVF模板向导。  

步骤 2：点击访问…选择卵文件，其次然后点击。您将注意在Details页OVF的模板的默认卵设置。
单击 Next。



步骤 3：在您为您的FireAMP专用的Cloud后提供一个名字，请设置您的虚拟磁盘。当磁盘被创建时
，厚实的设置保留空间。选择此选项可能改进在稀薄设置的性能，然而这不是必须的。



步骤 4：选择一台虚拟网络适配器。此向导不显示两台适配器的一个选择，因此不担心此选项。在
我们导入卵后，我们将手工配置一个虚拟网络。



步骤 5：确认虚拟工具设置。我们将持续配置工具，在导入后卵，不在配置以后检查机箱功率。



步骤 6：提供的时刻卵配置。根据您的网络，这可能花费5到15分钟。



2. 在ESXi的更多的配置

一旦配置完成，我们需要配置在FireAMP专用的Cloud虚拟机的以下项目在ESXi。

选择编辑VM的设置。●

为虚拟工具增加内存对至少16GB。●

更改适配器的虚拟网络。网络适配器1工作作为您连接到为工具的配置、设置和安装的管理接口
。网络适配器2连接到更新的互联网。并且，终端连接到此接口。

●

点击OK键保存更改。它重新配置在ESXi的虚拟机。●



3. FireAMP专用的Cloud的初始建立

在配置在VMWare ESXi的设置以后，在FireAMP专用的Cloud的功率。它开始初始启动进程。



在初始建立完成后，主要menu窗口出现在控制台。

Note:您注意URL显示[UNCONFIGURED]，如果接口从DHCP服务器没有收到一个IP地址。请
注意:此接口是管理接口。这不是生产接口。



您能连接使用选项，进入和箭头键。按enter键开始管理IP地址的配置FireAMP的专用的Cloud。如
果不要使用DHCP，请选择没有并且按进入。现在您能开始输入您的IP配置。



一旦完成输入您的配置，您能按Tab键突出显示好和运用配置。是选择。它重新配置工具。



在一两分钟之后，主要控制台菜单再现。这次您将看到在URL线路的一个IP地址。并且请注意密码
显示。这是在基于Web的设置使用的一个一次性密码。



4. 访问FireAMP专用的Cloud和安装许可证

打开Web浏览器并且连接对工具的管理IP地址。当FireAMP专用的Cloud最初生成其自己的
HTTPS认证，您可以接受验证错误。

通过警告进行，并且向您显示屏幕输入密码。请使用从控制台的初始密码。



在您登陆后，将要求您重置密码。



移下来到底部接受许可证协议。

5. 安装选项

在您接受协议后您将看到安装画面。如果要从备份恢复，您能执行那这里，然而此指南继续进行清
理安装选项。

专用的Cloud模式

您将选择模式工具将配置有。对于与互联网连通性的标准的配置，请选择Cloud模式。对于不访问
互联网的环境或网络，请选择空气隔断模式。



准备AMP同步

此步骤只显示是否执行空气隔断配置。这是在Linux系统将运行的工具和使用下载保护数据库。保护
数据库包含所有FireAMP连接器的AMP用于。



许可证

当您购买产品时，您接受一个许可证和密码短语。选择许可证文件并且输入密码短语。点击加载。
如果加载是成功的，验证许可证信息的屏幕显示。如果它是不成功的，请检查密码短语是否是不正
确的。如果不能仍然安装您的许可证，请与Cisco技术支持联系。



控制台帐户

在安装时，管理用户登录到创建策略，计算机组和添加另外的用户的控制台。



存贮

配置FireAMP专用的Cloud数据库的存储大小。



如果数据库是比一般小的或在将来满成为，要求一完全备份，恢复和repartitioning VM扩展数据库
，然而这能导致停工期。如果要添加更多存储空间到在ESXi的虚拟硬盘驱动器，当前关掉工具。在
控制台shell中，请键入管理员密码并且输入sudo init 0。所有您的配置设置将被保存至此点。

有数据库大小的两个可配置项目。

连接器的编号-多少台连接器您盼望此工具管理(超过尺寸这，如果期待未来增长)。1.
几天历史记录-这是数据库将存储连接器和工具的事件的时间长度。这激烈地将影响存储需求
，乘以您有连接器的数量。

2.

