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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档记述了 IM-SecureSignOn 的安装步骤和设定方法。
为了安装 IM-SecureSignOn 的标准功能，大致分为3个工作。

1.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模块的安装与设定
2. Login Server 模块的安装与设定
3. Web Wrapper 模块的安装与设定

关于其他扩展模块的安装，请参照各目录的doc以下的文档。

前提条件

为了安装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存在以下前提条件。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正常动作。
请总是应用最新的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补丁。

安装步骤

系统配置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安装指南
第２版 20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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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名称 说说明明

VANADIS® SSO Web
Wrapper

控制单点登录的代理服务器。
对每个让其采用单点登录的应用程序服务器进行设置。

VANADIS® SSO Login Server 控制处理单点登录认证的服务器。

认证用服务器 VANADIS® SSO Login Server 中进行认证时使用的服务器。

安装文件构成

  

im_SecureSignOn_for_AccelPlatform
├ _static
├ basic-proxy
├ LoginServer
├ mobile
├ setup_guide
├ release_notes
├ sso-repository
├ tool
├ wrapper
├ wrapper-plugin
├ index.html
├ ReleaseNotes_201210.txt
└ SSO教程.pdf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目录
文档用材料
Basic 认证保存代理模块目录
Login Server 模块目录
手机网关模块目录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安装指南 (正文)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Release Note
VANADIS® SSO Repository模块目录
工具存放目录
Web Wrapper 模块目录
Web Wrapper JavaScript 插件模块目录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文档路径
VANADIS® SSO Release Note
VANADIS® SSO 教程指南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安装与设定

对用于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加入到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系统的安装与设定方法进行说明。

通过 im-Juggling 进行安装及设定。

通过进行以下步骤可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用作认证用服务器。
通过使用认证用服务器可进行使用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账号的单点登录。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安装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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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了将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加入到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中，按下 im-Juggling 中“应用程序”选项卡右上
方的“＋”
按钮打开“应用程序模块选择”对话框。

2. 通过“应用程序模块选择”对话框添加“ IM-SecureSignOn ”。

3. 添加“ IM-SecureSignOn ”后，conf/im-sso-config.xml就会被添加到 im-Juggling 项目中。

设定文件的设定

用编辑器打开 im-Juggling 项目的conf/im-sso-config.xml文件，编辑im-sso-config/logout-linkage标签。
在url属性中，指定从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注销后显示的页面（URL）。标准设定中，设定 Login Server 的注销画面。
※ 在 Login Server 中应用SSL时，指定从 https://・・・・・・ 开始的值。

记述例子：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im-sso-config
    xmlns="http://www.intra-mart.jp/sso/config/im-sso-confi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intra-mart.jp/sso/config/im-sso-config ../schema/im-sso-config.xsd">

    <logout-linkage enable="true" url="https://auth.server.co.jp/sso/logout.do"/>

</im-sso-config>

注解注解

本手册中，假定主机名后方的端口号是80，省略了说明。
实际使用时，请根据需要添加与各主机对应的端口号。

关于设定文件的详细情况，请参照 IM-SecureSignOn 设设定文件定文件。

war的生成与部署

通过 im-Juggling 生成并部署war文件。

Login Server 的环境设定

通过以下步骤，设定 Login Server 的环境。
在下面章节对环境设定的详细内容按顺序进行说明。

1. 添加安全提供商
2. 展开war文件
3. 生成键集
4. 编辑设定文件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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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部署

※ 更加详细的说明请参照sso/LoginServer/doc/SSO登录服务器V330-使用说明书.pdf。

安全提供商的添加

按照下述步骤添加安全提供商。
※ 下面将JDK的安装目录记作<%java_home%>进行说明。

1. 加密提供商的添加

安装 Bouncy Castle 加密提供商。
请将由 http://www.bouncycastle.org/latest_releases.html 发布的JCE提供商(bcprov-jdkXX-YYY.jar)配置到
<%java_home%>/jre/lib/ext 目录中。

注解注解

请确保XX与所使用JRE的版本相符。

2. 将加密提供商添加到java.security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位于 <%java_home%>/jre/lib/security 中的 java.security 文件，在安全提供商一览中添加
Bouncy Castle 加密提供商（org.bouncycastle.jce.provider.BouncyCastleProvider）。
在由 security.provider.n 开始的行的下一行，请参考下述设定例子添加。

