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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对接流程

图 1-1 伙伴应用对接 MIW 流程图

对接工作说明如下：

须知

应用开发商对接前需明确软件版本，通过版本控制软件将集成开发部分定期合入主线
版本，确保集成功能长期可用。

1. 集成前准备工作

请参见准备工作。

2. 应用集成开发

集成开发内容主要包括帐号同步开发和身份认证开发（免登）集成两部分。

3. 集成验证与评审

集成开发完成后，应用开发商将代码合入产品商用版本，并将商用版本上架
MIW，应用开发商根据海顿平台验收用例完成自验证并上传测试截图，生成测试
报告提交给MIW接口人。请参见集成验证与评审。

华为云集成验证团队复核测试结果，并组织评审测试报告，评审通过后，对接工
作正式完成。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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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工作

2.1 准备域名和 SSL 证书
应用建议优先使用HTTPS协议，应用开发商须自行准备HTTPS域名和SSL证书，请参见
域名注册服务。证书备案时间预计须3周以上，请提前准备。

2.2 开通 ISV 帐号
ISV帐号是MIW的系统管理员开通ISV权限的华为云帐号，用于MIW平台应用注册与绑
定。

开通ISV帐号，请参见开通ISV帐号。

2.3 开通企业管理员帐号
应用开发商自行注册MIW企业管理员帐号后，企业管理员再创建企业用户帐号，两个
帐号用于应用集成开发自验证，确保应用与MIW集成接口工作正常。

开通企业管理员帐号，请参见开通企业管理员帐号。

2.4 创建企业用户帐号

须知

企业用户登录MIW时，输入的用户名是 用户帐号@企业简称 样式，举例：企业简称是
company，企业管理员创建的企业用户名为imcuser，用户登录帐号栏输入
imcuser@company。

企业管理员登录MIW，并单击总览页面右侧“登录管理后台”，可以通过“手动添加
企业成员”或“邀请成员自注册”的方式添加企业成员，本文主要介绍“手动添加企
业成员”方式。

步骤1 企业管理员登录MIW，单击“登录管理后台”，进入开天工作台管理后台。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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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在管理后台中，选择界面上方导航栏“业务管理 > 通讯录”。

步骤3 在“通讯录”页面，选择需要添加员工的部门，单击“添加新员工”，如图 通讯录添
加新员工所示。

图 2-1 通讯录添加新员工

步骤4 在“添加新员工”页面，输入员工相关信息，相关参数说明如下表所示。

表 2-1 参数说明

分类 参数 说明

个人信息 姓名 成员的姓名， 大字数为20字。

手机号码 成员的手机号码，当前企业内唯一， 大字数为11
字。

登录帐号 成员的登录帐号，当前企业内唯一， 大字数为20
字。

工号 成员在当前企业的工号。

邮箱 成员绑定的邮箱。

部门信息 部门名称 成员所在的部门。

汇报上级 成员的上级领导。

职位 成员所在部门的职位。

排序 成员在所在部门的排序，数字越小排序越靠前，输入
范围为1-9999的整数。

 

步骤5 添加完成后，单击“保存”。开天企业工作台会向用户发送短信，告知用户登录地
址，如图 添加成员短信样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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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添加成员短信样例

----结束

2.5 准备 LOGO
应用LOGO使用场景：ISV应用注册中心列表28*28px；添加应用LOGO展示大小为
60*60px；官网首页常用应用LOGO展示大小为48*48px；租户-我的应用卡片页LOGO
展示大小为60*60px。

LOGO 要求

1. 请提供大小至少为60*60px的SVG（推荐）、PNG、JPG、JPEG、GIF格式的
LOGO。

2. LOGO尽量清晰、尽可能保证在各个场景尺寸下都能清晰展示。

3. LOGO大小不超过50KB。

应用场景
● 应用场景一：ISV应用注册中心列表

● 应用场景二：ISV 应用注册中心-添加应用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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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场景三：官网首页常用应用

● 应用场景四：租户-我的应用卡片页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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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

设计尺寸为256*256px，导出实际尺寸为60*60px，建议用纯色背景，也支持透明背
景，透明背景LOGO在MIW平台会自动添加白色背景。

设计尺寸为256*256px，内框大小为200*200px，设计的LOGO大小尽量保持在内框大
小范围内，针对不同形状LOGO，推荐尺寸如下。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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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除以上四种典型形状外，其他复杂的LOGO可以根据这个设计原理设计合适的尺寸，尺寸建议不
超过内框的大小，主要以保持视觉平衡为主。

不建议使用的 LOGO 案例展示

● 不推荐使用文字为主的LOGO。

● 不推荐使用线性图标LOGO，缩小后会显示不清晰。

● 不推荐使用细节繁琐的LOGO，缩小后不易识别。

● 不推荐使用照片转换成SVG格式的LOGO。

案例一：文字比较繁琐，当LOGO缩小后不易识别。

案例二：线性图标LOGO，特别是较细的线条，当LOGO缩小后清晰度不够。

案例三： 细节繁琐的LOGO，缩小后不易识别。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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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照片转换成SVG格式，图形不规则且复杂，不能带给人品牌认知感。

须知

禁止事项：

1. 应用LOGO需原创，避免法律风险。

2. 应用LOGO不允许出现低俗、非法、政治倾向标识，如“黄赌毒、枪支、烟草
等”。

3. 应用LOGO不允许出现红点、NEW、HOT等标签。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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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集成开发与验证

3.1 应用注册与绑定
应用开发商登录MIW网站，可在“应用注册中心”页面维护应用信息，应用上架后可
绑定给企业。云商店商品与MIW应用是通过云市场（云商店）商品ID进行关联的，此
关联关系由ISV帐号进行维护。

