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文件策略简介1.

File Policy-详细介绍（含配置界面介绍）2.

AMP介绍&限制3.

许可说明4.

Object-File list5.

File Policy (AMP) – attached to ACP6.

AMP策略配置和效果7.

最佳实践8.

1：文件策略简介

  为了管理网络中传输的文件，Firepower提供了File Policy的单独策略，该策略可以检测文件类型：比如媒体文件

（.mp3,.mpeg），可执行文件（.exe,.rpm）等，并且FTD可以在传输文件过程中对文件进行潜在恶意软件分析AMP。

  注意，若要block https或者SSL加密的流量的文件控制，则需要进行SSL解密才能进行内容识别

文件类型控制（Threat许可即可）▪

恶意软件分析AMP（Malware许可AMP）▪

  那么文件策略有两个组件

如图所示，文件控制策略在恶意文件分析策略前执行，若文件策略deny文件，则不执行AMP分析

27：Control file transfer and AMP
2019年7月21日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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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ile Policy 介绍

2.1：文件类型检测技术

   Firepower使用与文件相关的特殊元数据 { 幻数（Magic Number）} 来识别文件格式。幻数是编码在文件中的唯一

数字序列。当文件在网络中传输时，FTD使用来自数据包流的幻数进行匹配，便于确定文件格式。

举例：对于Microsoft可执行文件msexe，幻数=4D 5A，找到这个编号Snort就会在FTD上应用规则

    file type:MSEXE; id:21; category:Executables,Dynamic Analysis Capable,Local Malware Analysis Capable; msg:"Windows/DOS 
executable file "; rev:1; content: | 4D 5A|; offset:0;

如下展示了TCP数据包的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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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根据文件的类型检测或阻止文件传输

2.2.1：选择在什么协议上检测（以下协议都可以文件传输）

2.2.2：选择检测的文件传输方向，下载/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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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电子邮件的协议只可以选择单向传输（IMAP/POP3/SMTP）

2.2.3：选择检测哪些文件类型类别，比如这里选择 Archive=压缩类别 文件，选择压缩文件格式7z&ZIP

Detect Files=检测文件，该行为检测文件传输并将其记录为文件事件，不会中断传输▪

Block Files = 阻塞文件，检测到文件规则选择的文件格式和类型就会阻塞该文件传输（最好搭配reset connection用）▪

Reset connection可以让应用在连接超时前直接关闭▪

2.2.4：选择正对 FTD上传的压缩文件类型7z格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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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两个利用AMP的行为（沙盒分析/阻塞恶意文件）

选择递交给云端sandbox分析（提交云端只会分析不会block）

如果是恶意文件就干掉

Spero Analysis：如果文件是符合条件的可执行文件，则设备可以分析文件的结构并将生成的Spero签名提交给AMP Threat Grid

云。云使用此签名来确定文件是否包含恶意软件。

▫

Local Malware Analysis：使用本地恶意软件检查引擎（ClamAV），设备会检查符合条件的文件，如果文件包含恶意软件并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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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Malware Analysis：使用本地恶意软件检查引擎（ClamAV），设备会检查符合条件的文件，如果文件包含恶意软件并且文

件规则已配置为阻止它，则会阻止它，并生成恶意软件事件。

▫

该设备还会生成文件组合报告，详细说明文件的属性，嵌入对象和可能的恶意软件。

Dynamic Analysis：如果设备将文件预分类为可能的恶意软件，则无论设备是否存储文件，它都会将这些文件提交给AMP Threat 

Grid云或AMP Threat Gridon-premises设备进行动态分析。AMP Threat Grid云或本地AMP Threat Grid设备在沙箱环境中运行

该文件，以确定该文件是否为恶意文件，并返回描述文件包含恶意软件的可能性的威胁评分。从威胁评分中，您可以查看动态分析

摘要报告，该报告详细说明了云分配威胁评分的原因。

▫

Capacity Handling：容量处理→存储文件并在超出文件提交限制时重新提交▫

Store Files：将文件存储在传感器上（FTD），供分析师进一步调查▫

存储文件可以基于AMP给文件定义的类型进行存储，比如只存储判定为恶意文件的文件到FTD，或者只存储干净的文件

2.5：File Disposition—分类

A file can have one of the following file dispositions as a result of addition to a file list, or due to threat score:

由于添加到文件列表或威胁评分，文件可以具有以下文件排列之一：

Malware•
Clean•
Unknown•
Custom Detection•
Unavailable•

Clean disposition is cached for 4 hours•

Unknown disposition is cached for 1 hour•

Malware disposition is cached for 1 hour•

A SHA-256 disposition is cached on FMC  在FMC上缓存SHA-256排列

2.6：由于文件被添加到文件列表或威胁评分，文件可以具有以下文件处置之一：

Malware：表示AMP云将文件归类为恶意软件，本地恶意软件分析识别出恶意软件，或者文件的威胁分数超过文件策略中

定义的恶意软件阈值。

➢

Clean：表示AMP云将文件归类为干净，或者用户将文件添加到干净列表中。➢

Unknown：表示系统查询了AMP云，但该文件尚未分配处置;换句话说，AMP云尚未对文件进行分类。➢

Custom Detection：表示用户将文件添加到自定义检测列表。➢

Unavailable：表示系统无法查询AMP云。你可能会看到这种倾向的一小部分事件;这是预期的行为。➢

2.7：File Policy (AMP) - File Policy Advanced Options

First Time Files Analysis：提交文件以进行系统首次检测到的文件分析。该文件必须与配置为执行恶意软件云查找和Spero，本地

恶意软件或动态分析的规则匹配。如果禁用此选项，则首次检测到的文件将标记为“未知”处置。

➢

Enable Custom Detection List & Enable Clean List：这两个选项与Custom-Detection-List和Clean-List Objects中的文件相关➢

Mark files as malware based on dynamic analysis threat score：威胁评分为“非常高”的文件将被视为恶意软件➢

Inspect Archives：检查压缩文件中的恶意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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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dvanced Malware Protection(AMP)    高级恶意代码保护

   

  Cisco将AMP和Firepower集成一起，AMP可以让FTD在网络传输文件时，针对潜在恶意软件和病毒进行分析。为了分析

过程并节省资源，FTD可以执行两种类型的恶意软件分析：本地/动态分析

3.1：文件分析原理⭐⭐

   FTD默认会计算文件的SHA-256哈希值，并使用这个值确定文件的处理方式。FMC在将新查询发送给AMPCloud前，会

对缓存的处置执行中查找，这样可以提供更快的查找结果并提高整体性能。

Spero analysis：Spero分析引擎只检查MSEXE文件，它会分析MSEXE文件的结构，并将Spero特征提交给云▪

Local analysis: FTD会使用两类规则集进行本地分析（高保真/预分类规则），FMC会从Talos下载高保真恶意软件特征，并将规则传递给FTD，

FTD根据已知恶意软件匹配模式并分析文件，也会使用文件预分类过滤器优化资源利用率

▪

Dynamic analysis:动态分析功能将捕获的文件提交到Threat Grid 沙箱以进行动态分析。沙盒环境可以在云中或在本地使用。经过分析，沙盒

会返回威胁评分（一种将文件视为潜在恶意软件的评分系统）。文件策略允许您调整动态分析威胁评分的阈值级别。因此，您可以定义FTD设备

何时应将文件视为潜在的恶意软件。

▪

备注：动态分析有容量处理选项，让Firepower系统无法和云沙盒提交文件时暂停对文件评分

     根据用户的文件策略配置操作，Firepower可以按如下顺序执行额外的高级分析

3.2：Firepower的AMP技术架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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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比较文件的hash值和病毒库hash值有没有匹配的，有直接判定为病毒▪

如果没有，执行沙盒运行/解析该文件是否有问题▪

3.3：AMP for Networks

Snort understands network protocols                       Snort理解网络协议（snort引擎）a.

Files can be carved out of the network traffic            文件可以从网络流量中划分出来b.

AMP detection techniques can be applied to the file       AMP检测技术可应用于文件c.

Hash lookups – both SHA 256 and Spero hashes                 散列查找 -  SHA 256和Spero散列•

Local malware analysis (Clam AV) on the firewall              防火墙上的本地恶意软件分析（Clam AV）•

Submitting the file to Cisco Threat Grid for sandboxing       将文件提交到Cisco Threat Grid以进行沙盒处理(公网)•

File transfers can be blocked     可以阻止文件传输d.

Based on file type – this can be determined using the first block of the file. The entire file will be blocked.                              

基于文件类型 - 可以使用文件的第一个块来确定。整个文件都是受阻。

e.

Based on malware verdict – this requires analyzing the entire file. Only the last piece of the file transfer will 

be blocked.                                 基于恶意软件判决 - 这需要分析整个文件。只有文件的最后一块传输将被阻止。

f.