设定例子（JDK 1.7.07时）

security.provider.1=sun.security.provider.Sun
security.provider.2=sun.security.rsa.SunRsaSign
security.provider.3=sun.security.ec.SunEC
security.provider.4=com.sun.net.ssl.internal.ssl.Provider
security.provider.5=com.sun.crypto.provider.SunJCE
security.provider.6=sun.security.jgss.SunProvider
security.provider.7=com.sun.security.sasl.Provider
security.provider.8=org.jcp.xml.dsig.internal.dom.XMLDSigRI
security.provider.9=sun.security.smartcardio.SunPCSC
security.provider.10=sun.security.mscapi.SunMSCAPI
security.provider.11=org.bouncycastle.jce.provider.BouncyCastleProvider

3. 在JAVA_HOME环境变量中设定<%java_home%>

注解注解

Tomcat的设定是由添加了加密提供商的JDK来执行。

展开war文件

为了更新设定文件及键集文件，展开war文件。(sso/LoginServer/bin/sso.war)
展开war时，请使用J2EE附带的jar命令或可以展开ZIP格式压缩文件的工具。
※ 下面，将展开了sso.war文件的目录记作<%sso_path%>进行说明。

使用jar命令展开war文件的例子

c:¥sso> jar xf sso.war

生成键集

使用附带的“SSO键文件生成工具”（sso/tool/CertMaker/bin/CertMaker.exe），生成用于电子签名及加密/解密的键集。
关于详细操作方法，请参照键“文件生成工具说明书.pdf”（sso/tool/CertMaker/doc/键文件生成工具说明书.pdf）。
※ 请在Windows XP或Windows 7或Windows Server 2008下使用键文件生成工具。
请将生成的键集存放到展开了sso.war文件的目录下的WEB-INF/signature目录中。

键集的存放场所

键键集集 目目录录 文件名文件名

秘密键文件 <%sso_path%>/WEB-INF/signature key.pem

证书文件 <%sso_path%>/WEB-INF/signature cert.pem

注解注解

存在已有文件时，覆盖也没有关系。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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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设定文件

※ 下面，将展开了sso.war文件的目录记作<%sso_path%>进行说明。

1. 用编辑器打开 Login Server 的<%sso_path%>/WEB-INF/sso-login.xml文件。

2. 将sso-login.xml的sso-login/authenticate/intra-mart/url标签替换成下述内容。

<url>http://<intra-mart服服务务器名器名>:<端口号端口号>/<context路径路径>/sso/certification</url>

记述例子：

<sso-login>
   ：
   <authenticate>
      ：
      <intra-mart>
         ：
         <url>http://imart.intra-mart.jp/imart/sso/certification</url>
      </intra-mart>
   </authenticate>
   ：
</sso-login>

3. 将sso-login.xml的sso-login/domain标签内的name、login-url、logout-url属性替换成下述内容。

name=”.去掉去掉LoginServer名之后的名之后的Domain名名”
login-url=”http://LoginServer的主机名的主机名/sso/login.do”
logout-url=”http://LoginServer的主机名的主机名/sso/logout.do”

记述例子：

<sso-login>
   ：
   <domain
       name=".intra-mart.jp"
       ：
       login-url="http://auth.intra-mart.jp/sso/login.do"
       logout-url="http://auth.intra-mart.jp/sso/logout.do"
       ：
   />
   ：
</sso-login>

注解注解

请从“.”开始记述name值。

注解注解

在 Login Server 中应用SSL时，请在记述 http://･･････ 的位置指定从 https://･･････ 开始的值。

4. 通过编辑sso-login.xml的sso-login/environment/portal-url标签，指定取消登录时以及按下 Login Server 注销画面的
按钮且未指定跳转画面时的默认跳转画面。

标准设定中指定了Web Wrapper的URL。

http://Web Wrapper的主机名的主机名/ACL设设定的路径定的路径/

记述例子：

<sso-login>
    ：
    <environment>
        ：
        <portal-url>http://web.intra-mart.jp/imart/</portal-url>
    </environment>
    ：
</sso-login>

关于认证错误时的消息设定

可设定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一侧的认证错误消息。
标准实现中，系统错误时会显示用于通知该错误的独有消息。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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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错误消息显示设定

标准实现中，账号锁定/许可证无效/用户不存在。
这些情况下，被设定成了显示通常的登录失败错误消息。
若要显示通知各自错误内容的消息，可将sso-login.xml内message-mapping标签注释掉。
另外，想要使用默认的错误消息时请将相应的message-mapping标签注释掉。