3.1.1 添加应用

步骤1 进入“添加”页面。

登录后，进入“应用注册中心”页面，单击“添加”按钮。

步骤2 填写应用信息。

云商店商品ID为必填项。输入完云商店商品ID，失焦后自动带出如下字段：版本、 应
用LOGO、应用名称和应用描述，其中应用名称和应用描述允许修改。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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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可以为ISV用户开通权限，允许ISV用户添加非云商店应用，此时云商店商
品ID为非必填项。

参数说明如下。

表 3-1 通用信息

配置项 配置说明

应用LOGO 支持SVG（推荐）/PNG/JPG/JPEG/GIF格式，长宽比例1:1，推荐尺
寸：60*60px，不超过50KB，请确保图片清晰，若不上传则会使用默
认LOGO。详情请参见准备LOGO。

说明
应用LOGO为非必填项，但代表应用品牌形象，请使用正确、清晰的应用官方
LOGO。

应用名称 长度范围1到30位，建议使用和华为云商店一致的应用名称。

开天工业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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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配置说明

应用架构 用户可选择B/S和C/S应用模式，影响身份认证开发中使用的协议类
型。

说明

● B/S架构：即Brow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架构，客户无需特殊安装，
拥有Web浏览器即可访问。

● C/S架构：即Client/Server（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客户需安装客户端才可
以使用服务。

认证集成
协议

单点登录使用的认证协议，OAuth认证或者CAS认证，影响身份认证开
发中使用的协议类型。

说明
CAS 认证无需填写“认证参数配置”中的Token有效期和RefreshToken有效期。

是否支持
iframe

若应用支持iframe打开，应用页面可以在iframe框中展示，同时用户
可以选择在浏览器新标签页打开。

若应用不支持iframe打开，应用页面只能在浏览器新标签页打开。

说明

● 建议配置支持iframe方式打开，确保一致的用户体验。

● iframe不支持打开http协议，http协议应用请选择不支持iframe方式打开。

● 为确保安全性，建议http应用新增证书支持https协议，再修改该配置。

云市场
（云商
店）商品
ID

选择“同步云市场（云商店）信息”的用户需填写，应用上架云商店
生成的商品ID。当企业在云商店购买商品后，开天工业工作台会通过
云市场（云商店）商品ID找到对应的应用，并绑定给企业。获取云市
场（云商店）商品ID的步骤，详情请参见如何获取云商店商品ID？。

说明
输入正确的云市场ID后，单击获取商品信息，可以展示对应的规格列表。

版本 为选择“同步云市场（云商店）信息”的用户展示，系统自动获取。
应用版本信息，和华为云商店上架应用一致。

应用描述 对伙伴应用的简单描述，中文512字以内，建议和华为云商店保持一
致。

是否是联
营应用

是否是联营应用。加入联营计划的服务商，上架的应用即为联营应
用。

应用ID 联营应用应用ID，长度范围32到36位。若”是否是联营应用”选择”
是”，则此项必填；若”是否是联营应用”选择”否”，则此项无需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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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C/S应用默认为OAUTH认证协议且不支持iframe。

非联营应用无需填写应用ID。

----结束

3.1.2 上下架应用

应用上架后，才可以绑定企业；应用下架后，不可以绑定企业。

单击应用右侧的“上架/下架”按钮，可以进行上下架操作。

3.1.3 应用绑定企业

步骤1 在“应用注册中心”页面，单击“绑定企业”按钮。

步骤2 填写绑定信息。

对于不同类型的应用，绑定信息不同，各种类型的绑定页面效果如下。

● 对于非联营应用

B/S 应用，CAS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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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 应用，OAUTH 认证：

C/S 应用，OAUTH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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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联营应用

B/S 应用，CAS认证：

B/S 应用，OAuth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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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应用，OAuth 认证：

参数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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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认证参数配置

配置项 配置说明

应用回调
URL

B/S架构需要填写，应用登录鉴权地址，在身份认证开发集成开发
环节使用，单点登录过程中，MIW认证中心将回调该接口，应用
接收到回调消息后调用MIW认证中心认证接口，完成鉴权。

说明

– 建议使用https协议域名，如https://www.app.com/authlogin。

– 回调地址中请勿包含 "#" 符号。

– 必须使用域名，ip加端口号的地址不被接受，如http://172.0.0.1:8080/
authlogin。

– 应用注册、应用上架生成模板的回调url允许重复。

– 同一租户绑定应用模板的回调url不允许重复，即相同回调url的应用租
户只能绑定其中一个。

自定义协
议

C/S应用需要填写，为应用客户端在本地注册的协议，通过该协议
可以唤醒本地的客户端。

说明

– 应用注册、应用上架生成模板的自定义协议允许重复。

– 同一租户绑定应用模板的自定义协议不允许重复，即相同自定义协议的
应用租户只能绑定其中一个。

附加参数 C/S应用需要填写，唤醒客户端时，需携带的参数。&符号连接的
键值对，可为空，举例 ：
browser=msie&action=join&stype=99。

 

说明

附加参数：&符号连接的键值对，可为空，举例 ：
browser=msie&action=join&stype=99。

表 3-3 同步参数配置

配置项 配置说明

加密算法 支持AES/GCM/NoPadding和AES/ECB/PKCS5padding两种加密算
法，推荐使用AES/GCM/NoPadding算法。

帐号同步
URL

由应用系统提供的回调地址，如https://app_domain/callback，当
帐号相关信息发生变更时，MIW认证中心调用该地址实现帐号信
息同步，确保应用系统用户帐号信息与MIW保持一致。

安全令牌 安全令牌是16位随机字符串，由isv应用随机生成，用于帐号同步
请求URI Header参数Bearer {access_token}，请参见表3-2。

说明
安全令牌由16位随机字符串构成，字符必须是大小写英文或数字，签名秘
钥和加密秘钥亦是如此。

签名秘钥 格式要求和安全令牌相同，用于对回调消息体内容签名，请参见请
求消息体签名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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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项 配置说明