注意磁盘空间最初没有被消耗，但是允许数据库持续生长。



如果您的设置超出您的当前磁盘的大小，您收到一个警告。您应该或者减少您的大小时选项，或者
停电并且增加您的驱动并且分成大小。

在您选择您的期望存贮设置后，其次请点击，如果不接受任何warinings。

6. 配置

网络配置

现在我们将执行网络配置的生产接口，连接到更新的互联网和对您的终端。



选择适当的选项从IP Assignement下拉菜单。如果不使用DHCP，请更改下拉式IP分配的到静态并
且输入期望IP信息。



记录下来必需的主机名。将要求您创建FireAMP的专用的Cloud三个唯一DNS A记录。

每个记录指向同样IP地址，并且必须由FireAMP专用的Cloud和FireAMP终端解决。



当您创建了时DNS记录点击"Next (Applies Configuration)"。这验证主机名是否适当地解决。如果他
们不解决，您可以发现一个错误类似下面。第一个错误表明名字被解析对错误IP地址和第二个错误
表明名字没有能解决。

请务必您选择的DNS服务器由FireAMP专用的Cloud工具是可及的，并且A记录正确地被创建。一旦
解决了DNS错误，您能继续。

上行代理和Cloud服务器

下配置步骤将选择您的上行连接选项。您选择您的上行服务器和上行协议。如果有下行FireAMP专
用的Cloud您能下载服务器密钥这里。



对于上行服务器地址您应该选择有低延时的服务器。没有FireAMP专用的Cloud服务器您选择，但是
您选择最接近的区域的地理需求。自定义上行服务器选项为多层次的FireAMP专用的Cloud配置设计
，并且为多数用户不会使用。

上行协议确定FireAMP专用的Cloud在公共Cloud设法到达的端口。因为通信已经被加密，我们推荐
使用TCP端口32137。此端口将使用大约1/3 SSL带宽。SSL端口443添加另外的加密开销到数据流



，但是为与非常安全的环境的兼容性是包括的。

电子邮件通知

下一步是设置管理戒备的一个电子邮件地址。这些是戒备例如低磁盘空间，失败健全性检查，成功
或者失败的备份。

日期和时间配置

其次NTP配置。您能输入一Ntp server的IP地址或名字FireAMP的专用的Cloud。注意FireAMP专用
的Cloud在UTC存储所有事件和只本地化某些事件，因此您不能选择时间区域。



如果期望无法解析名字对于您能非选定名字转换机箱的Ntp server，然而，如果在不计划能解析名
字，您可以要使用IP地址。

NTP在生产接口是更新的，因此您能使用从互联网的一公共Ntp server，如果需要。

7. 恢复和安装

最终配置步骤将验证您的恢复文件。



恢复文件包含所有配置以及服务器密钥。如果丢失恢复文件，您无法恢复您的配置，并且所有
FireAMP连接器将需要被重新安装。没有一个原始键，您必须重新配置整个专用的网云基础设施用
新的键。

要验证此步骤，请下载备份文件到您的PC并且加载它权利回到服务器。如果成功将有有效备份文件
和设置将允许您进行到安装。

复核配置选项。在您安装前，这将是您的最后机会检查所有您的选项。如果得到此更不出任何错误
您可能不会有在安装的任何问题。

当您准备好时，请点击启动安装。



在安装时，您将看到执行命令的输出。此进程可能根据您的ESXi主机性能用一些时间。

警告：当您是在此页时请勿刷新，可能导致问题。

任何时间，万一需要与技术支持联系由于安装问题，您能下载输出日志或错误日志。



一旦您的安装完成，您将需要重新启动工具。



8. 使用浏览器，访问FireAMP专用的Cloud控制台

一旦您的工具重新启动您能当前登陆到控制台Web接口。您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对启动您创建的最
初的帐户，然而，因为它是最初的帐户，已经将是活跃的。

访问Web接口并且登陆接受使用者协定。



将提示您通过为您的环境设置的最初的FireAMP策略。

这通过抗病毒产品您使用，若有，以及代理设置和策略的种类您希望实施的选择将走您。

选择您现有的安全产品。它自动地生成可适用的排除防止和在您的终端的性能问题。



如果有一个代理，您能设置它这里。请务必您能通过您的代理解决DNS。并且我们虽则不支持
NTLM代理。

下载您的连接器安装文件。默认情况下您将下载引导文件，将确定系统体系结构并且下载支持的文
件安装。

如果希望使用企业配置软件，请检查“下载作为一个redistributable程序包”机箱下载充分的可执行的
安装程序。

您能完成向导和enable (event)演示。

演示数据在您的显示板被填充用事件、检测和计算机，以便您能了解如何连接和使用FireAMP专用
的Cloud接口。此选项可以以后被禁用。



您当前能使用所有您的FireAMP专用的Cloud功能。您能访问生产IP地址访问控制台，策略、连接器
和检测管理的。

您能访问管理IP配置系统设置;例如更新日程表和备份，以及FireAMP专用的Cloud的监控程序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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