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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WS 身份与访问管理（简称 IAM）是一项由 Amazon Web Servces（简称 AWS）负责提供的 Web 服务，用
于在 AWS 环境下管理用户及用户权限。在 AWS 云之外，企业系统的管理员们依赖于轻量极目录访问协议（简
称 LDAP）1管理用户身份。通过使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简称 RBAC）与安全断言标记语言（简称 SAML）
2.0，企业 IT 系统管理员能够将 IAM 与 LDAP 系统加以对接，同时跨越内部与云基础设施简化身份与权限管
理机制。 

简介 

2013 年 11 月，IAM 团队对身份联合机制进行扩展 2，旨在支持 SAML 2.0。相较于在 AWS 中重新创建现有用
户数据以确保其仍能如常访问 AWS，如今大家可以利用 AWS 对 SAML 的支持能力将用户身份关联至 AWS 当
中。举例来说，众多高校教授能够帮助学生们通过学生的校园账户享受 AWS 资源带来的种种优势。本份分步
指导教程将帮助大家清晰明确地利用 AWS SAML 2.0 支持能力与 OpenLDAP 功能。这一流程教程描述了一套
计划迁移至 OpenLDAP 的虚构高校环境。由于高校需要频繁使用 Shibboleth 身份供应方（简称 IdP）软件，
因此大家能够借此了解如何将 Shibboleth 作为 IdP 加以使用。 

大家还能够在整个流程中了解到如何设置 LDAP。如果您所在的组织机构已经拥有一套 LDAP 功能实现方案，
则可审查具体规划并跳过安装 Tomcat3与安装 Shibboleth IdP4章节。同样的，如果您所在的组织机构已经在
生产环境中使用 Shibboleth，则可跳过配置 Shibboleth IdP5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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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与前提条件 

此份流程指导采用 Linux Ubuntu 操作系统，同时假定您已经满足以下条件，即熟知 Ubuntu 以及 AWS 下各
项服务，例如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即 Amazon 弹性计算云，简称 Amazon EC2）： 

    大家已经了解如何在 Linux 下的不同目录间移动，使用编辑器（例如 Vim）并运行脚本命令。 

    您拥有一款安全 Shell（SSH）工具，例如 OpenSSH 或者 PuTTY，将其安装在计算机上并了解如何接入运

行中的 Amazon EC2 实例。欲了解更多 SSH 工具，请参阅 Amazon EC2 说明文档中的接入您的 Linux 实例教

程 6。 

    您对于 LDAP 的作用与其模式拥有基本了解。 

 

LDAP 模式与角色 

在这里我们设定一家名为 Example University 的虚构高校，其组织结构如图一所示。此高校为每位独立个人
分配一个惟一标识符（uid），亦可将其称为用户名称。每位个人同时亦是一个或者多个组织单位中的组成部分
（OU 或者 OrgUnit）。在这所虚构高校当中，OU 代表的是各个部门，而其中存在一个名为“People”的特定
OU 将容纳全部个人。 

 

 
 
 
 
 
 
 
 
 
 
 
 
 
 
 

 
 

     

图一：示例高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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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在本示例中，我们将使用以下软件。尽管 Ubuntu 14.04 长期支持（简称 LTS）版本已经发布，但这里我们仍
然使用普及度最广的 Ubuntu 与 Linux 版本（也许略有不同）。总体而言，这一流程同样适用于微软 Windows
或者苹果 OS X，但 OpenLDAP 与 Java 虚拟机在这两种系统中的安装与配置流程将有所区别，本教程将不再
对此进行阐述。 

 
 

功能   软件与版本 

操作系统    Ubuntu 14.04 LTS 

Java 虚拟机   OpenJDK 7u25 (IcedTea 2.3.10) 

Web 服务器   Apache Tomcat 7.0.59 

身份供应程序    Shibboleth IdP 2.4 

目录   SLAPD (OpenLDAP 2.4.28) 

 
 

第一步：准备操作系统 

以下步骤从 Amazon EC2 实例开始，因此大家可以非常明确地把握各组件 安装过程。 

本次示例使用 t2.micro 实例，因为其属于免费层选项 7（即不会造成任何费用），同时亦因为此示例安装并不
需要处理任何生产流量。大家可以全程使用 t2.micro 实例立足于免费层内完成本次实践演练。大家也可以随
意选择规模更大的实例规模，整个功能演示过程并无区别，且规模更大的实例能够在运行速度上实现提升。不
过请注意，如果您使用的实例不属于免费层，则可能需要为其支付费用。 

如果大家刚刚接触 Amazon EC2，则可能需要阅读 Amazon EC2 Linux 实例上手指南 8以了解相关背景信息。 

启动一个新的 Amazon EC2 实例 

1.   登录至 AWS 管理控制台，而后前往 Amazon EC2 控制台。 

2.  点击 Launch Instance（启动实例），找到 Ubuntu Server 14.04 LTS（HVM）、SSD Volume Type（SSD 分

卷类型）而后点击 Select。 

3.  选择默认选项，即 t2.micro 实例。 

4.  一路点击 Next 按钮，直到 Step 6：Configure Security Group（第六步：配置安全组）。 

注意:    请在此步骤内限定 IP 地址范围以匹配您所在组织的 IP 地址前缀，或者使用 My IP 选项。 

5.  点击 Add Rule（添加规则）而后选择 HTTPS。此操作将打开端口 443 以接收 SSL 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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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在此步骤内限定 IP 地址范围以匹配您所在组织的 IP 地址前缀，或者使用 My IP 选项。 

6.  完成之后，点击 Review and Launch（检查并启动），而后点击 Launch（启动）。 

7.   在接下来的提示中创建一条新的密钥对，用于登录至该 Ubuntu 实例。为其命名（本示例将其命名为
ShibbolethDemo），而后下载并保存该密钥对。详见图二。而后点击 Launch Instances（启动实例）。 

 

     

图二：选择现有密钥对或者创建新的密钥对 

重要提示: 确保下载您的密钥对。否则，您将无法访问自己的实例。要了解更多如何利用 SSH 接入 Amazon EC2
实例的信息，请参阅接入您的 Linux 实例教程。9 