加密秘钥 格式要求和安全令牌相同，用于对回调消息体内容加解密，请参见
请求消息体解密。

云商店
authKey

联营应用专属，由16-1024个随机字符组成。

RSA加密
公钥

联营应用专属，由16-1024个随机字符组成。

 

----结束

3.2 帐号同步开发

3.2.1 同步开发准备事项
当应用绑定企业时，触发MIW认证中心回调帐号同步接口，同步帐号信息，确保应用
程序帐号信息与MIW保持一致。

说明

● 应用开发商应参考本章节要求，响应并处理帐号同步消息，更新应用内部帐号状态。

● 帐号同步URL地址由应用开发商提供。

请求 URI
假设帐号同步回调URL为https://{app_domain}/callback，请求URI相关参数如下。

表 3-4 请求 URI 参数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

请求地址 https://{app_domain}/callback

请求方式 Post

请求头 Authorization: Bearer {{access_toke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说明

Bearer {{access_token}} 即表2 同步参数配置中的安全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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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消息体

表 3-5 请求消息体参数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nonce String 随机数，与timestamp结合使用，用于防止请求重放攻
击。

timestamp Long 时间戳，与nonce结合使用，用于防止请求重放攻击。

eventType String 事件类型，分为下面 3 类：

● 企业管理员

1. 创建企业管理员：CREATE_TENANT
2. 更新企业管理员：UPDATE_TENANT
3. 删除企业管理员：DELETE_TENANT
● 组织机构

1. 创建组织机构：CREATE_ORGANIZATION
2. 更新组织机构：UPDATE_ORGANIZATION
3. 删除组织机构：DELETE_ORGANIZATION
● 企业用户

1. 创建用户：CREATE_USER
2. 更新用户：UPDATE_USER
3. 删除用户：DELETE_USER

data String 加密的消息体，需要解密得到消息内容，不同的事件类
型，发送的data数据不同，请参考下文。

signature String 消息签名，用于验证请求是否来自MIW 。

 

请求消息体样式
{
    "nonce":"123456789213",
    "timestamp":1783610513,
    "eventType":"CREATE_TENANT",
    "data":"1ojvw2WPvW7LijxS8UvISr8pdDP+rXpPbcLGOmIBNbWetRg7IP0vdhkl",
    "signature":"111108bb8e6dbce3c9671d6fdb69d15066227608"
}

响应消息体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code String 返回code码，200表示成功。

message String 处理出错时的错误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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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类型 描述

data String 返回加密的消息体，需要解密得到消息内容。

不同的业务回调要求返回不同内容，参考子章节描述内
容。

 

说明

● 响应消息头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charset=utf-8。

● 企业应用未响应或者code码非200时，MIW会标识同步失败。

响应消息体样式
{
    "code":"200",
    "message":"success",
    "data":"P+rXpWetRg7IP0vdhVgkVwSoZBJeQwY2zhROsJq/HJ+q6tp1qhl9L1+c"
}

3.2.2 企业管理员同步

新增企业管理员

请参考以下步骤，完成新增企业管理员事件回调接口的集成开发和验证。

须知

部分应用开发商在企业完成应用订单支付后，以手动方式给企业开通应用，此时须确
保表3-6字段均存在，满足后续单点登录身份认证等环节对接要求。

步骤1 开发回调接口

开发MIW认证中心调用的回调接口，对eventType=CREATE_TENANT的回调消息进
行响应。

说明

不同帐号同步事件共用同一回调接口，但请求消息体eventType字段以及data字段内容不同。

步骤2 请求消息体签名校验

参考下面请求消息体样式，signature是消息签名，签名内容由nonce 、
timestamp、 eventType、data4个字段通过字符 '&' 拼接而成，如下Java示例代
码：

{
    "nonce":"123456789213",
    "timestamp":1783610513,
    "eventType":"CREATE_TENANT",
    "data":"1ojvw2WPvW7LijxS8UvISr8pdDP+rXpPbcLGOmIBNbWetRg7IP0vdhkl",
    "signature":"111108bb8e6dbce3c9671d6fdb69d15066227608"
}

以上面请求消息为例，计算签名和校验过程参考Java示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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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javax.crypto.Mac;
import java.util.Base64;

// 签名内容 signature_content
String signatureContent = nonce + "&" + timestamp + "&" + eventType+ "&" + data;

// 初始化消息认证码 MAC Message Authentication Code
Mac mac = Mac.getInstance( "HmacSHA256");
byte[] byteKey = signatureKey.getBytes( StandardCharsets.UTF_8); // 将签名秘钥转为 byte 格式
SecretKeySpec secretKey = new SecretKeySpec( byteKey, "HmacSHA256");  
mac.init( secretKey); 

// 校验签名
byte[] byteContent = signatureContent .getBytes( StandardCharsets.UTF_8);  // 将签名内容转换为字节码
byte[] macResult = mac.doFinal( byteContent); // 从签名内容中获取签名结果
String calSignature = Base64.getEncoder().encodeToString( macResult);  // 将签名结果通过 Base64 转换为字
符串
if ( calSignature.equals( signature))  // signature 是请求消息体 signature 字段内容
   { return true;}   // 签名校验成功，执行下一步骤
else
   { return false; } // 签名校验失败，回调消息来源不可信，不做处理

说明

signatureKey是表2 同步参数配置（SaaS应用） 或应用绑定企业（独立部署应用）中设置的签
名秘钥。

步骤3 请求消息体解密

请求消息体字段data是秘钥加密后结果，须执行解密操作，秘钥使用的是表2 同步参
数配置 （SaaS 应用）或应用绑定企业 （独立部署应用）配置的加密秘钥secretKey。

AES/GCM/NoPadding算法解密过程参考Java示例代码：

import java.util.Base64;
import javax.crypto.Cipher;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3.StringUtils;

// 使用AESKey进行解密
Cipher cipher = Cipher.getInstance( "AES/GCM/NoPadding");;
SecretKeySpec key = new SecretKeySpec(secretKey.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 "AES");// secretKey 
是同步参数配置的加密秘钥

