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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 Firepower迁移工具
本文档提供思科 Firepower迁移工具的重要和版本特定信息。即使您熟悉 Firepower版本，并且在迁
移方面积累了经验，也要仔细阅读并理解本文档。

此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在此版本中，添加了以下功能：

表 1:此版本中的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防火墙

• 可以手动映射接口组和安全区域。

• 迁移工具会将已迁移规则的ACE计数与目标平台上支持的
ACE限制进行比较。

• 通过迁移工具中的新优化功能，可以使用搜索过滤器快速

获取迁移结果。

ASA和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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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防火墙

• 如果源配置为ASA5505，那么仅当支持的目标FTD平台为
Firepower 1010时，才能迁移设备特定配置（接口和路由）
和共享策略（NAT、ACL和对象）。因此，只能选择选择
设备下拉列表中的 FPR-1010。

注释 • 如果目标 FTD不是 FPR1010，则 ASA 5505
迁移支持仅适用于共享策略。设备详情不会

迁移。

• 仅适用于 FMC 6.5及更高版本。

• ASA-SM迁移支持仅适用于共享策略。设备
详情不会迁移。

• 迁移工具在迁移过程中支持以下访问控制功能：

• 填充目标安全区域 -在迁移期间启用 ACL的目标区域
映射。

• 将隧道规则迁移为预过滤器 -将 ASA隧道规则映射到
预过滤器隧道规则。

• 策略容量和限制警告支持 -迁移工具会将已迁移规则的ACE
计数与目标FTD平台上支持的ACE限制进行比较。如果已
迁移的ACE的总数超过阈值，或者其接近目标设备支持的
限制阈值，则还会显示指示器和警告消息。

• 为 CSM托管配置的 ACL规则类别提供支持。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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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功能防火墙

• Firepower迁移工具允许将以下受支持的检查点配置元素迁
移到 Firepower威胁防御：

• 接口

• 静态路由

• 对象

• 访问控制策略

• 全局策略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会作为任意区域迁
移 ACL策略的源和目标区域。

• 基于区域的策略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会通过源和
目标网络对象或组的路由机制根据谓词路由查找

来得出源和目标区域。

路由查找仅限于静态路由和动态路由

（PBR和 NAT除外），并且根据源和
目标网络对象组的性质，此操作可能会

导致违反规则。

注释

• 网络地址转换

• 对以下检查点操作系统版本提供支持：R75、R76、
R77、R 77.10、R 77.20和 R 77.30。

Check Point

支持的配置

ASA迁移支持以下配置元素：

• 网络对象

• 服务对象（在 Firepower威胁防御中称为端口对象）

• 访问列表

• NAT规则

• 接口（例外：冗余、路由模式-BVI、VTI（隧道接口））

如果源ASA有端口通道接口，则必须在 Firepower管理中心上创建端口通
道接口；系统会自动创建子接口。

注释

• 静态路由（无 SLA跟踪，不支持动态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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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路由和透明防火墙模式

• 网络对象和组、ACL及路由中支持的名称命令参考

检查点迁移支持以下配置元素：

• 接口（物理接口、VLAN接口和绑定接口）

• 网络对象和组

• 服务对象

• 网络地址转换（隐藏在网关后面的自动 NAT规则、具有检查点安全网关的手动 NAT和 IPv6
NAT规则除外）

• IPv6转换支持（接口、静态路由和对象）ACL（适用于 IPv6且基于区域的 ACL除外）和 NAT
不受支持

• 全局应用的访问规则，并且支持将全局 ACL转换为基于区域的 ACL

• 范围为本地且具有逻辑接口的静态路由，通过优先级配置而非值 1配置的路由除外

• 具有其他日志记录类型的 ACL

支持迁移的软件版本

以下是支持迁移的和 Firepower威胁防御版本：

支持的 Firepower威胁防御版本

迁移工具建议迁移到正在运行 Firepower威胁防御版本 6.2.3及更高版本的设备。

有关思科 Firepower软件和硬件兼容性的详细信息（包括 Firepower威胁防御的操作系统和托管环境
要求），请参阅思科 Firepower兼容性指南。

迁移工作流程

从版本 2.0开始，迁移工具支持将检查点配置迁移到 FTD。请注意以下重要提示是迁移工作流的一
部分。

注释

您可以通过遵循以下方法之一来获取用于迁移的 ASA配置项目：

•手动上传方法：在单一上下文模式下，使用 showrun命令获取ASA配置。在多上下文模式下，
使用 show tech命令获取 ASA配置

•从迁移工具连接到 ASA：在多上下文 ASA中，选择连接到 ASA后要迁移的上下文，然后选择
目标 Firepower威胁防御设备。当您完成第一个情景的迁移后，重复这些步骤以迁移其他情景 -
连接到 ASA、选择要迁移的情景、选择目标 Firepower威胁防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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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td/docs/security/firepower/compatibility/firepower-compatibility.html