例子：要显示许可证无效的错误信息时，

<message-mapping id="-1" property="im.login.no.license"/>

从注释掉的内容去掉。

现存错误消息的编辑

若要变更标准的错误消息，可编辑MessageResources_ja.properties。
由于属性文件是从多字节字符转换成的UTF-8编码（”¥u”＋16进制数），变更设定内容时，请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1. 使用native2ascii命令将MessageResources_ja.properties文件变换成文本文件。

native2ascii -reverse MessageResources_ja.properties > MessageResources_ja.txt

2. 编辑MessageResources_ja.txt文件。

3. 使用Java附带的native2ascii命令生成UTF-8编码的文件。

native2ascii MessageResources_ja.txt MessageResources_ja.properties

关于进行认证的Tenant ID的解析方法

标准的实现中进行认证时，根据<sso-login>/<environment>/<portal-url>来决定要认证的Tenant ID。
<portal-url>是 http://tenant.intra-mart.jp/imart/home 时，从 http://tenant.intra-mart.jp 的斜杠后开始到第一个点位置的
字符串成为要认证tenant的Tenant ID。
认证处理由要认证的Tenant内的用户进行。

已明确设定了要认证的Tenant时，添加如下参数。
<tenant-id>default</tenant-id>
通过进行此设定可保证由已指定的Tenant内用户进行认证。

设定例子：

<sso-login>
     ：
    <authenticate>
         ：
        <intra-mart>
             ：
            <tenant-id>default</tenant-id>
        </intra-mart>
    </authenticate>
</sso-login>

部署

1. 生成反映了变更内容的war文件。

生成war文件时，请使用J2EE附带的jar命令。
使用命令生成war文件的例子

c:¥sso> jar cf sso.war *

2. 部署到J2EE服务器。

请将context根路径设定为sso。
※关于部署到J2EE服务器的方法，请参阅所使用软件包的用户手册。

注解注解

基本上全部J2EE服务器都可通过目录指定Web应用程序的位置。
此时，不要生成war文件，请指定展开了war文件的目录的上级目录置。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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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Wrapper 的安装

Windows版的安装

启动安装程序。（sso¥wrapper¥bin¥wrapper450_win32.exe）

请一边回答向导中显示的以下提问一边进行安装。

1. 安装文件夹的选择

请输入或通过“参照”按钮选择要安装到的文件夹，按下“下一步”按钮。
（例子） C:¥Program Files¥SSO

2. 设定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的信息

请参考下述例子设定各项目的信息。

项项目目 记记述例子述例子 说说明明
服务名 imsso 设定任意名称。

※在1台Web服务器安装多个 Web Wrapper 时，用于区别的名称。

端口号 8090 设定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常驻的端口号。
※请指定未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的端口号。

许可连接IP地址 192.168.0.1 设定被许可连接到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的终端名、或IP地址、网络地
址。

用户名 sysuser 设定系统设定账号。
密码 acluser 设定系统管理员账号的密码。

※可指定多个许可连接的IP地址。此时，用逗号分隔设定。

例子：

localhost,mypc,192.168.0.1

设定许可来自本地主机、名为mypc的终端、IP地址为192.168.0.1的终端的连接。

3. 按下“安装”按钮后，安装会开始。

4. 安装结束后，请按下“完成”按钮关闭向导。

以上即可完成 Web Wrapper 的安装。

Solaris/Linux 版的安装

1. 发布存档文件的展开

展开的存档文件位于sso/wrapper/bin目录内。
请按照下述命令例子将文件展开到要安装到的目录中。

% gunzip -c wrapperd450_xxx.tar.gz | tar xvf -

会生成SSO目录，并展开文件。
※ 如命令例子所示，文件名的“xxx”部分根据各平台不同而不同。
请根据所使用的环境进行变更。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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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警告

由于已经存在的文件会被覆盖，所以请在版本升级安装时事先将设定文件等存档。

2. 文件所有者、版本的变更

通过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设定成可进行 Web Wrapper 的“启动/停止”。
请执行下述命令。

# chown root SSO/wrapperd/wrapperd
# chmod 755 SSO/wrapperd/wrapperd

3. 目录所有者的变更

Web Wrapper 通常是以nobody来执行的。
将安装目录的所有者变更为nobody。
若不设定适当的所有者，则会因为无法写入日志文件而导致 Web Wrapper 启动失败。
请执行下述命令。