// 取data的前24位字符作为初始向量iv值
byte[] iv = decodeFromBase64(data.substring(0, 24));

// 去除前24位字符的data作为密文，进行解密
data = data.substring(24);
cipher.init(2, key, new GCMParameterSpec(128, iv));
byte[] bytes = cipher.doFinal(Base64.getDecoder().decode(data));

// 字符串转码后即为明文内容
String dataStr = new String(bytes, StandardCharsets.UTF_8);

//静态方法
private static byte[] decodeFromBase64(String data) {
        return Base64.getDecoder().decode(data);
    }

步骤4 请求消息处理

上一步请求消息体解密后获取的dataStr 是一个json格式字符串，参考如下示例：

{
    "appId": "20210810191253056-74D3-CA78A15B8",
    "name": "zuhu01",
    "tenant": "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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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Id": "CS19091119405RODH",
    "clientId": "dZ3ZY5MFnbofGewRAUe9i7c1qEdWpCEL",
    "clientSecret": "iVr1ITiFlHbVWdok5aE96bqpeqRPzlq478cpQW7JfLsQ4bT0e8Nh0oyizCg0ng7H",
    "domainName": "https://jdnajazr.bccastle.com",
    "mobile": "13625414587",
    "email": "45646@qq.com",
    "company": "华为公司",
    "verifyStatus": 0
}

以上json字段的含义参考下表。

表 3-6 新增企业管理员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固定参
数

类型 描述

appId 是 String 应用 id。

name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帐号，不能重复。

tenant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 id (唯一标识)，用于身份认证时, 通过
回调地址中的tenant参数，查询 domainName、
clientId和clientSecret三个参数，由于企业管理员使
用华为云帐号，tenant与华为云帐号的domainId ,
云商店的customerId保持一致。

orderId 否 String 订单 id，企业管理员云商店购买应用的订单 id。

clientId 是 String OAuth认证使用的clientId。

clientSecr
et

是 String OAuth认证使用的clientSecret。

domainN
ame

是 String 认证源（认证中心）域名。

mobile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手机号。

email 否 String 企业管理员邮箱。

company 是 String 企业名称。

verifyStat
us

否 Intege
r

企业管理员认证状态。

0：代表企业管理员未通过华为云认证。

1：代表企业管理员已通过华为云认证。

 

说明

固定参数为否代表字段取值可能为null或空字符串。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 在应用自有数据库中保存新增企业管理员相关数据，后面OAuth或CAS的单点登录
认证流程需要用到。

● 在应用自有帐号体系中，新增企业管理员帐号，开通企业应用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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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响应消息体构造与加密

响应消息体样式如下，data是加密后的数据：

{
    "code": "200",
    "message": "success",
    "data":"j3rRBbc1Q1z1lZM0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
}

AES/GCM/NoPadding算法加密过程参考Java示例代码：

data加密前的原始数据是一个json格式数据， id是应用程序内部企业管理员id，建议
与tenant保持一致。
String data = {"id": "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3.RandomStringUtils;
import java.util.Base64;
import javax.crypto.Cipher;
import javax.crypto.spec.SecretKeySpec;

// 获取24位随机字符串作为初始向量iv值
String random = RandomStringUtils.random(24, true, true);
byte[] iv = decodeFromBase64(random);
           
// 初始化cipher
Cipher cipher = Cipher.getInstance("AES/GCM/NoPadding");
SecretKeySpec key= new SecretKeySpec(secretKey.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 "AES");// secretKey 是
同步参数配置的加密秘钥
cipher.init(1, key, new GCMParameterSpec(128, iv));

// 加密明文字符串，转换为 Base64 编码
byte[] bytes = data.getBytes(StandardCharsets.UTF_8);
data = Base64.getEncoder().encodeToString(cipher.doFinal(bytes));

// 加密后的dataStr前面拼接24位iv值，拼接后的ecnryptStr即为返回值data
String ecnryptStr = random + dataStr;

//静态方法
private static byte[] decodeFromBase64(String data) {
        return Base64.getDecoder().decode(data);
    }

步骤6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为企业管理员授权开通应用时，触发“新增企业管理员”回调消息，按照应用类型的
不同，有3种触发方式，参考下表。

表 3-7 “新增企业管理员”消息触发方式

序
号

应用类型 触发方式说明

1 独立域名应
用

ISV帐号登录MIW应用注册中心，执行“绑定企业租户”操作，
请参见应用绑定企业。

2 共享域名应
用

企业登录云商店购买应用，涉及华为云资源费用，测试阶段一
般不采用该方式。

3 共享域名应
用

ISV帐号登录MIW完成企业绑定应用操作，测试阶段推荐使用该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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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方式说明

● 根据应用类型，参考上表其中一种方式，给企业授权开通应用，触发“新增企业
管理员”消息。

● 验证应用是否接收到回调消息，并做出正确响应，完成企业管理员帐号添加操
作。

----结束

更新企业管理员

更新企业管理员的eventType为UPDATE_TENANT。

须知

由于“更新企业管理员”事件参考代码和“新增企业管理员”完全相同，只在请求消
息处理和集成开发验证步骤有差异，本段内容对这两个步骤进行展开说明，其他步骤
请参见新增企业管理员事件的文档介绍，将采用相同原则，相同的步骤将不再赘述，
重点说明不同步骤。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更新企业管理员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id": "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appId": "20210810191253056-74D3-CA78A15B8",
    "name": "zuhu01",
    "tenant": "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orderId": "CS19091119405RODH",
    "clientId": "dZ3ZY5MFnbofGewRAUe9i7c1qEdWpCEL",
    "clientSecret": "iVr1ITiFlHbVWdok5aE96bqpeqRPzlq478cpQW7JfLsQ4bT0e8Nh0oyizCg0ng7H",
    "domainName": "https://jdnajazr.bccastle.com",
    "mobile": "13625414587",
    "email": "45646@qq.com",
    "company": "华为公司",
    "verifyStatus": 0
}

