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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是有应用系统平台和各个知识服务系统（分中心）组成。

各个知识服务系统有各自的网站，用户在知识中心的访问将有可能跳转到各个知

识服务系统，而各个知识服务系统（分中心）又需要有相应的用户管理机制以确

保资源的保护使用。对目标用户而言，知识中心总体上是统一的。因此，需要有

统一的认证机制，确保用户在各知识服务系统访问的连贯性。 

1.2 目的 

统一认证即为解决前面提到的用户访问的连贯性问题，避免用户的多次登录。即

用户在知识中心（Portal）上登录后可以跳转到任意分中心而不需再次登录。所

有分中心和 Portal 共用同一套用户信息（即平台用户）。当然，各分中心可以有

自己的用户注册和登录，分中心自有的用户不支持统一认证。本文档所描述的内

容只针对平台用户的统一认证。 

1.3 原则 

统一认证的设计及实施均遵循以下原则： 

1) 知识中心（Portal）作为统一的权限入口，提供用户向各个外部第三方分中心

代理认证功能，并转发认证票据。 

2) 分中心对知识中心（Portal）转发的请求作来源确认，并对转发的票据作校验，

若校验成功，则可认为对应用户登录成功。 

3) 平台用户在分中心的权限由各分中心自行分配管理，分中心可以默认为所有

新注册的用户授予 Guest 组的权限，知识中心（Portal）对各分分中心的权限

不做任何访问和控制，但是知识中心会提供用户等级以支持分中心的多层次

权限配置策略。 



2 统一认证简介 

本章节主要简述统一认证提供的服务及分中心认证的流程。 

2.1 统一认证功能 

本章节主要说明统一认证提供的服务。 

统一认证模块参照了《知识中心各分中心统一认证接入方案 V1.0》，并遵循

CAS2.0 协议，其主要实现了以下功能： 

1. 为分中心提供了统一认证，单点登录功能，即用户只要在 Portal 登录后跳转

到任意分中心而不用再次登录。 

2. 认证成功后，分中心验证由 Portal 转发过来的票据时同时返回用户名及扩展

属性信息。 

用户属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表 2-1： 

属性名 属性说明 备注 

userId 用户 ID  

userName 用户名称  

userType 用户类型  

userLevel 用户级别  

name 姓名  

sex 性别  

email 邮箱  

mobile 移动电话  

phone 固定电话  

表 2-1：用户扩展属性表 

  



 

2.2 分中心认证流程 

本章节主要描述了用户登录 Portal 后跳转到任意分中心时分中心的认证流程。 

当用户从 Portal 跳转到某一分中心（前提用户已正确登录 Portal）时，其认证过

程如图 2-1： 

 

图 2-1:分中心认证流程图 

3 统一认证接入 

本章节主要描述分中心使用统一认证服务所需的配置或调整。 

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即使分中心 Web 应用接受来自 Portal 的认证票据(ticket)，

并向统一认证中心验证票据的合法性，并从响应中抽取用户信息。本章节描述

JAVA 环境及 PHP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所需做的配置或调整。 

JAVA 开发环境下： 

JAVA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要求 

JAVA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步骤 

 

浏览器 

(Client) 

统一认证服务 

(SSO) 

Portal 

(Proxy) 

分中心 

(Service) 

2）获取一次性 ticket 

1）请求跳转分中心 4）验证 ticket 

3）重定向到分中心 

参数：ticket 



PHP 环境下： 

PHP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要求 

PHP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步骤 

3.1 分中心软件环境要求 

本章节说明 JAVA 环境或 PHP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时，需要的软件环

境及版本要求。 

3.1.1 JAVA 环境要求 

本章节列出 JAVA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对分中心的软件要求，如表 3-1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JDK/JRE JDK1.6 或 JDK1.7 或 JRE1.6 或 JRE1.7 

Web 服务器 支持 SSL 和 Servlet2.3 规范，如 Tomcat7.x 

表 3-1：JAVA 环境软件配置 

 

3.1.2 PHP 环境要求 

本章节列出 PHP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对分中心的软件要求，如表 3-2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PHP PHP5.X 及更高版本 

且编译时至少带有以下选项： 

--with-curl 

--with-openssl 

--with-dom 

--withzlib 

Web 服务器 Apache(带 SSL 支持) 

表 3-2：PHP 环境软件配置 

 