8.  点击 View Instances（查看实例）。当该实例处于运行中时，找到并复制以下值，这些实例相关值将在后续
步骤中使用： 

    该实例 ID。 

    该实例的公共 DNS。 

    该实例的公共 IP 地址。 

大家能够在 Amazon EC2 控制台中通过选定自己的实例找到上述值，具体如图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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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EC2 实例细节信息，显示有实例 ID、公共 DNS 与 IP 地址。 

更新本地主机文件 

在本流程教程，多项配置值将引用 DNS example.com 或者 idp.example.com。每个 Amazon EC2 实例都拥有
一个惟一 IP 地址与 DNS，其在该实例启动时完成分配，因此我们必须更新自己本地计算机上的主机文件以确
保 example.com 以及 idp.example.com 能够被解析为 Amazon EC2 实例的实际 IP 地址。 

1.   确保您已经了解自己 Amazon EC2 实例的公共 IP 地址，如此前章节中所提到。 

2.  在本地计算机上打开该主机文件。对其进行编辑需要管理权限。以下为该主机文件的常规位置： 

    Windows:    %windir%\System32\drivers\etc\hosts     

    Linux:    /etc/hosts     

    Mac:    /private/etc/hosts     

3.  将以下映射添加至该主机文件当中，使用您 Amazon EC2 实例的实际公共 IP 地址。在完成之后，保存并关
闭该文件。 

 

nn.nnnn.nnn.nn   example.com 

nn.nnnn.nnn.nn   idp.example.com 
 
 

 

    



Amazon Web Services – 单点登录: AWS、OpenLDAP 与 Shibboleth 集成指南                                      2015 年 4 月 

          

        

              8 

 

创建目录 

利用现有 SSH工具（OpenSSH及 PuTTY 等）接入您的 Amazon EC2实例。运行以下命令为 Tomcat、Shibboleth
以及各演示文件创建目录。 

 

cd   /home/ubuntu/ 

mkdir   –p   /home/ubuntu/server/tomcat/conf/Catalina/localhost 

mkdir   -p   /home/ubuntu/server/tomcat/endorsed 

mkdir   /home/ubuntu/server/shibidp 

mkdir   -p   /home/ubuntu/installers/shibidp 
 
 

第二步：安装并配置 OpenLDAP 

OpenLDAP 是一套开源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简称 LDAP）实现方案。10本份流程教程假定大家已经对 LDAP
拥有基本了解，因此这里只解释必要的操作流程。 

关于 LDAP 

我们可以利用由一组对象及属性所构成的复杂结构作为基元，用于定义 LDAP。 

LDAP系统的核心元素为对象，其由一个键值对所构成。各对象可代表任何需要在LDAP系统获取身份的事物，
例如人员、打印机或者建筑等等。由于大家可以重复使用各键，因此各键值对会根据对象类别进行分组。这些
对象类被包含在特定对象类属性当中，具体如图四所示。 

 
 
 
 
 
 
 
 
 
 

 

     

图四：利用特殊对象类属性包含对象类 

对象类的存在令 LDAP 具备扩展能力。组织机构内的全部人员都拥有一组共享核心属性，例如姓名、地址、电
话、办公室、所属部门以及职级水平等。大家可以将这些属性打包在单一对象类之内，从而在目录中通过引用
该对象类定义一名人员，其将自动获得预先定义的全部常规属性。图五所示为对象类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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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对象类示例 

安装 OpenLDAP 

在本份教程当中，大家需要在所启动的 Amazon EC2 实例之上安装 OpenLDAP。 

1. 登录至该 Amazon EC2 实例并输入以下命令，从而下载并安装 OpenLDAP。 

sudo   apt-get   -y   update   &&   sudo   apt-get   -y   upgrade 
 

此命令负责对主机内的软件包列表进行更新。命令的后半部分会将主机内的全部软件包更新为最新版本。 

2.  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 OpenLDAP。 

sudo   apt-get   -y   install   slapd   ldap-utils 
 

3.  输入以下命令以设置 OpenLDAP 的使用快捷方式（别名）。 

echo   "alias   ldapsearch='ldapsearch   -H   ldapi:///   -x   -W   '"   >> 

~/.bashrc 

echo   "alias   ldapmodify='ldapmodify   -H   ldapi:///   -x   -W   '"   >> 

~/.bashrc 

#   Adding   $LDAP_ADMIN   to   either   of   the   ldap   commands   binds 

to   admin   account 

echo   "export   LDAP_ADMIN='-D   cn=admin,dc=example,dc=com   '" 

>>   ~/.bashrc 

source   ~/.bashrc 

 

这些命令会为～/.bashrc 文件添加别名，此文件当中容纳着用户每次登录时需要执行的各项命令。其中快捷方
式会向 ldapsearch 与 ldapmodify 添加部分常规参数，而二者则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LDAP 工具。两项命令的参
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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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ldapi:///  告 知该命令目标目录的具体位置。 
    -x  告知该命令使用简单身份验证。     
    -W  告知该命令要求输入密码（而非将其在命令行中列出）。 
    -D  cn=admin,dc=example,dc=com  为一组参数，用于指示 LDAP 应当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4.  输入以下命令以告知该软件包管理器重新配置 OpenLDAP。 

 
 
sudo   dpkg-reconfigure   slapd 
 

 
当上述命令运行时，大家会看到以下提示。具体回应方式如下。 

    Omit  OpenLDAP  server  configuration?（是否略过 OpenLDAP 服务器配置？） 
输入 No，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空白目录。 

    DNS  domain  name:（DNS 域名） 
 
输入 example.com。大家可以借此创建 LDAP 目录的具体结构。在本示例中我们将全程使用此域名，因为其
它配置亦需要引用该域名。     

    Organization  name:（机构名称） 

输入任意名称即可，此值之后不会用到。 

    Administrator  password:  (and  confirmation)[管理员密码：（并确认）] 

这里要求设置 LDAP 管理员密码。出于本份教程的考虑，我们直接使用 password 作为密码内容。在生产系统
中，大家需要参考安全最佳实践。您需要在稍后变更 LDAP 配置时再次输入此密码。 