表 3-8 更新企业管理员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固定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是 String CREATE_TENANT事件中，下游应用程序返回给
MIW的id。

appId 是 String 应用 id。

name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帐号，不能重复。

tenant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 id (唯一标识)，用于身份认证时, 通
过回调地址中的tenant参数，查询
domainName、clientId 和clientSecret三个参
数，由于企业管理员使用华为云帐号，tenant
与华为云帐号的domainId ,云商店的customerId
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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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固定
参数

类型 描述

orderId 否 String 订单 id，企业管理员云商店购买应用的订单
id。

clientId 是 String OAuth认证使用的clientId。

clientSecret 是 String OAuth认证使用的clientSecret。

domainNa
me

是 String 认证源（认证中心）域名。

mobile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手机号。

email 否 String 企业管理员邮箱。

company 是 String 企业名称。

verifyStatu
s

否 Integer 企业管理员认证状态。

0：代表企业管理员未通过华为云认证。

1：代表企业管理员已通过华为云认证。

 

说明

固定参数为否代表字段取值可以为null或空字符串。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 在应用自有数据库中更新企业管理员相关数据，OAuth或CAS的单点登录认证流程
需要用到。

● 在应用自有帐号体系中，更新企业管理员帐号。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该事件的响应消息体样式与“新增企业管理员事件”响应完全相同。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 先登录企业管理员所在的基地管理员帐号（基地管理员帐号联系华为对接接口人
获取）。

● 基地管理员对特定应用执行重置密钥操作，会修改认证配置参数中：clientSecret
这个参数，将调动更新企业管理员事件。

● 企业管理员修改自身的公司名称，company参数会变化，将调动更新企业管理员
事件。

验证方式说明

● 验证企业管理员相关参数是否更新成功。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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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企业管理员的基本信息如用户名、手机号、邮箱等发生变化，不会触发UPDATE_TENANT回调
事件，而是通过更新用户事件推送。

删除企业管理员

删除企业管理员的请求消息体参数eventType为DELETE_TENANT，总体步骤和“新
增企业管理员”一致。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删除企业管理员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tenant": "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

tenant 为企业管理员id，和新增企业管理员中的数据字段传递的tenant字段完全相
同。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 建议ISV同步主动删除该企业管理员下的组织机构和用户等所有企业相关信息。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删除企业管理员的响应消息体是固定格式和内容，不涉及数据加密，如下：
{
    "code": "200",
    "message": "success"
}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 ISV帐号单击应用详情，在【应用实例】列表中，“停用 > 删除”绑定应用的企
业。

● 基地管理员给企业解绑应用时，触发调用该接口。

● 基地管理员删除企业管理员，触发调用该接口。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是否将企业管理员、企业用户等相关信息删除。

----结束

3.2.3 组织机构同步

新增组织机构

新增组织机构的请求消息体参数eventType为CREATE_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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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

MIW接收到该事件的返回值后，才会触发新增用户事件，所以应用程序必须响应该接
口。

没有组织机构概念的应用可不做业务处理，按照格式要求直接返回响应消息即可。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新增组织机构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code": "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10000",
    "name": "wuhan",
    "parentId": "1d828f96864f44f38da7ef9cae7516d7",
    "tenant": "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
    "type":"department"
}

表 3-9 新增组织机构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固定
参数

类型 描述

code 是 String 由租户id tenant+组织机构编码组成，租户内唯一。

说明
该字段是由tenant与【组织机构编码】拼接而成，去除
tenant之后，剩余内容就是该组织的【组织机构编码】，
如上示例：【组织机构编码】为10000。

name 是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租户内唯一。

parentId 否 String 父机构 id。

说明
根组织机构不传递该字段。

tenant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 id。

type 是 String 组织机构类型，分为下面4类：

● group：集团

● company：公司

● unit：单位

● department：部门

 

说明

组织机构相关事件中固定参数为否代表字段可能不会传递。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应用程序新增组织机构信息。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响应消息体样式如下，data是加密后的数据：
{
    "cod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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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age": "success",
    "data":"j3rRBbc1Q1z1lZM0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
}

AES/GCM/NoPadding算法中data加密前的原始数据是一个json格式数据， id是应用
程序内部的组织机构id，建议与新增组织机构事件组织结构编码参数code保持一致。

{ "id": "6c5bb468-14b2-4183-baf2-06d523e03bd3"}

AES/ECB/PKCS5Padding算法中data加密前的原始数据是一个16位随机字符串+
“&”+json 格式数据， id是应用程序内部的组织机构id，建议与新增组织机构事件组
织结构编码code保持一致。
xT26EN7bk619yFtR&{ "id": "6c5bb468-14b2-4183-baf2-06d523e03bd3"}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 应用新增企业管理员事件成功并返回指定格式数据给MIW后，MIW后台立刻自动
触发根组织机构的同步。

● MIW中在根组织下新增子组织时，调用该接口同步子组织机构信息。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是否新增组织机构成功。

----结束

更新组织机构

更新组织机构的请求消息体参数eventType为UPDATE_ORGANIZATION，步骤和数
据格式如下：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新增组织机构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id": "6c5bb468-14b2-4183-baf2-06d523e03bd3",
    "code": "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10000",
    "name": "wuhan",
    "parentId": "1d828f96864f44f38da7ef9cae7516d7",
    "tenant": "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
    "type": "department"
}

表 3-10 更新组织机构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固定
参数

类型 描述

id 是 String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ISV应用程序返回给
MIW的组织机构 id。

code 否 String 说明
该字段是由tenant与【组织机构编码】拼接而成，去除
tenant之后，剩余内容就是该组织的【组织机构编码】，如
上示例：【组织机构编码】为10000。

name 是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租户内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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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固定
参数