3.2 分中心统一认证接入步骤 

本章节分别对 JAVA 和 PHP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的步骤。相关章节： 

JAVA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步骤 

PHP 环境下统一认证接入步骤 

3.2.1 JAVA 环境下接入步骤 

本章节详细说明了 JAVA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所需的全部配置，并提供了

相关的样例。 

JAVA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需要经过以下几步操作： 

1. 安装统一认证服务端证书 

2. 添加统一认证客户端依赖包 

3. 配置分中心 web.xml 添加相关 Filter 和 Listener 

4. 验证是否成功接入统一认证 

3.2.1.1 安装统一认证服务端证书 

本章节描述在分中心安装统一认证服务端（SSO）的证书的方法。 

因统一认证服务全程采用 HTTPS 加密传输协议，所以需要在分中心安装服务端

的证书，即代表客户端信任知识中心的统一认证服务。 

以下以 Linux+JDK1.7 为例，若 JDK 安装目录为/java/jdk1.7，证书文件路径为

/sso/sso.cer 则证书安装过程如下： 

set PATH=/java/jdk1.7/bin:$PATH 

cd /java/jdk1.7/jre/lib/security 

keytool -import -alias sso -keystore cacerts -file /sso/sso.cer 

[输入 KeyStore 密码，默认为：changeit] 

Owner: CN=sso.cekasp.cn, OU=SSO, O=CEKASP, L=HZ, ST=ZJ, C=CN  

Issuer: CN=sso.cekasp.cn, OU=SSO, O=CEKASP, L=HZ, ST=ZJ, C=CN  

Serial number: 5347c745  

Valid from: Fri Apr 11 18:43:17 CST 2014 until: Thu Jul 10 18:43:17 CST 2014  



Certificate fingerprints:  

MD5: 3C:09:3B:CE:1D:53:C8:A4:EE:58:3D:D4:62:E0:DC:13  

SHA1: 08:53:EC:77:45:41:B0:FF:5A:7C:A3:67:62:D8:01:31:FC:4B:D2:56  

SHA256: 

AC:AF:9D:A9:E9:9A:59:28:59:A5:0B:E0:2F:D4:0D:DC:70:3D:1C:E2:D2:80:BB:63:EB:67:AE:

B5:F4:AA:06:88  

Signature algorithm name: SHA1withRSA  

Version: 3  

Trust this certificate? [no]: yes  

Certificate was added to keystore 

 

证书见附录文件。 

3.2.1.2 添加统一认证客户端依赖包 

本章节添加客户端需要的依赖 JAR 包，JAR 中包含了相关的过滤器、监听器的

定义。 

全部依赖 JAR 包如图 3-1 

 

图 3-1 

将这些 JAR 包复制到 WEB-INF/lib 目录下。 

3.2.1.3 配置 Web.xml 

本章节配置统一认证客户端所需的过滤器及监听器，以实现对授权资源的拦截及

自动向统一认证服务验证功能。 



此过程配置主要包括 5 个过滤器及一个监听器： 

1) 单点登出过滤器（SingleSignOutFilter） 

2) 验证过滤器（Cas20ProxyReceivingTicketValidationFilter） 

3) 认证过滤器（AuthenticationFilter） 

4) 请求包装过滤器（HttpServletRequestWrapperFilter） 

5） 单点登出监听器（SingleSignOutHttpSessionListener） 

详细配置： 

1) 单点登出过滤器（SingleSignOutFilter）： 

功能：接收来自 SSO 的登出请求进行本应用的登出。 

参数：无 

示例： 

<filter>   

 <filter-name>CAS Single Sign Out 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org.jasig.cas.client.session.SingleSignOut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 

 <filter-name>CAS Single Sign Out 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filter> 

 

2) 验证过滤器（Cas20ProxyReceivingTicketValidationFilter）： 

功能：请求 URL 含有 ticket 参数时，验证 Ticket 的有效性。 

参数 ：casServerUrlPrefix 

认证服务地址如：https://sso.cekasp.cn 

示例: 

<filter> 

 <filter-name>CAS Validation 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 

  org.jasig.cas.client.validation.Cas20ProxyReceivingTicketValidationFilter 



 </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 

 <filter-name>CAS Validation 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filter> 

 

3) 认证过滤器（AuthenticationFilter）： 

功能：当请求需要验证时，使用浏览器跳转到登录界面，并在登录成功后跳回原

页面。 

参数：casServerLoginUrl 

统一登录页面：https://sso.cekasp.cn/login 

示例： 

<filter> 

 <filter-name>CAS Authentication 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 

  org.jasig.cas.client.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Filter 

 </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 

 <filter-name>CAS Authentication 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protected/*</url-pattern> 

</filter> 

 

4) 请求包装过滤器（HttpServletRequestWrapperFilter）： 

功能：对原有的 HttpServletRequest 进行包装，使得 request.getRemoteUser()及

request.getUserPrincipal()可用 

参数：无 

示例： 



<filter> 

<filter-name>CAS HttpServletRequest Wrapper 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org.jasig.cas.client.util.HttpServletRequestWrapper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 

 <filter-name>CAS HttpServletRequest Wrapper 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filter> 

 