    Database  backend  to  use:（要使用的数据库后端） 

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定用于处理 LDAP 信息的存储后端。输入 HDB。 

    Do  you  want  the  database  to  be  removed  when  slapd 

is  purged?（您是否希望在 slapd 被清除时删除此数据库？） 

输入 Yes。这种作法更加安全，能够确保我们清除设置并重新开始时，不会遗留残余信息。在这里输入 Yes，
该目录会会被备份而非删除。 

    Move  old  database?（是否移动旧有数据库？） 

输入 Yes。这项操作同样属于安全举措的一部分。回答 Yes 之后，我们的 OpenLDAP 就会在将现有目录清除
之前对其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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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w  LDAPv2  protocol?（是否允许使用 LDAPv2 协议？） 

输入 No，此处不适合使用 LDAPv2。 

 

下载 LDAP 样本数据 

在本份教程中，大家需要在 LDAP 中存储部分数据。为了便于演示，我们将使用包含样本数据的文件。大家可
以在实例中使用以下脚本，将相关数据下载至您的 Amazon EC2 实例。 

 

wget   -O   '/home/ubuntu/examples.tar.gz' 

'https://s3.amazonaws.com/awsiammedia/public/sample/OpenLDA 

PandShibboleth/examples.tar.gz' 

tar   -xf   /home/ubuntu/examples.tar.gz 
 
 

配置 OpenLDAP 

由于 LDAP 基于文本，因此能够轻松进行目录备份并共享属性定义（即 schemas）。然而，此份白皮书并非以
LDAP 为重点，因此这里将不会具体探讨如何以文本格式与 LDAP 进行交互。大家只需要了解轻量级目录交互
格式（简称 LDIF）是一种基于文本的 LDAP 导出/导入格式即可，并可在下载内容中找到用于填充该目录的示
例 LDIF。在样本数据文件下载完成之后，运行以下脚本将这部分来自示例文件的信息插入至 LDAP 数据库。
在这里，我们需要使用安装并配置 OpenLDAP 时所设定的 LDAP 管理员密码。 

 

sudo   ldapmodify   -Y   EXTERNAL   -H   ldapi:///   -f   examples/eduPerson201310.ldif 
 

#   Schema   installation   requires   root,   but   all   other   changes   only   require   admin 
 

ldapmodify   $LDAP_ADMIN   -f   examples/PEOPLE.ldif 
 

ldapmodify   $LDAP_ADMIN   -f   examples/BIO.ldif 
 

ldapmodify   $LDAP_ADMIN   -f   examples/CSE.ldif 
 

ldapmodify   $LDAP_ADMIN   -f   examples/HR.ldif 
 
 

第三步：安装 Tomcat 与 Shibboleth IdP 

接下来的步骤是安装 Shibboleth。由于 Shibboleth 属于 Java Server Pages 的一种结构，其需要引入一套容器
方可运行。在这里我们使用 Apache Tomcat。11要完成本份教程，大家不需要对 Tomcat 进行深入了解; 这里
我们只演示各安装与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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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Tomcat 

Tomcat 的安装过程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下载并解压 tarball 即可。为了运行 Tomcat，我们还需要安装 Java 
SE 开发工具包（简称 JDK）。登录至 Amazon EC2 实例当中并运行以下脚本以安装该 JDK、下载 Tomcat 并
进行解压。 

 

sudo   apt-get   -y   install   openjdk-7-jre-headless 
 

wget   -O   'installers/tomcat7.tar.gz'   ' 

http://www.us.apache.org/dist/tomcat/tomcat- 

7/v7.0.59/bin/apache-tomcat-7.0.59.tar.gz' 
 
 

#   Tomcat   installation   is   simply   to   extract   the   tarball 

tar   -xzf   installers/tomcat7.tar.gz   -C   server/tomcat/   -- 

strip-components=1 
 
 

安装 Shibboleth IdP 

大家可以下载 tarbll 并解压以安装 Shibboleth。在此之后，我们需要设置一项环境变量并运行 Shibboleth 的安
装器脚本。在 Amazon EC2 实例当中，运行以下脚本。 

 
 

wget   -O   'installers/shibidp2.4.tar.gz'   ' 

http://shibboleth.net/downloads/identity- 

provider/2.4.0/shibboleth-identityprovider-2.4.0- 

bin.tar.gz' 

tar   -xzf   installers/shibidp2.4.tar.gz   -C   installers/shibidp 

--strip-components=1 
 

#   This   is   needed   for   Tomcat   and   Shibboleth   scripts 

echo   "export   JAVA_HOME=/usr/lib/jvm/java-7-openjdk-amd64/" 

>>   ~/.bashrc 

source   ~/.bashrc 
 

#   Installation   directory:   /home/ubuntu/server/shibidp 

#   (don't   use   ~) 

#   Domain:   idp.example.com 

cd   installers/shibidp;   ./install.sh   &&   cd   - 
 

在提示中使用以下回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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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should  the  Shibboleth  Identity  Provider 

software  be  installed?（Shibboleth 身份供应软件应被安装在何处？） 

输入/home/ubuntu/server/shibidp。     

    (此问题可能不会出现) 

The  directory  '/home/ubuntu/server/shibidp'  already 

exists.  Would  you  like  to  overwrite  this  Shibboleth 

configuration?  (yes,  [no])目录“/home/ubuntu/server/shibidp”已经存在，您是否要覆盖此
Shibboleth 配置？（Yes,[no]） 

输入 yes。     

    What  is  the  fully  qualified  hostname  of  the 

Shibboleth  Identity  Provider  server?（Shibboleth Identity Provider 服务器的完整限定
主机名称是什么？） 

[idp.example.org] 

输入 idp.example.com. (这里使用.com 而非.org, 因为 LDAP 在安装时使用了此名称。) 请注意，这里的回
应假定大家在此前的域名部分输入了 example.com。 

    A  keystore  is  about  to  be  generated  for  you.  Please 

enter  a  password  that  will  be  used  to  protect  it.（即将为您生成一套密钥库。请输入一项密码
用于对其进行保护。） 