类型 描述

parentId 否 String 父机构 id , 顶层机构该值为空。

tenant 是 String 企业管理员 id。

type 否 String 组织机构类型，分为下面4类：

● group：集团

● company：公司

● unit：单位

● department：部门

 

说明

组织机构相关事件中固定参数为否代表字段可能不会传递。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应用程序更新组织机构信息。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该事件的响应消息体样式与“新增组织机构事件”的“响应消息体构造”完全相同。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 MIW组织机构发生变动时，如修改组织机构名称、机构类型、层级关系、组织编
码等，触发接口调用。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是否更新组织机构信息。

----结束

删除组织机构

更新组织机构的请求消息体参数 eventType 为 DELETE_ORGANIZATION。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删除组织机构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id": "6c5bb468-14b2-4183-baf2-06d523e03bd3"
    "tenant": "8c5eb45814b24183baf296d523f03bh8"
}

字段说明：

● id ：应用程序创建组织机构成功后，下游应用生成的机构id。

● tenant：企业管理员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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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删除应用中组织机构相关信息。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删除组织机构的响应消息体是固定格式和内容，不涉及加密过程，如下：
{
    "code": "200",
    "message": "success"
}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企业登录MIW删除组织机构时，将调用该接口，通知应用删除对
应的组织机构。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是否将id对应的组织机构删除。

----结束

存量组织数据迁移

应用中的存量组织数据迁移到MIW，应用程序根据如下流程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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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MIW中组织机构编码、部门类型和组织名称均是必填，所以应用程序中的存
量组织数据在导入MIW之前，应用供应商需要通知客户补全。

● 导入客户填好的组织信息，且MIW新增组织成功后，会推送新增组织事件到下游
应用程序。

● 存量根组织需要ISV自行根据存量数据判断是否需要新增根组织或映射。

说明

组织编码code由企业管理员id与【组织机构编码】拼接而成，用于保证组织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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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用户同步

新增用户

新增用户的请求消息体参数eventType为CREATE_USER。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新增用户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name": "张三",
    "disabled": false,
    "username": "zhangsan",
    "mobile": "+86-18998767654",
    "email": "zhangsan@test.com",
    "organizationId": "391551e8-160f-4993-8177-e7b9c5f6b28c",
    "tenant": "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projectname": "zhangsan",
    "userid": "1d828f96864f44f38da7ef9cae7516d7",
    "role": "admin"
}

表 3-11 新增用户事件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固定参
数

类型 描述

name 否 String 用户姓名、昵称。

disabled 是 Boole
an

是否禁用（false表示帐号未禁用，true表示帐号
已禁用）。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帐号，企业管理员的username与
projectname相同。

mobile 是 String 用户手机号。

email 否 String 用户邮箱。

organizatio
nId

是 String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ISV应用程序返回
给MIW的组织机构id。

tenant 是 String 用户所属企业管理员 id。

projectnam
e

是 String 用户所属企业管理员帐号。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主键，全局唯一），应用需保存此id。

role 是 String 用户角色，user代表用户，admin代表企业管理
员。

 

说明

用户相关事件中固定参数为否代表字段可能不会传递。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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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体样式如下，data是加密后的数据：
{
    "code": "200",
    "message": "success",
    "data":"j3rRBbc1Q1z1lZM0DDcUGFyaazO3NgnMbgK6UeWT35Druf5zyXg="
}

AES/GCM/NoPadding算法中data加密前的原始数据是一个json格式数据， id是应用
程序内部的用户id，建议值与新增用户事件中的userid保持一致。

{ "id": "20210810191253056-74D3-CA78A15B8"}

AES/ECB/PKCS5Padding算法中data加密前的原始数据是一个16位随机字符串+
“&”+json格式数据， id是应用程序内部的用户id，建议值与新增用户事件中的
userid保持一致。
gs2yHlkZMWhNBjJC&{ "id": "20210810191253056-74D3-CA78A15B8"}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给用户所在用户组或组织机构授权该应用时，会触发该接口调用。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是否新增用户成功。

----结束

更新用户

更新用户的请求消息体参数eventType为UPDATE_USER，数据格式如下：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表 3-12 更新用户事件数据参数说明

参数名 固定参
数

类型 描述

id 是 String CREATE_USER事件ISV应用程序返回给MIW的用
户id

name 否 String 用户姓名、昵称

disabled 否 Boolea
n

是否禁用（false 表示帐号未禁用，true 表示帐
号已禁用）

username 是 String 用户帐号，企业管理员的username与
projectname相同

mobile 否 String 用户手机号

email 否 String 用户邮箱

organizatio
nId

是 String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ISV应用程序返回
给MIW的组织机构id

tenant 是 String 用户所属企业管理员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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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固定参
数

类型 描述

userid 是 String 用户 id（主键，全局唯一）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应用程序更新用户信息。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该事件的响应消息体样式与“新增用户事件”的“响应消息体构造”完全相同。

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MIW 用户信息更新时，如变更手机号、邮箱、姓名等，调用该接口同步用户信息。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更新用户信息是否成功。

----结束

删除用户

删除用户的请求消息体参数eventType为DELETE_USER。

步骤1 请求消息处理

删除用户事件请求消息数据字段，执行解密后的内容如下：
{
    "id":"20210810191253056-74D3-CA78A15B8",
    "userid": "1d828f96864f44f38da7ef9cae7516d7",
    "tenant":"ff80818117b7dead0121b9934e330204"
}

字段说明

● id ：应用程序创建用户成功后，生成的用户id，默认与新增用户事件中的userid
一致。

● userId：用户id。

● tenant：企业管理员id。

应用请求消息处理建议

删除应用用户相关信息。

步骤2 响应消息体构造

删除用户的响应消息体是固定格式和内容，不涉及加密过程，如下：
{
    "code": "200",
    "message": "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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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集成开发验证

