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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云信息化系统
统一用户登录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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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城轨信息系统快速发展带来的各子系统技术方案各异、缺乏统一规划的现状出发，说明复杂信息系统
在统一用户登录与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探讨根据 4A 安全管理规范、利用单点登录(SSO)技术、采用 Spring Security
OAuth2+JWT 方案来构建统一用户登录与管理系统，实现统一的账号管理、统一的认证管理、统一的授权管理以
及统一的操作审计功能，从而解决城轨云众多信息化系统的统一用户登录与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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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User Logi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Rail
Cloud Information System
WU Yanjun, DOU Yongwang
(Tongfang Co., Ltd., Beijing 100083)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different technical solutions and a lack of unified planning of various subsystems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 rail information systems,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unified
user login and management of complex information system. Moreover, this study focus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spring
security using single sign on (SSO) technology and a 4A security management standard Oauth2 + JWT scheme to build a
unified user login 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achieve a unified account and authentication management, and unified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audit functions,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ified user login and management of
many urban rail cloud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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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行业信息化的建设一直在不断深入，各

由于众多的信息化系统开发时间不同、开发商各

地铁企业都陆续上线了不少信息化系统，如生产业务

异，采用的信息化技术方案也各不相同，各信息化系

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资产管理系统、乘客服务 APP

统缺乏统一管理和规划，尤其在系统用户登录和管理

等。随着城轨云在呼和浩特市地铁落地，信息化系统

方面，造成了诸多弊端[1]：

将横向融合云、大数据、视频、GIS、AI、IoT 等，
纵向打通端、边、网、云，从而使城轨云的安全生产、
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各信息化系统的用户范围扩大化，
不同用户登录不同信息化系统即可获取所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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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法实现一次登录到处通行，影响用户体验；
用户需记住众多账号与口令，增加了使用难度。
2) 各系统分别开发用户管理系统，造成浪费；多
个用户管理系统使维护工作量成倍增加。
3) 无法对各应用进行统一认证和授权管理，无法
全面分析用户的应用行为，增加了安全隐患。
因此，对于基于城轨云的众多信息化系统，建立
一套统一的用户登录与管理(unified user login and

城轨云信息化系统统一用户登录与管理

management，UULM)系统，对系统用户进行统一管
[2]

访问目标应用系统；判断用户是否有权使用目标功能；

理 ，将显著改善用户体验，减少安全隐患，并有效

系统还需要具备防暴力猜解的能力。

提升信息化系统的管理水平。

1.4

1

系统需要具备对用户操作进行审计的功能：用户

功能需求
早在 1995 年，国际网络安全界就提出了 4A 统一

安全管理规范，将认证(authentication)、授权(authorization)、记账(accounting)、审计(audit)定义为统一安全
管理平台的 4 个组成部分。UULM 系统需根据 4A 统
一安全管理规范，实现统一用户账号管理、统一认证
管理、统一授权管理和统一操作审计 4 项主要功能，

的每次登录，对功能的每次调用，都要记录下来，并
提供查询与分析功能，以便提高系统的风险防范能力。

1.5

机制[3]，即所谓“一次登录，到处通行，一次退出，
全部退出”。

2

现单点登录功能。

2.1

统一账号管理

单点登录(SSO)
系统需要具备用户单点登录(single sign-on，SSO)

并根据用户登录一处终端访问多个应用的实际需求实

1.1

统一操作审计

方案设计
系统软件架构
系统软件架构如图 1 所示。UULM 系统采用 B/S

系统需要为纳入管理的所有应用系统建立一套公

架构，服务端软件为 3 层：数据层、API 接口层和用

共的用户账号体系，并支持账号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户界面层。数据层采用 MySQL 数据库保存账号、授