此密码负责保护用于签署 SAML 断言的密钥对。其会被存储在 Shibboleth 目录下的一个文件当中。出于教程
演示的考虑，这里我们直接使用 password 作为密码内容。在生产系统中，请确保您的密码内容符合安全最佳
实践要求。 

配置 Tomcat 

Tomcat 的默认配置并不适合此示例 IdP，因此我们需要编辑该服务器的配置文件。 

1.   在 Amazon EC2 实例当中，使用 Vim 等编辑器编辑以下文件。 

 

                       /home/ubuntu/server/tomcat/conf/server.xml 

 

2.  将以 <Connector  port="8080"开头的部分注释掉，这将阻止 Tomcat 监听端口 8080。 

3.  找到以<Connector  port="8443"开头的部分，利用以下内容将其替换掉。需要注意的是，大家找到的

此部分中包含端口 8433，修改后其将被替换为端口 433。 

 

<Connector   port="443"   protocol="HTTP/1.1"   SSLEnabled="true" 

maxThreads="150"   scheme="https"   secure="true" 

clientAuth="false"   sslProtocol="TLS" 
 

keystoreFile="/home/ubuntu/server/shibidp/credentials/idp.j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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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torePass="password"   /> 
 

4.  创建以下文件。 

 
 

/home/ubuntu/server/tomcat/conf/Catalina/localhost/idp.xml 
 

5.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刚刚创建的文件当中，而后保存并退出文件编辑。 

 

<Context   docBase="/home/ubuntu/server/shibidp/war/idp.war" 

privileged="true" 

antiResourceLocking="false" 

antiJARLocking="false" 

unpackWAR="false" 

swallowOutput="true"   /> 
 

这将告知 Tomcat 各 Shibboleth 文件的所在位置以及具体使用方式。 

6.  运行以下命令。 

cp   ~/installers/shibidp/endorsed/*   ~/server/tomcat/endorsed 
 

此命令告知 Tomcat 其可通过将 Shibboleth 下经过核准的目录内容复制到 Tomcat 的已核准目录，从而运行各

Shibboleth 库文件。 

7.   对位于以下位置的 Tomcat 用户存储文件进行编辑。 

 
/home/ubuntu/server/tomcat/conf/tomcat-users.xml 

 

8.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tomcat-users> 标签之前（位于 tomcat-users 元素之内）以添加一个 root 用户。 

 

<user   username="root"   password="password"   roles="manager-gui"   /> 

 

这将把 Tomcat 配置为一个管理用户，从而确保其能够启动及停止 Shibboleth。 

9.  运行以下启动命令以启动此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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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o   /home/ubuntu/server/tomcat/bin/startup.sh 

tail   -f   /home/ubuntu/server/tomcat/logs/catalina.out 

 

10. 等待"INFO:  Server  startup  in  ###  ms"一行的出现，而后按下 CTRL+C。 

11. 为了验证 Tomcat 与 Shibboleth 是否正常启动，我们需要立足于主计算机（而非 Amazon EC2 实例）导航

至 https://idp.example.com。如果该服务器运行正常，则 Tomcat 会在简短的证书与主机名警告提示后显示欢

迎页面。 

12. 点击 Manager App 并输入 root 凭证。证实 Shibboleth 软件已经处于运行状态。 

第四步：配置 IAM 

现在我们需要将 Shibboleth 设置为 IdP，配置 AWS IAM 以使其作为 SAML 服务供应方运行。其中具体涉及

两项任务：第一，创建一个 IAM SAML 供应程序以描述该 IdP; 第二，创建一个 IAM 角色（在本示例中为多

个角色），假定联合用户可获取临时安全凭证以访问 AWS 资源，例如登录至 AWS 管理控制台。 

创建一个 IAM SAML 供应程序 

为了支持来自外部 IdP 的 SAML 身份联合，IAM 必须首先与该供应程序建立起受信关联。为了实现这项目标，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IAM SAML 供应程序。SAML 2.0 会在元数据文件内包含全部必要的通信配置信息与两项工

具间的信任关系，并利用此文件完成以上描述。大家可以要求运行在实例内的 Shibboleth 生成这一元数据文

件。 

1.   在您的 Amazon EC2 实例当中导航至以下 URL，下载此元数据文件，并将其保存为 idp.example.com.xml

名称（使用此名称，我们在接下来的步骤中还将继续用到）。 

https://idp.example.com/idp/profile/Metadata/SAML 
 

2.  登录至 AWS 并导航至 IAM 控制台。12 

3.   在导航面板当中，点击 Identity Providers，而后点击 Create Provider。此时 Create Provider 向导将启动。 

4.  在供应程序类型中选择 SAML。 

5.  将其名称设定为 ShibDemo。 

6.  在本流程第一步中获得的元数据文件上传为 Metadata Document，具体如图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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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Create Provider 向导界面 

7.   点击 Next Step。 

8.  查看 Provider Name 与 Provider Type，确定无误后点击 Create。 

 创建 IAM 角色 

接下来，我们创建 IAM 角色供联合用户使用。这里大家需要为示例中的虚构高校创建三个角色：其一为生物

系、其一为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工程部门所共享，最后一个则为人力资源部门。Shibboleth 会控制指向前两个

角色的访问。第三个角色中包含有一个条件，这样 Shibboleth 与 AWS 即可进行访问控制管理（授权）。 

在 IAM 控制台当中，遵循以下步骤： 

1.   在导航面板当中，点击 Roles（角色），而后点击 Create New Role（创建新角色）。 

2.  为首个角色输入 BIO 作为名称，而后点击 Next Step。 

3.  在角色类型方面，选择 Role for Identity Provider Access（身份供应访问角色）。 

4.  选择 Grant Web Single Sign-On (WebSSO) access to SAML 

providers，如图七所示。 
 

     

图七：Grant WebSSO Access to SAML Providers 

在默认情况下，此向导会选择大家此前刚刚创建的 SAML 供应程序（如图八所示）。该向导还会显示，Vaule

字段被设置为 https://signin.aws.amazon.com/saml。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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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角色创建向导 