回调接口触发方式：

将用户从应用所在的用户组、组织机构中移除。

验证方式说明

● 回调接口调用和响应是否成功。

● 应用是否将 id 对应的用户删除。

----结束

存量用户数据迁移

应用程序中的存量用户数据可以通过如下2种方式迁移到MIW。

方式一：使用MIW的导入用户功能

将应用程序中的存量用户数据批量导入MIW，此时MIW会向应用程序发送“新增用
户”事件，应用程序根据如下流程处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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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MIW系统中用户帐号和手机号均是必填且唯一，所以应用程序中的存量帐号
在导入MIW之前，应用供应商应先通知客户补全用户帐号和手机号。

● 导入客户维护好的帐号信息到MIW，MIW新增用户成功后，会推送新增用户事件
到下游应用程序。

● 下游应用程序收到新增用户事件，根据手机号或用户帐号判断用户是否存在，如
果用户已经存在，则更新用户信息后返回，如果用户不存在，则直接新增一个用
户后返回。

说明

● MIW中用户帐号是租户内唯一，手机号是全局唯一。

● 集成开发验证是根据手机号或者用户帐号进行用户关联，伙伴可以任选其一，建议手机
号是必选且唯一的伙伴，选手机号识别用户身份。

方式二：

应用程序可调用MIW开放的用户导入接口实现数据迁移。

3.3 身份认证开发
身份认证“免登”是指用户登录MIW后，在我的应用页面单击应用，无需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应用程序自动获取用户身份，完成应用登录的流程。MIW支持OAuth2.0
（优先推荐） 和CAS两种身份认证协议，应用程序可按需选择一种协议对接。

3.3.1 OAuth 2.0 协议（推荐）
OAuth 2.0是关于网络授权的开放标准，允许用户通过MIW访问应用，无需将用户名
和密码提供给应用。MIW负责颁发令牌（access_token），每一个令牌授权用户在特
定的时段（MIW令牌有效期默认2小时）内访问特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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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OAuth 2.0 协议认证流程

表 3-13 OAuth 2.0 协议认证流程说明

序
号

流程节点 说明

1 打开应用程序 用户打开“MIW工作台 > 我的应用” ，单击应用卡片，执
行打开应用操作。

2 重定向到应用
登录地址

重定向地址：{{ app_login_url }}?
tenant=abcxxxxx&code=abcxxx
说明

● tenant：企业管理员id。

● code：身份认证的授权码，有效性5分钟，且只能使用一次。

3 查询
domainName
clientId
clientSecret

应用访问数据库，根据tenant值查询domainName等信息，
应用在新增企业管理员时获取并保存在数据库。

4 获取
access_token

拼接code domainName clientId clientSecret等信息得到
access_token获取地址并调用。

5 返回
access_token

校验通过后，返回access_token。

6 获取用户信息 拼接domainName得到获取用户信息地址，携带
access_token调用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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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流程节点 说明

7 返回用户消息 access_token校验有效后，返回用户信息。

8 创建会话，返
回 Web 资源

校验用户信息通过后，应用创建会话，并返回web资源给用
户端浏览器，用户完成应用打开操作。

9 更新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有效期2小时，应用须定期执行更新操作，确
保用户可以使用应用。

10 返回
access_token

返回更新后的access_token，更新后的accesss_token有效期
是30天。

 

参考OAuth 2.0协议认证流程图所示，应用集成开发共5个步骤。

步骤1 响应应用回调事件

开发应用回调URL，获取MIW认证中心提供的tenant和授权码code参数值。

表 3-14 回调 URL 参数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

请求地址 {{ app_login_url }}?tenant=abcxxxxx&code=abcxxx

请求方式 Get

 

须知

{{ app_login_url }} 是表1 认证参数配置中配置的参数应用回调URL。

步骤2 查询应用数据

根据tenant查询数据库clientId、clientSecret和 domainName值，应用在新增企业管
理员时获取并保存在数据库。

步骤3 获取 access_token

基于上一步获取到的domainName拼接访问地址，使用clientId和clientSecret通过
Base64编码后得到请求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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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请求 access_token 参数

请求参
数

参数说明

请求地
址

{{ domainName }}/api/v1/oauth2/token?
grant_type=authorization_code&code=xxx
说明

● code使用 响应应用回调事件 获取到的授权码。

● grant_type是认证方式，默认为authorization_code。

请求方
式

Post

请求头 Authorization： {{ authorization }}
import java.util.Base64;

String auth = clientId + ":" + clientSecret;
// 转换为 base64 编码
String base64 = Base64.getEncoder().encodeToString(auth.getBytes("utf-8"));
String authorization = "Basic " + base64;  // 在请求头中替换 {{ authorization }}

 

响应消息体样式：

{
    "access_token":"skiew234i3i4o6uy77b4k3b3v2j1vv53j",
    "token_type": "bearer",
    "refresh_token":"iewoer233422i34o2i34uio55iojhg6g",
    "expires_in":"7200",
    "scope":"get_user_info"
}

响应消息体部分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描述

access_tok
en

String 获取用户信息接口的认证令牌，用于下一步骤获取用户
信息。

expires_in String access_token有效时长，单位秒，默认2小时。

refresh_tok
en

String access_token到期后进行刷新续期，用于更新
access_token步骤。

 

步骤4 获取用户信息

表 3-16 请求用户信息参数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

请求地址 {{ domainName }}/api/v1/oauth2/userinfo

请求方式 Get

请求头 Authorization: Bearer {{ access_to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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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消息体样式：

{
    "id":"20211022015625808-3593-A6276005A",
    "userName":"zhangsan",
    "name":"张三",
    "mobile":"17312341234",
    "email":"12341234@qq.com",
    "projectName":"zuhu001",
    "tenant":"34a59a26e6a24071a9cc7a0526440171",
    "userId":"1d828f96864f44f38da7ef9cae7516d7",
    "organizationCode":10000,
    "organizationName":"zuhu001",
    "role":"user"
}