3.4：AMP策略的限制

AMP策略需要购买AMP的许可（将文件执行恶意代码检测）•

AMP策略和APP应用控制策略有冲突，APP控制优于AMP执行，并且执行APP控制后可能不会再执行AMP策略•

AMP检测文件的最大最小单元都有默认限制，可以更改•

发送给AMP-Cloud沙盒分析：FTD/FMC必须可以连接沙盒的公网域名•

高于100M的文件不会发送给AMP-Cloud•

每个ACP规则只可以调用一个AMP策略 （注意这里是规则调用策略，而不是规则调用规则）•

4：许可说明

如果拥有Threat许可，Firepower可以开启文件类型控制，那么可以控制指定类型的文件传输•

如果想针对文件执行AMP分析，分析文件是不是包含恶意代码，或者是不是病毒文件，则需要AMP许可（Mal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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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bjects—File list

该功能可以覆盖Cisco检测的结果，如果CiscoCloud判定文件恶意文件，其实不是，你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放行文件

5.1：默认有两个object-file list，一个干净的，一个自定义

5.2：将一个23.png的文件添加到干净的object-file list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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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可选将一个文件添加到干净的object-file list中

6：File Policy (AMP) – attached to ACP

6.1：应用文件策略到ACP

A File Policy can be attached（添加） to the Access Control Policy rules that have action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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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File Policy (AMP) – ACP Advance tuning

每个ACL都有默认的AMP规则参数，比如检查文件的大小，发送给AMP-Cloud文件大小设定

可以在ACL中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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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只会检查前1460字节1.

等待云响应的时间有多长2.

默认情况下，仅针对最大10MB的文件检查恶意软件3.

不会捕获小于6KB的文件4.

不会捕获大于1MB的文件。这还指定了检查的归档（压缩文件）的大小。5.

将发送到Cloud for Dynamic Analysis的最小和最大文件大小6.

7：文件策略后效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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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展示文件轨迹特性追踪效果

7.1:     10.57分发现从火狐六看起下载一个未知文件

7.2：  10.57 同时这个未知文件从10.4.10.183传送给10.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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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0.57 同时这个未知文件从10.4.10.183传送给10.5.11.8

7.3:  7小时后，10.5.11.9使用SMB将文件传送给了10.3.4.51

7.4：半小时后，该文件再次通过相同的SMB应用程序复制到第四台设备（10.5.60.6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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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思科集体安全情报云已经了解到该文件是恶意的，并且会立即为所有四个设备提出追溯事件。

在6:14，我们看到一个回顾性事件出现了。所以它同时出现在4台机器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处置已经从我们认为未知的事物变为现在

已知的恶意软件。因此，我们已经警告这四台机器和防御中心中的每一台，在环境中找到了恶意软件，使用户能够跟踪该文件在网络中的

传播方式，并了解后膛的范围。

同时，具有FireAMP端点连接器的设备会对追溯事件作出反应，并立即停止并隔离新检测到的恶意软件

（必须有anyconnect-ampendpoint才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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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第一次攻击后8小时，恶意软件会尝试通过原始入口点重新进入系统，但会被识别并阻止。
后来该文件再次尝试在网络中移动。这一次，有人试图通过HTTP使用应用程序Firefox发送文件。因为现在已知该文件是恶意软件，所以

此传输被阻止。

8：最佳实践

如果要使用文件策略阻止文件，请使用“重置连接”选项。它允许应用程序会话在连接自身超时之前关闭。•

如果要将捕获的文件下载到桌面，请确保在下载之前在桌面上采取其他预防措施。该文件可能感染了可能对您的

桌面有害的恶意软件。

•

保持文件大小的限制为一个较小值来提高性能。访问控制策略允许您限制文件大小。它会使用以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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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发送到云以进行动态分析○

本地存储文件○

计算文件的SHA-256哈希值○

保持文件大小的限制为一个较小值来提高性能。访问控制策略允许您限制文件大小。它会使用以下行为：•

万一Firepower系统与Cisco云之间发生通信故障，当文件与“阻止恶意软件”操作匹配规则时，FTD可以在短时间

内保留文件传输。尽管此保留期限是可配置的，但是思科建议您使用默认值。

•

每个ACL都有默认的AMP规则参数，比如检查文件的大小，发送给AMP-Cloud文件大小设定

可以在ACL中更改

默认情况下，只会检查前1460字节1.

等待云响应的时间有多长2.

默认情况下，仅针对最大10MB的文件检查恶意软件3.

不会捕获小于6KB的文件4.

不会捕获大于1MB的文件。这还指定了检查的归档（压缩文件）的大小。5.

将发送到Cloud for Dynamic Analysis的最小和最大文件大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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