5.  点击 Next Step 并核实该角色的信任策略符合以下示例（除非您的策略中包含 AWS 账户编号，而非

000000000000）。在策略核实完成后，点击 Next Step。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sts:AssumeRoleWithSAML", 

"Principal":   { 

"Federated":   "arn:aws:iam::000000000000:saml- 

provider/ShibDemo"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AML:aud":   "https://signin.aws.amazon.com/saml" 

} 

} 

} 

] 

} 
 

 

 

 

6.  在 Attach Policy（附加策略）步骤，不要选择任何选项。在本教程当中，角色实际上并不需要任何权限。

因此，直接点击 Next Step。大家会看到一份当前角色汇总，如图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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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已创建角色汇总 

请注意此角色的 Amazon 资源名称或者简称 ARN 

(arn:aws:iam::0000000000000:role/BIO)。在本教程的后续步骤当中，我们假定您所创建的角色 ARN

为建议的名称（BIO、CSE 与 HR）。  

7.   点击 Create Role 以完成角色创建。 

8.  重复步骤 1 到 7 以创建另一个角色，名为 CSE。 

9.  再次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名为 HR 的新角色。对于 HR 角色，大家需要添加一项条件，旨在检查

SAML:eduPersonPrimaryOrgUnitDN 属性中的至少一项值为必要字符串。 

接下来在 Verify Role Trust（核实角色信任状态）步骤，复制并粘贴以下策略。请注意，将其中的

000000000000 替换为您的 AWS 账户编号。 

 
 
 
 

{ 

"Version":   "2012-10-17", 

"Statement":   [ 

{ 

"Effect":   "Allow", 

"Action":   "sts:AssumeRoleWithSAML", 

"Principal":   { 

"Federated":   "arn:aws:iam::000000000000:saml- 

provider/ShibDemo" 

}, 

"Condition":   { 

"StringEquals":   { 

"SAML:aud":   "https://signin.aws.amazon.com/saml" 

}, 

"ForAnyValue:StringEquals":   { 

"SAML:eduPersonPrimaryOrgUnitDN": 

"ou=hr,dc=example,dc=co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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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额外条件会将 HR 角色限定为 HR 经理专用，因为示例中的高校利用 eduPersonPrimaryOrgUnitDN 属性
表示经理人员。 

10. 而在 BIO 与 CSE 角色方面，这里不要选择任何附加至其角色访问控制的策略，这意味着本教程中其访问无
需任何权限。 

第五步：配置 Shibboleth IdP 

Shibboleth IdP 会接收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并利用该数据用于用户验证并将经过验证后的确定身份通信至外
部工具。大家可以对此流程中的几乎每个组成部分进行配置，并利用代码扩展此 IdP 当中尚不支持的配置设定。 

关于 Shibboleth 数据连接器 

Shibboleth 当中的基本属性数据流程是相同的，无论数据具体来自数据库、LDAP 抑或是其它来源。其中名为
数据连接器（data connector）的组件负责由来源处获取属性数据。该数据连接器会定义一项查询或者过滤机
制，用于获取该身份数据。其中直接提供面向关系型数据库、LDAP 以及配置文件的预定义数据连接器选项。 

由数据连接器提供的返回结果会贯穿整个流程，其作为属性定义存在。在此步骤中，大家可以处理来自存储的
该身份数据（亦可选择使用此前配置中存在的其它已定义属性）以生成格式符合需求的属性。举例来说，一项
属性可以从一套关系型数据库中提取几列内容，并将其利用分隔符整理为电子邮件地址。与数据连接器一样，
Shibboleth 也支持预定义属性定义。一条定义所传递的身份值在整个过程中不会进行修改。而在已映射属性定
义中，大家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对属性格式进行转换。Shibboleth 的内部机制提供多种特殊的属性定义，这部
分确实值得一谈，不过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然而，这些属性仍然属于 Shibboleth 专有内部格式。大家可以为这些属性定义附加属性编码器，从而将内部
属性序列化处理为任何需要的格式。本教程中使用 SAML 2.0 字符串编码器以创建 SAML 验证响应所要求的
XML 格式。 

在将获取到的数据转换并编码为正确格式后，大家可以使用属性过滤机制指定将哪些属性添加至与各依赖方的
通信当中。预定义的属性过滤策略具备出色的灵活性，能够帮助大家将属性发布至依赖方。我们可以使用过滤
器编写只针对特定依赖方的属性，或者编写指向特定用户或者验证方法的属性值。再有，大家也能够将上述所
有方式串联成布尔组合。这一过程的完整概述如图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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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Shibboleth 中的属性流程 

从 OpenLDAP 中提取属性 

大部分用于使 Shibboleth 同 OpenLDAP 进行通信的配置已经存在于文件当中，只需要取消其注释即可使用。 

1.   在 Amazon EC2 实例当中，利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此文件。 

 
/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attribute-resolver.xml 
 

2.  在此文件中，找到以如下内容开头的部分。 

 
#    <!--   Schema:   eduPerson   attributes   --> 
 

3.  取消此部分的注释。(取消注释的部分截至 ID eduPersonTargetedID 这部分内容之前。) 

4.  如果大家使用的模式更新，其中包含有 eduPersonPrincipalNamePrior 或者 eduPersonUniqueId

的定义（eduPerson 对象类规范 201310），则可选择在取消注释的部分之后添加以下内容。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xsi:type="ad:Simple"   id="eduPersonPrincipalNamePrior" 

sourceAttributeID="eduPersonPrincipalNamePrior"> 

<resolver:Dependency   ref="myLDAP"   />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1String" 

name="urn:mace:dir:attribute- 

def:eduPersonPrincipalNamePrior"   />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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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i:type="enc:SAML2String" 

ame="urn:oid:1.3.6.1.4.1.5923.1.1.1.12" 

friendlyName="eduPersonPrincipalNamePrior"   />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xsi:type="ad:Simple"   id="eduPersonUniqueId" 

sourceAttributeID="eduPersonUniqueId"> 

<resolver:Dependency   ref="myLDAP"   />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1String" 

name="urn:mace:dir:attribute-def:eduPersonUniqueId" 