支持账号的新建、修改和删除；支持用户录入或修改

权等信息，采用 Redis 作为缓冲数据库加快画面反馈

姓名、部门、联系方式、密码等详细信息；支持账号

速度，采用 Redis 作为消息队列实时接收应用系统的

的停用、启用和废止。

操作日志；API 接口层提供内部、外部 API 接口，对

1.2

系统内部操作做出响应，对系统外部的请求做出反

统一授权管理
系统需要支持统一的授权操作：方便管理者指定

馈；用户界面层的登录界面、设计界面、用户管理界

用户可以访问的应用系统，设定用户可使用的具体功

面模块，以及 API 接口层的登录服务、审计服务、

能；系统支持账号单独授权，也支持通过角色、群组

内部管理服务和外部接口服务模块分别以微服务的

等方式进行账号批量授权。

形式搭建，确保各模块的独立性；客户端支持常用浏

1.3

览器，如 Microsoft Edge、Google Chrome、Firefox

统一认证管理
系统需要提供用户认证功能：判断用户是否有权

Fig. 1

等浏览器。

图 1 系统软件架构
System software architecture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11

都市快轨交通·第 33 卷 第 5 期 2020 年 10 月

2.2

用管理、角色管理、群组管理、部门管理、用户管理、

系统硬件架构
UULM 系统作为所有应用系统的公共入口，其可

靠性至关重要，因此 UULM 服务器采用双机热备模式，

访问限制、操作审计、参数设置、个人中心 10 个功能
模块，如图 3 所示。

系统硬件架构如图 2 所示。主备应用服务器分别安装
Keepalived 软件，对外提供一个访问用的虚拟 IP 地址，
即 VIP。正常情况下主备应用服务器都处于服务启动状
态，但 VIP 指向主应用服务器，因此只有主服务器提供
服务；当 Keepalived 通过心跳检测确认主应用服务器的
服务无响应时，则 VIP 指向备应用服务器，于是备服
务器开始提供服务，避免了单点故障影响系统使用。

2.3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
针对系统功能需求的统一账号管理、统一授权管

理、统一认证服务、统一操作审计 4 个方面，并考虑

图2

用户使用的便利性，UULM 系统规划了系统概况、应

图3
Fig. 3

Fig. 2

系统硬件架构

System hardware architecture

系统功能模块

System function module

系统的界面设计如图 4 所示。下文将对主要功能

支持账号锁定和解锁、停用、启用、废止、密码初始

模块做详细说明。

化等高级功能，还可以通过设定角色或加入群组来给

2.3.1

用户授权。

统一账号管理

UULM 系统负责统一管理用户的账号信息，并提

2.3.1.2

部门管理

供灵活的维护功能，如图 5 所示。接入本系统认证的

部门即用户的所属部门。部门管理实现对部门的

应用无需单独保有并维护这些账号信息。通过 UULM

新建、批量导入、修改、保存、查询等基本功能。部

系统添加的账号，在各接入应用系统中通用，经过授

门信息能够以树形结构保存，体现其层级结构，并可

权的用户能登录并访问被授权的应用系统。

以设置部门负责人。

2.3.1.1

2.3.2

用户管理

统一授权管理

通过对用户账号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支持账号的

UULM 系统提供对用户账号的统一授权功能，授

新建、批量导入、修改、保存、查询等基本功能，也

权粒度细化到应用系统的具体功能，也就是通过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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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系统用户界面

System user interface

2) 通过给群组赋予角色、将用户账号加入群组来
实现集体授权。
一个用户账号可以被赋予多个角色，也可以加入多
个群组。该用户账号的权限为上述两种授权结果的并集。

2.3.2.1

应用管理

UULM 系统对接入应用的功能列表进行维护管
理。支持对接入应用的功能项添加、批量导入、修改、
保存、查询等操作和维护。功能列表能够以树形结构
保存，体现其层次关系，方便角色绑定功能时能按层
图5
Fig. 5

用户账号信息

User account information

画面，可以对某个用户账号或一组用户账号授予使用
某个或某些已接入应用的部分或全部功能。统一授权
机制支持两种途径，见图 6。

次选择功能。接入应用的信息主要包括应用 ID、应用
名称、应用简称、架构类型(BS 还是 CS)、入口 URL、
应用描述、应用图标、所含功能列表等。

2.3.2.2

角色管理

角色是可访问的应用系统功能的集合[4]。通过将
账号、群组赋予角色来实现对用户账号、群组的授权。
角色管理支持角色的新建、修改、保存、查询等操作，
还支持角色与功能的绑定，角色对用户账号、群组的
赋予等操作，如图 7 所示。