您可以通过手动上传方法获取用于迁移的检查点配置项。要通过手动上传方法收集检查点配置，请

执行以下操作：

•使用检查点Web可视化工具 (WVT)导出配置：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到保存和提取WVT的
目录，然后执行以下命令以获取检查点配置：

C:\Web_Visualisation_Tool> cpdb2web.exe [-s management_server] [-u
admin_name | -a certificate_file] [-p password] [-o output_file_path]
[-t table_names] [-c | -m gateway | -l package_names] [-gr] [-go] [-w
Web_Visualization_Tool_installation_directory]

•使用FMT-CP配置提取程序工具导出设备配置：打开 FMT-CP配置提取程序工具，该工具是工
作站上有权访问检查点安全网关的可执行文件 (.exe)。

•压缩导出的文件：选择所有 8个文件（Web可视化工具 (WVT)中的 7个文件和 FMT-CP配置提
取程序工具中的一个 .txt文件）并将其压缩为 Zip文件。

Firepower迁移工具功能
Firepower迁移工具提供以下功能：

• 在迁移过程中进行验证，包括解析和推送操作

• 对象重复使用功能

• 对象冲突解决

• 接口映射

• 自动创建或重用接口对象（如果是安全区域和接口组映射，则为 ASA名称）

• 支持创建用户定义的安全区域和接口组

• 目标 Firepower威胁防御设备的子接口限制检查

• 支持的平台

-虚拟 ASA到虚拟 FTD

-相同的硬件迁移（X到 X设备的迁移）

- X到 Y设备的迁移（Y的接口数量更大）

迁移报告

Firepower迁移工具以 HTML格式提供以下报告及迁移详情：

• 迁移前报告

• 迁移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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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power迁移工具的平台要求
迁移工具对基础设施和平台的要求如下：

• Windows 10操作系统或者 macOS 10.13及更高版本

• 作为系统默认浏览器的 Google Chrome

• 每个系统的单一工具实例

• Firepower管理中心和 Firepower威胁防御必须为 6.2.3.3或更高版本

文档

本发行说明附带以下文档：

• Firepower迁移工具发行说明

• 利用 Firepower迁移工具将 ASA迁移到 Firepower威胁防御

• 利用 Firepower迁移工具将检查点迁移到 Firepower威胁防御

• 思科 Firepower迁移工具中使用的开源

尚未解决和已解决的漏洞

可通过思科漏洞搜索工具查看这一版本中尚未解决的漏洞。通过这一基于Web的工具，您可以访问
思科缺陷追踪系统，其中记录了关于此本产品和其他思科硬件及软件产品的缺陷和漏洞信息。

您必须拥有Cisco.com帐户才能登录并访问思科缺陷搜索工具。如果没有，可以在Cisco.com上注册
帐户。有关漏洞搜索工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漏洞搜索工具帮助。

注释

已知问题

表 2: ASA版本 2.0的已知问题

标题漏洞 ID

迁移工具无法使用交换机端口监视器解析接口配

置。

CSCvr73847

未配置本地 VLAN的中继端口的迁移不正确。CSCvr74255

命中计数功能在迁移工具中不起作用。CSCvr79170

Firepower迁移工具发行说明 v 2.0
6

欢迎使用 Firepower迁移工具

Firepower迁移工具的平台要求

https://identity.cisco.com/ui/tenants/global/v1.0/enrollment-ui?ui_locale=en_US
https://www.cisco.com/c/en/us/support/web/tools/bst/bsthelp/index.html


标题漏洞 ID

影响查看并验证页面上的规则视图的页码负值。CSCvr71084

表 3:检查点版本 2.0的已知问题

标题漏洞 ID

在源网络和/或目标网络中的 ACE中调用了两个
以上的排除组类型对象组后，迁移工具会以错误

的转换方式进行迁移。

CSCvr75397

必须在 FMC 6.5的查看并验证页面中为操作日志
定义 Check Point或 ASA规则。

对于 ACE规则，当操作为阻止时，FMC允许在
连接开始时进行日志记录。因此，在查看并验证

页面中，将ACE规则的日志记录类型更改为“连
接结束时进行日志记录”时，FMC不允许执行导
致推送失败的阻止操作。

CSCvr37116

具有加密/VPN加密操作的 ACE会导致推送错
误，因为迁移工具当前不支持这些操作。

CSCvr74191

将规则迁移为不受支持的规则，而且在ACE中找
不到引用对象，但当前解析时阻止了引用对象。

CSCvr25905

在源或目标网络内的ACE中找到基于身份的对象
后，不得支持检查点规则。目前，在ACE中发现
基于身份的网络对象时，会显示解析错误。

CSCvr25849

具有否定单元属性的检查点ACE会作为普通ACE
进行迁移。

CSCvr4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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