# chown nobody:nobody SSO/wrapperd

4.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的设定

使用附属工具来设定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

% SSO/wrapadmin/makeconf

注解注解

关于SSO/wrapadmin/makeconf及SSO/rc/wrapperd文件，请根据需要在文件内的INSTDIR= 之后指
定安装了 Web Wrapper 的目录。（默认为 /opt/SSO）

请在下一个提问中设定适当的值。

1.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所使用的端口号

2. 系统设定账号

3. 系统设定账号的密码

4. 可访问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的终端名

可指定为可解析名称的主机名、IP地址、网络地址。
例子： localhost,mypc,192.168.0.1
（许可来自本地主机、名为mypc的终端、IP地址为192.168.0.1的终端的连接。）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用户认证模块的设定

基本设定

使用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进行设定。

1. 从浏览器启动 Web Wrapper 的管理工具。请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管理员］ 用户名 安装 Web Wrapper 时已设定的账号
密码 安装 Web Wrapper 时已设定的密码

2. 从左侧页面菜单点击“系统设定” - “基本设定”。

3. 请确认右侧画面的各字段设定是否如下所示。

以下述内容作为“例子”，对各项目的设定进行说明。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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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Wrapper web.intra-mart.jp
Login Server auth.intra-mart.jp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imart.intra-mart.jp

注解注解

实际进行设定时，请根据所使用的环境变更设定值。

全体设定
项目 设定内容

RemoteName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主机名（Domain名或IP地址）
例子： imart.intra-mart.jp

RemotePort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端口号

HostName Web Wrapper 的主机名（此服务器的主机名。）
例子： web.intra-mart.jp

LocalPort Web Wrapper 的端口号
※请指定未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的端口号。
（注意）并非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的端口号。

User Web Wrapper 启动用户（Solaris/linux专用菜单）

Group Web Wrapper 启动组别（Solaris/linux专用菜单）

AuthURL Login Server URL（登录认证）的 URL
例子： http://auth.intra-mart.jp/sso/login.do

ReAuthURL Login Server URL（再认证）的URL
例子： http://auth.intra-mart.jp/sso/login.do

CancelURL 认证取消时的显示URL（空白）

IpMismatchURL CheckIP时地址不一致时显示的URL
例子： http://auth.intra-mart.jp/sso/msg/ipmismatch.jsp

InvalidSignURL CheckSignature中签名不正确时显示URL
例子： http://auth.intra-mart.jp/sso/msg/invalidsign.jsp

FormatErrURL 认证数据格式错误时的显示URL
例子： http://auth.intra-mart.jp/sso/msg/formaterr.jsp

CookieDomain 提供请求、回答cookie的Domain（去除了服务器名的Domain
名）
例子： .intra-mart.jp （从’.’开始）

CertFile 设定认证cookie电子签名验证用证明书 cert.pem文件内容

注解注解

在 Login Server 中应用SSL时，请在记述 http 的位置指定从 https://・・・・・・ 开始的值。

注解注解

CertFile中请输入包含cert.pem的行头的“-----BEGIN CERTIFICATE-----”和行末的“-----END
CERTIFICATE-----”的内容。

4. 点击右侧页面下部的“保存设定内容”。

5. 从左侧页面的菜单点击“ACL设定”。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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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右侧页面的“添加ACL”按钮。

7. 输入如下内容，点击“保存设定内容”按钮。

注解注解

认证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时，可如下所示获得信息。
请根据需要在访问条件中添加项目以控制访问。

项项目目 内容内容
comid 用户信息（用户ID）

（例子） master

uid 用户ID
tntid Tenant ID
pwd 密码
name 用户名
roles 身份名一览（身份名的 “|” 分隔）

（例子） |super|guest|user1|user2|

访问条件的记述方法如下述数例所示。请参考。

指定多个访问条件时，请用“&”连接

（例子）

(comid=*)&(uid=*)&(roles=*)

在条件中指定“管理员身份（super）”时

（例子）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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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super|*)