2.3.2.3

群组管理

群组是用户账号的集合，使用群组可以方便地对
一组用户账号进行授权和管理。群组管理支持群组的
新建、修改、保存、查询等，还支持群组与用户账号、
群组与角色的绑定。
图6
Fig. 6

统一授权机制

Unified authorization mechanism

1) 通过将角色绑定应用的具体功能，用户账号被
赋予角色来实现个别授权。

2.3.2.4

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是更进一步的安全措施，允许管理员限
定用户必须从指定的 IP 地址访问应用，否则会在用户
认证时被拒绝访问。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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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指定)，然后确认用户是否为合法用户。如果认证通
过，则返回令牌及详细授权信息，并自动跳转回到该
应用系统。如果认证未能通过，则显示错误信息，并
提示重新登录。
在账户开设时，系统会自动为用户生成初始密码，
并要求用户首次登录后必须修改。所有的用户密码都
以加密后的形态存放。恢复遗失密码的唯一办法是重
新进行密码初始化。

2.3.3.2
图7
Fig. 7

2.3.3

用户权限判断

UULM 系统为所管理的应用系统以外部 API 的方

角色管理

式提供统一的权限确认服务。当某应用系统的某个功

Role management

能被调用时，
该应用系统调用 UULM 系统的外部 API，

统一认证服务

确认其令牌是否有效且有权访问该功能，如通过则启

UULM 系统通过外部 API 接口，为所管理的应用

动该功能，否则就拒绝访问。这就要求所管理的应用

提供统一的认证服务和权限判定服务。统一认证机制

系统与 UULM 系统做接口，并根据 API 反馈结果进

如图 8 所示。

行访问控制。

2.3.4

统一操作审计

UULM 系统对系统自身以及所管理的应用系统
的操作日志进行审计[6]。UUML 系统自身的日志由系统
自动收集，
应用系统的操作日志需要应用系统在操作发
生时调用 UUML 外部 API 即时传回。这就要求在应用
系统接入 UULM 系统时，对日志模块做必要的改造。
对日志的审计包括日志的分类查询、分类统计，
操作行为分析，日志的下载、归档和清理等，以便对
系统进行优化与风险防范。统一操作审计内容如图 9
图8
Fig. 8

2.3.3.1

统一认证机制

所示。

Unified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2.3.5

用户登录认证

其他功能

除上述模块外，系统还提供个人中心、参数设定、
[5]

UULM 系统提供统一的登录画面和认证服务 。

系统概况等功能模块。

当 用 户访 问一 个 应用 系统 而 未携 带有 效 令牌 时，

个人中心模块是用户自己修改个人账户信息的地

UULM 系统将弹出统一的登录画面，在录入用户名和

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修改、密码修改；参数设定模块

口令后，系统自动向认证服务器请求认证，认证服务

支持系统内部参数的设定，包含日志归档时间设定、

器接受请求，先确认用户是否来自指定的 IP 地址(如

日志清理时间设定、用户连续登录失败允许次数设定、

图9
Fi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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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审计

Operational au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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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证系统展示登录画面并要求输入用户名和

用户锁定时长设定等；系统概况模块作为系统首页，
对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展示，例如用

口令。

图表显示接入应用总数、用户总数、近 7 日的访问

4) 用户录入用户名和口令。

人数等。

5) 认证系统查询用户信息表进行用户验证。

3

6) 如用户为合法用户则返回令牌给应用系统 1，

3.1

关键技术

否则跳回 3)要求重新录入。

单点登录(SSO)
为了实现“一次登录、到处通行”
，需要在用户、

应用系统和 UULM 认证系统间建立一套单点登录

7) 应用系统 1 拿到令牌后展示用户访问的画面，
用户访问成功。
8) 此时如果用户访问应用系统 2，已获取的令牌

SSO 机制(见图 10)，也就是说用户在一个系统中登录
并经 UULM 认证后会获得一个令牌，只要令牌在设定

将被同时携带。
9) 应用系统 2 将令牌通过后台传给认证服务器

期限内未过期，便可以无障碍进入其他互信的应用系
统，不再显示登录画面，也不需要再录入用户名和口

进行验证。
10) 验证服务器返回验证结果给应用系统 2。

令。具体流程如下：

11) 如果验证成功，应用系统 2 便展示用户访问

1) 用户在未登录的状态下访问应用系统 1。
2) 应用系统 1 引导用户到认证系统进行登录。

的画面，否则提示无权访问。

图 10 单点登录机制
Fig. 10 Single sign on mechanism

3) JWT(JSON web token)开放标准定义的令牌包

单点登录机制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例如 IBM
[7]