/>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2String" 

ame="urn:oid:1.3.6.1.4.1.5923.1.1.1.13" 

friendlyName="eduPersonUniqueId"   />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5.  找到以如下内容开头的部分。 

 
 

<!--   Example   LDAP   Connector   --> 
 

这部分已经取消了注释。 

6.  利用以下内容替换这部分被取消注释的部分，而后保存并关闭文件。 

 

<resolver:DataConnector 

id="myLDAP" 

xsi:type="dc:LDAPDirectory" 

ldapURL="ldap:///" 

baseDN="ou=people,dc=example,dc=com" 

authenticationType="ANONYMOUS"   > 

<dc:FilterTemplate> 

<![CDATA[ 

(uid=$requestContext.principalName) 

]]> 

</dc:FilterTemplate> 

</resolver:Data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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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属性定义 

LDAP 数据连接器部分内最重要的内容，是位于定义末尾处的过滤机制模板。当 Shibboleth 为某用户请求属性
时，其会在 OpenLDAP 数据库上运行此项查询。OpenLDAP 需要进行验证并了解在哪里寻找相关属性。这里
引用的 myLDAP 负责引用此特定 OpenLDAP 查询。如果 OpenLDAP 当中包含需要利用其它查询获取的其它
属性，大家可以复制以下部分并替换其中的 ID 以实现查询变更。 

这部分内容包含以下 eduPerson 属性定义。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xsi:type="ad:Simple" 

id="eduPersonAffiliation" 

sourceAttributeID="eduPersonAffiliation"> 

<resolver:Dependency   ref="myLDAP"   />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1String" 

name="urn:mace:dir:attribute- 

def:eduPersonAffiliation"   />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2String" 

ame="urn:oid:1.3.6.1.4.1.5923.1.1.1.1" 

friendlyName="eduPersonAffiliation"   />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此定义中的 xsi:type="ad:Simple" 属性负责指定，这些定义直接原样复制来自数据连接器的值。这种处理方式
适合那些直接不见不散数据库内单一列、OpenLDAP 中的单一属性或者与静态配置数据相映射的属性。 

其中 id="eduPersonAffiliation"部分为此配置区段分配一个内部名称，可在配置其它部分进行引用。其永远不
会被发布至依赖各方。而 sourceAttributeID="eduPersonAffiliation" 区段则定义由数据连接器发布的属性名
称，用于此属性定义的数据源。由于此属性定义会从 OpenLDAP 处获取数据，因此该配置与 myLDAP 之间存
在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正是由我们分配给 OpenLDAP 数据连接器的 ID 所体现。 

最后，其中还附加有部分编码器。在 SAML 2.0 字符串编码器中，name 与 friendlyName 用于设定 SAML2 属
性中的相同对应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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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AWS 特定属性定义 

要将 SAML 身份联合与 AWS 配合使用，大家必须配置两项 AWS 特定属性。其一为一项简单属性，负责设置
授予给用户的会话名称。此值取自日志，并在用户登录时显示在控制台当中。比较适合充当此值的备选项包括
用户的登录名称或者电子邮箱地址。另外，此值存在一些格式限制： 

    其长度必须在 2 到 32 个字符之间。 

    其中只能包含字母与数字以及+、=、.、@与-。 

    通常采用用户 ID（例如 bobsmith）或者电子邮箱地址（bobsmith@example.com）。 

    其中不应包含空格，例如常见的用户姓名格式（Bob Smith）。    

示例当中使用的 uid 来自 OpenLDAP 的用户 uid，即将 sourceAttributeID 设置为 uid ，同时添加对
OpenLDAP 数据连接器的依赖性。 

其它需要设置的属性还包括用户需要使用的角色列表。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将静态值附加至组织内全部用户处，
复杂的形式则包括以每用户、每部门设定基于 ACL（即访问控制列表）值。本示例中使用一种较为灵活又不难
实现的办法。要配置这些属性，请遵循以下步骤。 

1.   编辑以下文件。 

 
 

/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attribute-resolver.xml 

 

2.  将以下内容插入至以"AttributeDefinitions"开头的部分之后，且保证位置在
<!--Schema:  Core  schemaattributes-->之前。 

注意：将 000000000000 替换为您的 AWS 账户编号。需要强调的还有，此部分包含的角色 ARN 应与您之前
创建的一致（例如 arn:aws:iam::000000000000:role/BIO）。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id="awsRoles" 

xsi:type="ad:Mapped" 

sourceAttributeID="eduPersonOrgUnitDN"> 
 

<resolver:Dependency   ref="myLDAP"/>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2String" 

name="https://aws.amazon.com/SAML/Attributes/Role" 

friendlyName="Ro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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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lueMap> 

<ad:ReturnValue> 

arn:aws:iam::000000000000:role/BIO,arn:aws:iam::00000000000 

0:saml-provider/ShibDemo 

</ad:ReturnValue> 

<ad:SourceValue>.*ou=biology.*</ad:SourceValue> 

</ad:ValueMap> 
 

<ad:ValueMap> 

<ad:ReturnValue> 

arn:aws:iam::000000000000:role/CSE,arn:aws:iam::00000000000 

0:saml-provider/ShibDemo 

</ad:ReturnValue> 

<ad:SourceValue>.*ou=computersci.*</ad:SourceValue> 

<ad:SourceValue>.*ou=computereng.*</ad:SourceValue> 

</ad:ValueMap> 
 

<ad:ValueMap> 

<ad:ReturnValue> 

arn:aws:iam::000000000000:role/HR,arn:aws:iam::000000000000 

:saml-provider/ShibDemo 

</ad:ReturnValue> 

<ad:SourceValue>.*ou=hr.*</ad:SourceValue> 

</ad:ValueMap>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id="awsRoleSessionName" 

xsi:type="ad:Simple" 

sourceAttributeID="uid"> 

<resolver:Dependency   ref="myLDAP"/> 

<resolver:AttributeEncoder 

xsi:type="enc:SAML2String" 
 

