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SC公开课】第十八期——思科 AnyConnect 安全接入 

 

高阳 



今天的网络安全形势 

• 安全公司等提供的安全分析报告 

 

• 对自己的VPS评估 

            1. 加固前，3天被破解 

            2. 加固后，目前2个多月还未被破解 

             



       一个星期 尝试登陆破解的失败次数  

写脚本,封

掉登陆尝
试失败10

次以上的
IP地址,并

发邮件通
知 



 一个多月 被隔离到/tmp目录下的垃圾邮件的数量 

绝大部分
都是relay
的mail,导

致你的域
名被加入
黑名单 



 
 
 
 
 
 
结论: 
 
只要开放端口和服务,就一定会被攻击,并且有
被破解的可能 



大多数公司的访问策略  



         为什么这种VPN访问安全比较低 

• 用户名容易被别人得到 

• 密码容易被破解,  

     非IT员工密码都很简单,不会设置复杂密码 



如何加固VPN访问的安全 

对VPN的各个因素进行评估 

   1. 是不是需要VPN 

   2. 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VPN 

   3. 公司的笔记本带出去安全么 

   4. ASA本身有没有漏洞 

   5. 认证策略安全么 



方案:  对笔记本进行加固 

• 普通用户 无管理员权限 

• 组策略 

• 系统补丁 

• 杀毒软件 

• HIPS 

• 硬盘加密 

• 等等 



方案: 对ASA进行加固 

• 不要在Internet接口 开启SSH和ASDM 
• Syslog和SNMP，并经常关注 
• 使用实时流量分析工具   例：Ntopng 
• 经常关注IT安全信息,注意Cisco发布的安全通告 
• 及时更新系统（带*号）   代表已知的问题基本都修复了 
          对内部设备的升级观念 
          对外部设备的升级观念 
 
 
   



 
 
方案:对用户的识别 
 
1.使用证书认证+静态密码 
 
2.使用动态密码+静态密码 
这个token最好是一个单独的设备,硬件token或手机集成
token 
防止笔记本丢失. 必须人+笔记本+token 三个要素才能连接 

 



方案: 连接VPN的时候是否需要同时访问
Internet 

• 如果不必需，可以不给Internet访问 

 

• Tunnel-Split的坏处 

 

• U-Turn的优点    

     结合其他内部安全防护如IPS，WSA等 

     缺点:速度问题,可能需要QoS限速 

 

 

 

 



思考：有了以下四点是否就足够安全 
 

• 1. 笔记本加固 

• 2. ASA加固 

• 3. 用户的证书或动态密码 + 静态密码 

• 4. VPN同时控制Internet访问 



不确定性 

用户一定会用公司的笔记本连接VPN么？ 

       个人的电脑，网吧电脑，酒店电脑等 

       可能有病毒，木马，已被控制了等等 

 

通过VPN直接危害到外部用户和内部网络 

 

 



如何确定用户就是使用公司发的笔记本登
陆VPN？ 
• 公司的笔记本有什么特征 

     1. windows 7 sp1 

     2. 有某些组策略 

     3. 有某杀毒软件 

     4. 有某软件 

     5. 有某文件 

     6. 加入域了 

     7. 等等 



AnyConnect的机器识别 HostScan 

• 能够支持的系统 

   1. Windows 

   2. Mac 

   3. Linux 

 

 



HostScan的授权 

 

 

Advanced Endpoint Assessment      : Enabled        perpetual 

 



实验说明 

• 客户机为Windows 7 SP1 

• 有McAfee 8.8，最后一次病毒更新小于10天 

• 有windows 防火墙并且开启 

• 已经加入MS AD域 

• 其他条件,这里不演示了 



ASA基本配置 

webvpn 

    enable outside 

    no anyconnect-essentials 

    anyconnect image disk0:/anyconnect-win-4.2.01035-k9.pkg 1 

    anyconnect enable 

    tunnel-group-list enable 

 



ASA基本配置 

aaa-server ACS protocol radius 

aaa-server ACS (inside) host 10.0.10.101 

  key ***** 

aaa-server OTP protocol radius 

aaa-server OTP (inside) host 10.0.10.103 

  key ***** 

 



ASA基本配置 

ip local pool SSLPool 10.0.100.1-10.0.100.254 mask 255.255.255.0 

 

group-policy GroupPolicy1 internal 

group-policy GroupPolicy1 attributes 

 wins-server value 10.0.10.2 

 dns-server value 10.0.10.2 

 vpn-tunnel-protocol ssl-client 

 default-domain value gaojack.com 

 address-pools value SSLPool 



ASA基本配置 

tunnel-group TunnelGroup1 type remote-access 

tunnel-group TunnelGroup1 general-attributes 

 address-pool SSLPool 

 authentication-server-group ACS 

 secondary-authentication-server-group OTP use-primary-username 

 default-group-policy GroupPolicy1 

tunnel-group TunnelGroup1 webvpn-attributes 

 group-alias AnyConnect enable 

 



导入Host Scan Image 



配置Host Scan --- configure 

 



配置Host Scan   杀毒软件 防火墙的策略 

 



如何在VPN客户端进入内网以前判断客户端是否加域了 



通过注册表扫描，判断是否加入域了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Group Policy\History\ 
MachineDomain 



配置Dynamic Access Policies 

 



修改默认的DAP策略为Terminate并给出相应的提示 

 



查看ASA支持的识别方式 

 



新建Policy 设置AAA Attribute并关联到对应的GourpPolicy
上 

 



新建Endpoint Attribute，设置操作系统的版本 

 



新建Endpoint Attribute，设置扫描杀毒软件检测 

 



新建Endpoint Attribute，设置系统防火墙检测 

 



新建Endpoint Attribute，设置域识别 

 



所有Endpoint Attribute是逻辑“与”关系，设置Action为Continue 

 



确保自定义策略在默认策略之上 

 



Anyconnect登陆系统 

 



客户端连接VPN 

 



ACS和Token分别认证通过 
注意: 是先认证，后机器扫描 



ASA上 debug dap trace 

 



测试1：卸载杀毒软件 

 



拒绝用户了在这台机器上登录 
给出明确提示的必要性 

 



测试2：机器没加域或退域 

 



拒绝用户了在这台机器上登录 
给出明确提示的必要性 

 



经过安全加固后的VPN架构 



 思考：有了以上的所有策略是否就足够安全 



 
 
如果之前的所有策略都被攻破了怎么办？ 
或者合法用户远程上来搞破坏怎么办? 
 
 

用户能够直接通过Anyconnect访问内部网络 

 

 

 

 



用户连接VPN以后的策略 

• 访问非关键服务，如mail等可以直接访问 

• 访问关键服务，如服务器，网络设备等必须经过堡垒机 

 



通过ACS的Download ACL让VPN用户只能访问非关键服务
器的端口和堡垒机的端口 



新建Authorization profile 

 



调用DACL 

 



调用这个authorization profile到anyconnect访问策略上 

 



VPN连接后，在ASA上查看DACL 



VPN客户端只能通过堡垒机访问内部关键服务器，登陆堡垒机还
需要额外验证 

 



VPN客户端通过堡垒机访问内部服务器 
堡垒机演示 

 



带有内部审计的VPN架构 



谢谢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