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 关于直接集成，第 1页
• 如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第 1页

关于直接集成
从 Firepower版本 6.4开始，您可以配置 Firepower系统，将支持的事件直接从 Firepower威胁防御
(FTD)设备发送至思科云。

具体而言，Firepower设备会将事件转发至安全服务交换 (SSE)，在此处可以将这些事件自动或手动
升级到可在思科 Threat Response (CTR)中显示的突发事件。

如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

更多信息相应操作

直接集成要求，第 3页及其子主题满足要求第 1步

请参阅访问安全服务交换，第 4页。在您的浏览器中访问安全服务交换，

您将使用该思科 Threat Response云
门户管理设备，过滤事件。

第 2步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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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相应操作

单击云服务并启用以下选项：

•思科 Threat Response

•事件服务

在安全服务交换中，启用事件服

务。

第 3步

请参阅连接帐户，第 4页。

重要提示！在链接后，您不能对帐户取消链接。

在安全服务交换中，请链接您的许

可帐户，这样您即可以查看和处理从

不同设备注册到组织帐户的事件数

据。

第 4步

提示：不要跳过这些主题中的前提条件！

• 对于由 Firepower设备管理器 (FDM)管理的设
备，请参阅：

将 FDM配置为将事件发送到思科云，第 5页

• 对于由 Firepower管理中心 (FMC)管理的设备，
请参阅：

配置 FMC以便设备将事件发送到思科云，第
6页

在您的 Firepower产品中，启用与思
科云的集成。

第 5步

--生成事件第 6步

请参阅：

• 验证事件是否到达安全服务交换（通过直接连

接），第 7页

• 对直接集成进行故障排除，第 8页

验证您的集成设置是否正确。

根据需要对问题进行排除故障。

第 7步

有关过滤事件和升级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安全

服务交换中的联机帮助。

（可选）配置安全服务交换以自动

删除某些非重要事件，并自动将某些

事件升级至突发事件，并使其在思

科 Threat Response中可见。

第 8步

在思科 Threat Response中，单击突发事件。验证已升级的事件是否按预期显示在

思科 Threat Response突发事件管理
器中。

步骤
10

导航至模块 >集成模块 >配置模块，然后选择
Firepower模块。

有关此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CTR中的联机帮助。

在思科 Threat Response中，添加
Firepower模块。

在配置了此模块的情况下，CTR将
返回查看 SSE中的入侵事件，即使
它们尚未升级也是如此。

步骤
11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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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集成要求

要求要求类型

Firepower威胁防御设备

• 由客户 Firepower管理中心

• 由 Firepower设备管理器管理

Firepower设备

6.4或更高版本

Firepower版本 6.5中引入了对区域云的支持。

Firepower版本

北美洲云

Firepower版本 6.5开始支持欧洲云和 https://visibility.eu.amp.cisco.com。

思科 Threat Response云

• 智能许可证可以在所有设备上运行。

• 评估许可证不支持此功能。

• 您的环境无法使用思科智能软件卫星服务器或在气隙环境中部署。

许可

请参阅直接集成帐户要求，第 3页。账户

FMC和受管设备必须能够连接出站到思科云。

北美云： api-sse.cisco.com，端口 443

欧盟云： api.eu.sse.itd.cisco.com，端口 443

连接

您的 Firepower系统正在按预期生成事件。总则

直接集成帐户要求

• 要访问云，您必须拥有管理员级思科安全帐户、面向终端的 AMP帐户或思科威胁网格帐户。

您的帐户必须创建在将向其发送 Firepower事件数据的区域云上或与其相关联。

如果您或您的组织在您将使用的区域云上已有一个思科安全帐户，请勿创建另一个。

有关获取和激活思科安全帐户的信息，请参阅获取帐户进行访问思科 Threat Response。

• 您必须具有已获得许可产品思科智能账户的管理员权限。

要确定您的智能账户用户角色，请转至 https://software.cisco.com，点击管理智能账户，在页面
的右上方区域中选择智能帐户，单击用户选项卡，然后搜索您的用户 ID。

• 您的许可智能账户和用于访问云的帐户必须与相同的思科 CCO帐户关联。

• 您的 Firepower帐户必须具有以下用户角色之一：

• 管理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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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管理员

• 网络管理员

• 安全审批人

访问安全服务交换

开始之前

在浏览器中，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过程

步骤 1 在浏览器窗口中，转至思科 Threat Response：

• 北美洲云 https://visibility.amp.cisco.com

• 欧洲云： https://visibility.eu.amp.cisco.com

步骤 2 使用面向终端的 AMP、思科威胁网格或思科安全帐户的凭证登录。

您的帐户凭证特定于您登录的区域云。

步骤 3 导航至安全服务交换：

选择模块 >设备 >管理设备。

安全服务交换系统将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连接帐户

要将在不同许可智能账户下注册的产品集成到云中的单个视图中，您必须将这些智能账户链接到用

于访问思科 Threat Response的帐户。

如果您链接帐户，则无法对其取消链接。注意

开始之前

• 为了链接帐户，您必须对所有许可智能账户（不仅是虚拟账户）和用于访问思科ThreatResponse
的帐户具有管理员级别权限。

要查看已链接的帐户，用户级别的帐户就足够了。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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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将需要您的 Cisco.com (CCO)凭证才能完成此过程。