name="https://aws.amazon.com/SAML/Attributes/RoleSessionNam 

e" 

friendlyName="RoleSessionName"   /> 

</resolver:Attribute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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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映射后的属性定义，大家可以使用一条正则表达式将输入值映射至输出值。此示例当中，将
eduPersonOrgUnitDN 映射至一个 IAM 角色（具体取决于组织单位），从而利用现有访问控制规则为其提供
对所有部门的访问能力。该属性定义当中还包含部分值映射，每项都拥有自己的模式。其中每项与
eduPersonOrgUnitDN 相关联的值（因为其拥有多值属性）都需要根据 SourceValue 节点中指定的模式
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结果为匹配，则该 ReturnValue 值会被添加至此属性定义当中。ReturnValue 的格式
为一条角色 ARN 再加上一条供应方 ARN，二者之间用逗号隔开。两条 ARN 的具体顺序可随意放置。如果大
家在 SourceValue 字段中使用正则表达式，则可在 ReturnValue 中进行向后引用，从而通过捕捉组织单
元及使用向后引用的办法简化配置过程。模式匹配的具体使用办法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将属性发布至依赖方 

有时候各属性中可能包含敏感数据，用于组织之内的验证流程。我们不应将敏感数据发布至对应组织之外。一
条属性过滤机制中的开头部分即定义该过滤条件适用于谁。通过使用 AttributeRequesterString 过滤策
略，管理员能够为这些属性选择正确的发布依赖方。在本示例中，我们使用 AWS 工具 ID 

"urn:amazon:webservices"。由于本教程中只使用一个简单眼尖，因此 eduPerson 与 AWS 属性的全部
可能值皆会被发布至 AWS。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在 IAM 中编写策略，并在策略内包含以代表 OpenLDAP

信息的条件为基础的具体规则。要实现这一效果，大家需要将一条 AttributeRule 元素添加到每个

eduPerson 条目或者 AWS 属性当中，并将 PermitValueRule 设定为 basic:ANY。 

1.   编辑以下文件。 

/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attribute-filter.xml 
 

2.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AttributeFilterPolicyGroup  元素当中(在
</afp:AttributeFilterPolicyGroup>标签之前，但在注释之后）。在完成之后，保存并退出文件编辑。 

 

<afp:AttributeFilterPolicy   id="releaseEduAndAWSToAWS"> 

<afp:PolicyRequirementRule 

xsi:type="basic:AttributeRequesterString" 

value="urn:amazon:webservices"   />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Affiliation">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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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Entitlement">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Nickname">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OrgDN">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OrgUnitDN">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PrimaryAffiliation">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PrimaryOrgUnitDN">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PrincipalName">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ScopedAffiliation">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Assurance">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eduPersonTargetedID">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awsRoles">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Rule   attributeID="awsRoleSessionName"> 

<afp:PermitValueRule   xsi:type="basic:ANY"/> 

</afp:AttributeRule> 

</afp:AttributeFilter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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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OpenLDAP 作为用户存储启用登录 

Shibboleth 支持多种验证方法。在默认情况下，其会配置为远程用户验证，即通过 Tomcat 进行验证。要对

OpenLDAP 进行验证，大家必须首先禁用远程用户验证，同时启用用户名/密码验证。用户名/密码验证通过

JAAS 实现，而 login.config 文件已经在配置文件中完成定义; 大家只需要直接取消其注释即可。具体遵循

以下步骤。 

1.   在 Amazon EC2 实例中，编辑以下文件。 

 
 

/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handler.xml 
 

2.  将以下部分修改为注释。 

 
 

<ph:LoginHandler   xsi:type="ph:RemoteUser"> 
 

3.  取消以下部分的注释，而后保存并退出文件编辑。 

 
 

<ph:LoginHandler   xsi:type="ph:UsernamePassword   ...> 
 

4.  编辑以下文件，从而配置 OpenLDAP 连接参数。 

 
 
/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login.config 
 

5.  找到以 Example LDAP 验证开头的部分，将其注释部分（开头为 edu.vt.middleware）全部替换为以下内容。 

 

edu.vt.middleware.ldap.jaas.LdapLoginModule   required 

ldapUrl="ldap://localhost" 

baseDn="ou=People,dc=example,dc=com" 

bindDn="cn=admin,dc=example,dc=com" 

bindCredential="password" 

userFilter="uid={0}"; 
 
 

配置 Shibboleth 以与 AWS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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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已经拥有了 OpenLDAP 目录，且 Shibboleth 已经配置为使用其进行身份存储。另外，我们还创建了

AWS 用于同 Shibboleth 建立信任关系的各 IAM 条目。惟一还未完成的工作就是在 Shibboleth（即 IdP）与

AWS（即服务供应方）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了。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在 Shibboleth 配置中添加 AWS SAML 

2.0 元数据文件的位置。元数据文件中包含双方建立通信所必要的全部信息，其中包括互联网端点与公钥。

Shibboleth能够利用FileBackedHTTPMetadataProvider对象在AWS发生变化时自动刷新AWS元数据。

另外，如果管理员希望手动控制这一信任关系，则其能够手动下载该元数据并使用

FileSystemMetadataProvider。 

1.   在 Amazon EC2 实例中编辑以下文件。 

 
 

/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relying-party.xml 

 

2.  在元数据配置（Metadata Configuration）部分内，将以下内容添加到 IdPMD 条目之下。 

 

<metadata:MetadataProvider 

id="AWS" 

xsi:type="metadata:FileBackedHTTPMetadataProvider" 

metadataURL="https://signin.aws.amazon.com/static/saml- 

metadata.xml" 
 

backingFile="/home/ubuntu/server/shibidp/metadata/aws.xml" 

/> 
 
 

此文件中包含的设置会令 Shibboleth 应用一组默认配置以对接 AWS。大家可以在 DefaultRelyingParty  与
AnonymousRelyingParty  两部分内找到这些设置。        

3.  要针对特定依赖方进行配置变更，可将以下内容插入至 DefaultRelyingParty 部分之后（即
</DefaultRelyingParty> 标签结尾之后）。 

 
 