Websphere Portal Server 就集成了 SSO 功能 、耶鲁大

含了加密的用户信息和授权信息，可以通过浏览器传

学发起的开源项目中央认证服务(central authentication

递。采用 JWT 令牌后无需每个请求都向认证服务器验

[8]

service) 等，而当前颇为流行的 Spring Boot 编程框架

证身份，降低了服务器的负载。
因此选择 Spring Security OAuth2+JWT 方案来实

内置 Spring Security OAuth2 则是一种新的选择，特别
是结合 JWT(JSON Web Token)技术形成的 Spring

现 UULM 系统的单点登录。

Security OAuth2+JWT 方案具有更多优势：

3.2

1) Spring Security OAuth2 遵循 OAuth2 开放标准，

口令加密算法
用户的口令需要加密保存，如果口令被破解，则

支持多种授权模式，比 IBM、耶鲁大学的方案使用更

其他安全措施会变得形同虚设，因此必须选择一种可

灵活，配置更简单。

靠的加密方式。Bcrypt 是 Spring Security 安全框架内

2) Spring Security OAuth2 是目前非常流行的 Web

置的加密算法，它有以下特点：

应用开发框架 Spring Boot 内置的安全框架，基于

1) 可以将用户设定的口令进行不可逆加密，生成

Spring Boot 开发的应用程序可直接使用，比引入其他

密文(Hash)。当用户登录时，将用户输入的口令也加

外部安全方案更加便利。

密生成密文，然后比对两个密文来判断口令是否正确。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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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加密过程不可逆，无法通过密文反推出口令，因
此即使是管理员也无法知道用户口令。
2) 即使对相同的口令加密，每次生成的密文也不
一样，因此密文比对不是简单的字符比较，而是对密
文分解后再做哈希运算来判定，进一步加强了解密的
难度。
3) 生成密文长度达 448 位，远高于 MD5 算法[9]
的 128 位、SHA-1 算法的 160 位，可确保口令不会被
穷举破译，有效防止暴力猜解。
鉴于 Bcrypt 算法的上述先进性，选择 Bcrypt 算法
作为口令加密算法。

4 结语
依据以上系统设计方案，开发的统一用户登录与
管理系统(UULM)已在深圳线网运营指挥中心(NOCC)、
青岛线网运营管理与指挥中心(MMCC)以及西安线网
(应急)指挥中心(NCC)等项目得到了应用，分别管理着
线网运营指挥系统、线网应急指挥系统、线网统计分

[4] 蒋丛萃, 史卓. Spring security 在电子商务中的设计应用[J].
电脑知识与技术, 2016, 12(14): 247-248.
JIANG Congcui, SHI Zhuo.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spring security in e-commerce[J]. Compute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2016, 12(14): 247-248.
[5] 肖爱华. 统一用户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D]. 长沙: 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
XIAO Aihu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unified user
management system[D].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05.
[6] 郝艳超, 郝志伟. 企业统一身份管理信息平台设计与研
究[J]. 电子世界, 2019(10): 192-193.
HAO Yanchao, HAO Zhiwei. Design and research of
enterprise unified ident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J]. Electronics world, 2019, (10): 192-193.
[7] 吴群. 安全单点登录问题的研究与实现[J]. 计算机与现

析系统、线网运营评估系统、线网信息服务系统等十

代化, 2004(6): 25-27.

多个不同的信息化系统[10]。UULM 系统解决了用户

WU Qun.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secure single

单点登录及统一管理的难题，受到了业主的好评。

sign on[J]. Computer and modernization, 2004(6): 25-27.

基于城轨云的边界打通与信息深度融合，信息化

[8] 孙浩志, 黄宁玉. 基于 CAS 的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设

系统的数量也会爆发式增长，因此建设统一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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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系统将是非常必要的，一则提升用户的使用体

335-339.

验，二则减轻管理员的工作负担，更重要的是还为信

SUN Haozhi, HUANG Ningyu. Design and implemen-

息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tation of unified user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CA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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