过程

步骤 1 在安全服务交换中任何页面的右上角，点击工具按钮（ ），然后选择链接帐户。

步骤 2 单击链接更多帐户。

步骤 3 使用您的 Cisco.com (CCO)凭证登录。

步骤 4 选择要与此云帐户集成的帐户。

步骤 5 单击链接帐户。

将 FDM配置为将事件发送到思科云

开始之前

• 在如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第 1页中执行到此步骤之前的所有步骤。

• 在 FDM中，请确保您的设备具有唯一的名称。如果不是，请在设备 >系统设置 >主机名中立
即分配一个名称。

• 在FDM中，将入侵和其他适用策略应用于至少一个访问控制规则，并验证设备是否成功生成事
件。

• 确保您拥有云凭证，且可以访问思科 Threat Response。

转至 https://visibility.amp.cisco.com 或 https://visibility.eu.amp.cisco.com 并登录。

• 在浏览器中：

• 禁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 允许第三方 cookie

过程

步骤 1 在 Firepower设备管理器中：单击设备，然后单击系统设置 >云服务链接。

如果已经位于“系统设置”页面，只需点击目录中的云服务。

步骤 2 如果尚未选择区域云，请选择一个区域。

请参阅思科 Threat Response区域云中的规定和限制。

步骤 3 选择要发送至云的事件类型。

步骤 4 单击思科威胁响应功能的启用控件。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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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提示，请阅读披露内容并单击接受。

步骤 5 验证您的设备是否在安全服务交换中注册成功：

a) 如果您在浏览器窗口中尚未打开安全服务交换，请参阅访问安全服务交换，第 4页。
b) 在安全服务交换中，单击设备。
c) 验证您的 Firepower威胁防御设备是否显示在列表中。

注意：在“设备”列表中为 FTD设备显示的描述是序列号，它与在设备的命令行界面中运行
show run-config命令时显示的序列号相匹配。

下一步做什么

• 如果您的部署是高可用性配置，请参阅 FDM中的联机帮助，了解其他说明。

• 继续执行如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第 1页中的剩余步骤。

配置 FMC以便设备将事件发送到思科云
将 Firepower管理中心配置为受管 Firepower威胁防御设备直接将事件发送至安全服务交换。

开始之前

• 在 Firepower管理中心中：

• 转至系统 >配置页面并为 FMC提供唯一名称，以便其可在云中的“设备”列表中明确识
别。

• 将您的 FTD设备添加到 FMC，向其分配许可证，并确保系统正常运行。（即，您已创建
必要的策略，且事件正在生成且在 Firepower管理中心Web界面中的“分析”选项卡下如
预期那样显示。）

• 在如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第 1页中执行到此步骤之前的所有步骤。

• 确保您拥有云凭证，且可以访问思科 Threat Response。

转至在其上创建帐户并登录的区域云。

过程

步骤 1 在 Firepower管理中心中：选择系统 >集成。

步骤 2 点击云服务。

步骤 3 启用思科云事件配置的滑块。

步骤 4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请选择一个思科云区域。

请参阅思科 Threat Response区域云中的准则和限制。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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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启用要发送至云的事件类型。

高优先级连接事件包括：

• 安全情报连接事件

• 与文件和恶意软件事件相关的连接事件

• 与入侵事件相关的连接事件

步骤 6 点击保存。

如果保存按钮不可用，这意味着 FMC已注册到所选的区域云。

步骤 7 请验证是否已正确启用此功能。

a) 等待几分钟，让系统进行同步。
b) 在启用该功能的同一页面上，单击链接以查看思科云配置。（该链接位于同一个思科云对话框
中。）

安全服务交换系统将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

c) 使用您用于访问思科 Threat Response帐户的凭证来登录。
d) 点击设备。
e) 验证您的 Firepower管理中心是否显示在列表中。

下一步做什么

继续执行如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第 1页中的剩余步骤。

验证事件是否到达安全服务交换（通过直接连接）

开始之前

验证您期望的事件是否在 Firepower中按预期显示。

过程

步骤 1 如果您尚未在中安全服务交换生效，请尝试访问安全服务交换，第 4页。

步骤 2 单击事件。

步骤 3 从您的设备查找事件。

如果您没有看到预期事件，请参阅对直接集成进行故障排除，第 8页中的提示，然后再次在如
何将事件直接发送至思科云，第 1页中查看。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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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直接集成进行故障排除

访问云时出现的问题

• 如果您在尝试配置此集成之前立即激活您的云帐户，并且在实施此集成时遇到问题，请尝试等

待一或两个小，然后登录您的云帐户。

• 请确保您所访问的与帐户关联的区域云的 URL正确。

设备接口显示集成已启用，但设备不会显示在云中的“设备”页面上

• 可以使用未链接到您云帐户的智能帐户或虚拟帐户来许可设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SSE中，链接设备的授权帐户。

请参阅连接帐户，第 4页。

• 通过链接的帐户向设备授予许可证：

在 FMC或 FDM中禁用集成，从设备注销当前许可证，通过链接的帐户对设备重新授予许
可证，然后在 FDM或 FMC中重新启用集成。

• 请确保您正在查看的区域云与您在Firepower设置中选择的相同。如果您在开始向云发送事件时
没有选择区域，请先尝试使用北美云。

“事件”列表中缺少预期事件

• 请确保您的设备可以访问云。对于连接要求，请参阅直接集成要求，第 3页。

• 单击“事件”页面上的刷新按钮以刷新列表。

• 验证预期事件是否显示在 Firepower中。

• 如果您使用的是 FDM，请检查您的访问规则日志记录设置。

• 在云服务页面的事件服务设置中，检查您的配置以进行自动删除（过滤掉事件）。

• 有关其他故障排除提示，请参阅 SSE中的联机帮助。

直接将事件发送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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