<rp:RelyingParty 

id="urn:amazon:webservices" 

provider="https://idp.example.com/idp/shibboleth" 

defaultSigningCredentialRef="IdPCredential"> 
 

<rp:ProfileConfiguration 

xsi:type="saml:SAML2SSOProfile" 

includeAttributeStatement="true" 

assertionLifetime="PT5M"   assertionProxyCoun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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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Responses="never"   signAssertions="always" 

encryptAssertions="never"   encryptNameIds="never" 

includeConditionsNotBefore="true" 

maximumSPSessionLifetime="PT1H"   /> 

</rp:RelyingParty> 
 

利用这套配置，我们可以指向以下元素： 

    defaultSigningCredentialRef    –  用于登录及加密请求的密钥。 

    ProfileConfiguration    –  响应哪些 SAML 1.x 或者 SAML 2.0 配置文件。请注意，AWS 只支持

SAML2SSOProfile。    

    assertionLifetime    –  用户在向 AWS 提供凭证信息之后的有效时长（即设定过期时间）。    

    signResponses/signAssertions    –  用于响应登录的对应部分。

    maximumSPSessionLifetime    –    AWS 应当根据验证信息所提供的会话时长。 

利用 AACLI 测试配置变更 

大家已经完成了 Shibboleth 的配置工作！要应用 Shibboleth 配置变更，我们必须重启 Tomcat。然而在进行重
启之前，最好是对新配置加以测试。大家可以使用属性权限命令行界面（简称 AACLI）工具来模拟任意配置
目录中的属性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运行中的配置复制到测试目录当中，对其进行修改与测试，而
后再复制回去。在本示例当中，我们设置 AACLI 以测试实时配置。 

1.   编辑以下文件。 

 
~/.bashrc 
 

2.  将以下部分添加到该文件当中，而后保存并退出文件编辑。 

 

echo   "alias   aacli='sudo   -E 

/home/ubuntu/server/shibidp/bin/aacli.sh   -- 

configDir=/home/ubuntu/server/shibidp/conf'"   >>   ~/.bashrc 
 

3.  运行以下 source 命令。 

 
 

source   ~/.bas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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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行以下 AACLI 命令。 

 

aacli   --requester   "urn:amazon:webservices"   --principal 

bobby 
 

该属性允许我们通过填充某一给定主体的 OpenLDAP uid 以对其进行测试。（在本示例中，大家使用的 bobby，
其已经存在于示例 LDAP 数据库当中。）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此命令会显示 XML 信息可被直接注入至 SAML 2.0 属性声明区段当中。如果大家看到
的是一系列堆栈追踪，则代表存在错误配置情况。这时请检查 OpenLDAP 数据连接器的设置以及各 XML 配置文
件中的语法。 

5.  在 AACLI 开始返回属性后，利用以下命令停止并重启 Tomcat。 

sudo   /home/ubuntu/server/tomcat/bin/shutdown.sh 

sudo   /home/ubuntu/server/tomcat/bin/startup.sh 
 

确保 Tomcat 或者 Shibboleth 日志当中不存在堆栈追踪情况。 

第六步：测试 Shibboleth 联合 

在以上测试顺利完成后，大家可以测试与 AWS 间的联合效果。在 Amazon EC2 实例当中，打开浏览器并导航至
以下 URL。 

 

https://idp.example.com/idp/profile/SAML2/Unsolicited/SSO?p 

roviderId=urn:amazon:webservices 
 

这将启动指向 AWS 的 SSO 流，所显示页面如图十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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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一：AWS 管理控制台中的自定义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称 bobby，而后使用 password 作为密码。（在本示例的 LDAP 数据当中，全部密码内容皆为
password。）之后，大家可前往 AWS 管理控制台，如图十二所示。 

 
 
 
 
 
 
 

 

 

图十二：用户 Charlie 正使用 CSE 角色进行登录 

 

要使用不同用户，导航至 https://idp.example.com/idp/profile/Logout 进行登出即可。而后我们再使用用户
Dean 进行登录。请注意，此用户无法联合，这是因为 HR 角色策略要求
SAML:eduPersonPrimaryOrgUnitDN 必须为 ou=hr,dc=example,dc=com。 

用户 bobby 满足此条件，因此能够作为 HR 部门中的成员进行联合。然而 Dean 的主组织单位为
ou=People,dc=example,dc=com。 

正如之前所提到，管理员能够灵活地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访问控制。其一为在 Shibboleth 端利用属性解析机制
为特定用户添加特定 AWS角色属性。该与用户相关联的角色随后会检测该用户能够在 AWS中执行哪些操作。
另一种方式则是立足于 IAM 角色信任策略，我们可以在这里利用限定角色分配的 SAML 属性进行条件添加。
大家可以随意选择其中一种或者两种完成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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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完整的可用角色信任策略属性清单，请参阅 IAM 说明文档。13 

总结 

现在大家已经将内部 LDAP 基础设施整合至 IAM 当中，从而更为便捷地在内部与云环境之间实现权限同步。
SAML 属性与 RBAC 间的结合，意味着大家能够以细粒度方式实现与 LDAP 用户数据及 AWS 资源相关的访问
控制工作。 

扩展阅读 

欲了解更多与 OpenLDAP 与 Shibboleth 的安装与配置相关的细节信息，请参阅： 

    如何安装 OpenLDAP 服务器 14 

    如何在 Ubuntu 12.04 VPS 上安装并配置基础 LDAP 服务器 15 

    LDIF 示例 16 

    编辑 Tomcat 配置文件 17 

    如何为 Shibboleth 身份供应机制筹备 Apache Tomcat18 

而在 Shibboleth 属性与验证响应方面，Shibboleth 维基页面提供了大量独家信息。以下议题适合配合本文一
同阅读： 

    LDAP 数据连接器 19 

    Shibboleth 属性: 

    o   在 IdP 中定义并发布一项新属性 20 

    o   简单属性定义 21 

    o   映射属性定义 22 

    o   定义一套新的属性过滤机制 23 

    Shibboleth 用户名/密码处理程序 24 

    添加元数据供应方 25 

    每服务供应方配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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