5) 认证结果过滤器（AssertionThreadLocalFilter）： 

功能：将认证 Assertion 对象存储在线程相关的 ThreadLocal 对象里，使得在非

Http 上下文环境中可以通过 AssertionHolder.getAssertion().getPrincipal()获取

AttributePrincipal（需要强制转换类型）对象。 

参数：无 

示例： 

<filter> 

 <filter-name>CAS Assertion Thread Local Filter</filter-name> 

 <filter-class>org.jasig.cas.client.util.AssertionThreadLocalFilter</filter-class> 

</filter> 

<filter> 

 <filter-name>CAS Assertion Thread Local Filter</filter-name> 

 <url-pattern>/*</url-pattern> 

</filter> 

6) 单点登出监听器（SingleSignOutHttpSessionListener） 

功能：当 Session 失效时，从 managed sessions map 中删除 Session。 

 示例： 

<listener>   

 <listener-class> 

  org.jasig.cas.client.session.SingleSignOutHttpSessionListener 



 </listener-class>   

</listener> 

 

7) 完整示例 

web.xml
 

3.2.1.4 验证接入成功 

本章节描述怎样验证配置的正确性。 

若分中心的其中一个需授权页面地址为：http://www.center01.com/xxx/yyy 

则测试时在浏览器内输入： 

https://sso.cekasp.cn/login?service=http://www.center01.com/xxx/yyy 

这时会出现统一登录界面，输入平台用户、密码登录，若用户名密码正确则浏览

器会跳转到 http://www.center01.com/xxx/yyy 并处于登录状态，至此验证成功。 

 

3.2.1.5 分中心获取用户信息 

分中心在获取到相关的平台用户信息以后，可以与自有的用户管理系统结合，信

任该用户成功登录分中心，并进一步完成授权行为。以下是获取用户信息的样例

代码： 

//JSP 文件中或其它能得到 HttpServletRequest 的上下文中 

String username = request.getRemoteUser() //返回用户名 

AttributePrincipal principal = request.getUserPrincipal() //返回用户名及属性 

String username2 = principal. getAttributes().get(“userName”) //与 request.getRemoteUser()相同 

String userLevel = principal. getAttributes().get(“userLevel”) //获取用户级别 

 

//非 Http 上下文中 

AttributePrincipal principal = AssertionHolder. getAssertion().getPrincipal() 

http://www.center01.com/xxx/yyy
https://sso.cekasp.cn/login?service=http://www.center01.com/xxx/yyy
http://www.center01.com/xxx/yyy


 

 

3.2.2 PHP 环境下接入步骤 

本章节详细说明 PHP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所需全部配置，并附带相关样

例。 

PHP 环境下分中心接入统一认证，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1. 安装 phpCAS 库 

2. 在授权 PHP 页面嵌入拦截代码 

3.2.2.1 安装 phpCAS 库 

本章节说明分中心 Web 服务器中安装 CAS 客户端库。 

用户可以从 http://www.ja-sig.org/downloads/cas-clients/php/current/ 下载最新版本

phpCAS 库文件，也可以用本文档所在压缩包中 PHP 目录下的 zip 文件。phpCAS

库的安装过程请参考 PHP 相关文档。 

3.2.2.2 授权 PHP 页面中嵌入拦截代码 

本章节举例说明了在需授权 PHP 页面中嵌入与统一认证服务端（SSO）交互代

码。 

PHP 代码示例： 

<?php 

//加载配置信息 

require_once ‘config.php’; 

//加载 CAS 库 

require_once $phpcas_path . ‘/CAS.php’; 

//使用调试模式 

phpCAS::setDebug(); 

//初始化 phpCAS 

http://www.ja-sig.org/downloads/cas-clients/php/current/


phpCAS::client(CAS_VERSION_2_0, $cas_host, $cas_port, $cas_context); 

//开发环境设置不使用 SSL 

phpCAS::setNoCasServerValidation() 

//生产环境设置 SSL 证书路径 

//phpCAS::setCasServerCACert($cas_server_ca_cert_path) 

//设置页面需要认证 

phpCAS::forceAuthentication(); 

//判断是否需要登出 

if (isset($_REQUEST['logout'])) { 

 phpCAS::logout(); 

} 

?> 

//phpCAS:getUser(): 获取用户名 

//phpCAS: getAttributes(): 获取用户属性 

<html> 

  <head> 

    <title>phpCAS simple client</title> 

  </head> 

  <body> 

    <h1>Successfull Authentication!</h1> 

    <?php require 'script_info.php' ?> 

    <p>the user's login is <b><?php echo phpCAS::getUser(); ?></b>.</p> 

    <p>phpCAS version is <b><?php echo phpCAS::getVersion(); ?></b>.</p> 

    <p><a href="?logout=">Logout</a></p> 

  </body> 

</html> 

 

证书见附录文件。 



4 故障排查 

4.1 SSL 协议交互失败 

 检查安装证书的 JDK 跟 Web 服务器运行所在 JDK 是否同指向同一个 JDK 

 

5 附录 

5.1 证书文件 

sso.c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