8. 从左侧页面的菜单点击“启动/停止”。

9. 点击右侧页面的“启动”或“重新启动”按钮，启动。

以上即可完成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上的设定工作。

格式变换插件的设定

Login Server 中使用5.5.26 之后或6.0.16之后版本的Apache Tomcat时，需要设定“格式变换插件”。设定方法如下所述。

详细内容请参照
“VANADIS SSO Web Wrapper 格式变换插件1.0.0 【安装、设定用户手册】”
sso/ wrapper-plugin/quotedcookie/doc/格式变换插件_安装设定用户手册.pdf

插件文件的配置插件文件的配置

各OS的插件文件保存在sso/wrapper-plugin/quotedcookie/bin下面各OS名的目录中。

Windows 版

存在 Web Wrapper 的执行模块（wrapperd.exe）的目录
例子：将插件文件quotedcookie.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SSO¥imsso¥wrapperd中。

Solaris/Linux 版

存在 Web Wrapper 执行模块（wrapperd 或 wrapperd.bin）的目录
例子：将插件文件 quotedcookie.so（HP-UX环境的话，扩展名不是 .so 而是 sl ）复制
到/usr/local/SSO/wrapperd中。
另外，HP-UX环境中，必须授予本插件执行权限。
请根据需要执行命令（chmod +x 文件名）。

设设定定

使用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进行设定。

1. 插件库文件名的设定

通过 Web Wrapper 管理工具的“系统设定” →“定制设定”在“LoadPlugin”（插件库文件名）中输入已复制的插件文件
名。

或者，在Web Wrapper 设定文件（server.conf）的GLOBAL部分”LoadPlugin” 指令中记述已复制的插件文件名。

2. 本插件独自的设定

直接或通过 Web Wrapper 4.3.1（之后）管理工具的“上级设定”→“系统设定”将下述内容添加到 Web Wrapper 设定
文件（server.conf）。

[Format] QuotedCookie enable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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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设定完成后，重新启动 Web Wrapper 使得设定有效。

动作确认

请以启动了 Login Server 及 Web Wrapper 为前提，确认 IM-SecureSignOn 的动作。

1. 从浏览器访问以下URL。

http://Web Wrapper的主机名的主机名/ACL设设定的路径定的路径/

※ 在 Web Wrapper 的主机名中记述已在 基本基本设设定定 中设定的内容。
※ 在ACL设定的路径中记述已在 基本基本设设定定 中设定的内容。

（例子） 已设定了下述内容时，URL就会变成 http://web.intra-mart.jp/imart/。

Web Wrapper 的主机
名

web.intra-mart.jp

ACL设定的路径 /imart/

2. 会显示下述登录画面。

3. 以任意用户登录到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
会显示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的主页面。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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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销 intra-mart Accel Platform 后，会显示 Login Server 的注销画面。

5. 按下“OK”按钮。
显示下述登录画面后，安装及设定即已成功。

IM-SecureSignOn 设定文件

项项目目

概要概要
参考参考
注注销销URL设设定定

概要概要

设定使用 IM-SecureSignOn 时注销后要跳转到的URL。
VANADIS® SSO Login Server 中未指定注销URL时，本设定有效。

模模块块 IM-SecureSignOn for Accel Platform

格式文件格式文件(xsd) WEB-INF/schema/im-sso-config.xsd

设设定定场场所所 WEB-INF/conf/im-sso-config.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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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im-sso-config
    xmlns="http://www.intra-mart.jp/sso/config/im-sso-confi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intra-mart.jp/sso/config/im-sso-config ../schema/im-sso-config.xsd">

       <logout-linkage enable="true" url="https://auth.server.co.jp/sso/logout.do"/>

</im-sso-config>

参考参考

注注销销URL设设定定

标签标签名名 logout-linkage

设定注销后要跳转到的URL。

【设定项目】

<im-sso-config
    xmlns="http://www.intra-mart.jp/sso/config/im-sso-config"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www.intra-mart.jp/sso/config/im-sso-config ../schema/im-sso-config.xsd">

       <logout-linkage enable="true" url="https://auth.server.co.jp/sso/logout.do"/>

</im-sso-config>

必必须项须项目目 ○

多个多个设设定定 ×

设设定定值值、、设设定内容定内容 无

单单位、位、类类型型 无

省略省略时时的默的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无

上上级标签级标签 im-sso-config

【属性】

属性名属性名 说说明明 必必须须 默默认设认设定定值值

enable 就是否将本标签设定当作有效进行设定。 ○ 无

url 设定注销后的迁移地址URL。 ○ 无

Copyright © 2014 NTT DATA INTRAMART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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