响应消息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 类型 参数说明 描述

user String 用户帐号 用户帐号，CAS框架固定字段，内容与
username一致。

id String 用户在MIW认
证中心的id

用户在MIW认证中心的id，兼容旧版
本应用字段。

name String 用户姓名、昵
称

-

userName String 用户帐号 -

projectName String 企业管理员帐
号

-

tenant String 企业管理员id -

role String 用户角色 user --代表用户，admin-- 代表企业
管理员。

mobile String 用户手机号 -

email String 用户邮箱 -

userId String 用户id（主
键，全局唯
一）

建议使用userId作为全局唯一标志。

organizationC
ode

Object 组织机构编码 当前用户所属组织机构的编码，与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中的
code字段去除tenant后的内容保持一
致。

说明
纯数字的organizationCode，类型为
Integer，带字符的organizationCode，类
型为String,建议使用Object类型接受。

organizationN
ame

String 组织机构名称 当前用户所属组织机构的名称，与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中的
name字段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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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创建会话，返回Web资源

使用上一步获取的用户信息创建会话，将应用的Web资源返回给用户，用户完成打开
应用操作。

----结束

3.3.2 CAS 协议

集中式认证服务 CAS（Central Authentication Service）是一种单点登录协议，允许
一个用户访问多个应用程序，而只需向认证服务器提供一次凭证（如用户名和密
码），避免重复登录认证，同时降低敏感用户名和密码信息泄露风险。

CAS协议基于在客户端Web浏览器（用户）、应用和CAS服务器（MIW）之间的票据
验证，当用户访问应用，请求身份验证时，应用程序重定向到MIW，MIW验证客户端
是否被授权，如果身份验证成功，向应用传递身份认证票据凭证（ticket）。

图 3-2 CAS 协议认证流程

表 3-17 CAS 协议认证流程说明

序
号

流程节点 说明

1 打开应用程序 用户打开“MIW工作台 > 我的应用” ，单击应用图标，执
行打开应用操作。

2 重定向到应用
登录地址

重定向地址：{{ app_login_url }}?
tenant=abcxxxxx&ticket=abcxxx
说明

● {{ app_login_url }} 是表1 认证参数配置中配置的参应用回调
URL。

● tenant 是企业管理员在MIW的唯一标识。

● ticket 是MIW提供的认证票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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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流程节点 说明

3 查询
domainName

应用访问数据库，根据tenant值查询domainName信息，应
用在新增企业管理员时获取并保存在数据库。

4. 拼接CAS
Server地址

根据上一步查询出的domainName，拼接出CAS Server地
址。

说明

● CAS Server 取值为 {{ domainName }}/api/ams/cas/
serviceValidate

5 获取用户信息 应用携带ticket访问CAS Server地址，获取用户信息。

6 返回用户信息 MIW校验ticket成功后，返回用户信息。

7 创建会话，返
回Web资源

校验用户信息通过后，应用创建会话，并返回web资源给用
户端浏览器，用户完成应用打开操作。

 

参考 CAS 协议认证流程图所示，应用集成开发共 3 个步骤。

步骤1 响应应用回调事件

开发应用回调 URL，获取MIW认证中心提供的tenant和ticket参数值。

表 3-18 回调 URL 参数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

请求地址 {{ app_login_url }}?tenant=abcxxxxx&ticket=abcxxx

请求方式 Get

 

步骤2 获取用户信息

表 3-19 请求用户信息参数

请求参数 参数说明

请求地址 https://imc-jmckdhcj.imc-test-idaas.cn:21006/api/ams/cas/
serviceValidate?service=https%3A%2F%2Fappcuberun.cn-
north-4.huaweicloud.com%2Fmagno%2Frender
%2Fimc__MIW_00000%3Ftenant%3Dadbxxxx&ticket=xxx

请求方式 Get

 

该请求为 serverName+"?service="+{service}+"&ticket="+{ticket} 拼接得到例如：

获取方式为：

1. 应用回调URL=https://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magno/render/
imc__MIW_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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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步骤1”接收到 tenant，根据 tenant 查询出的 domainName=https://
imc-jmckdhcj.imc-test-idaas.cn:21006

3. serviceName 为 domainName+‘/api/ams/cas/serviceValidate’拼接。则该
事例中 serviceName= https://imc-jmckdhcj.imc-test-idaas.cn:
21006/api/ams/cas/serviceValidate

4. service 为应用回调URL+tenant拼接而成，并进行urlEncode编码。

该事例中应用回调URL+tenant=https://appcuberun.cn-
north-4.huaweicloud.com/magno/render/imc__MIW_00000?tenant=adbxxxx
service=urlEncode(应用回调URL+tenant)=https%3A%2F%2Fappcuberun.cn-
north-4.huaweicloud.com%2Fmagno%2Frender
%2Fimc__MIW_00000%3Ftenant%3Dadbxxxx

5. 加上 新的ticket，完整的请求为：

https://imc-jmckdhcj.imc-test-idaas.cn:21006/api/ams/cas/serviceValidate?
service=https%3A%2F%2Fappcuberun.cn-north-4.huaweicloud.com
%2Fmagno%2Frender%2Fimc__MIW_00000%3Ftenant
%3Dadbxxxx&ticket=xxx

响应消息体样式：
<cas:serviceResponse xmlns:cas="http://www.yale.edu/tp/cas">
    <cas:authenticationSuccess>
        <cas:user>zhangsan</cas:user>
        <cas:attributes>
            <cas:authenticationDate>2021-11-17T01:37:52.729Z</cas:authenticationDate>
<cas:longTermAuthenticationRequestTokenUsed>false</cas:longTermAuthenticationRequestTokenUsed>
            <cas:isFromNewLogin>true</cas:isFromNewLogin>
            <cas:role>admin</cas:role>
            <cas:organizationName>zhangsan</cas:organizationName>
            <cas:organizationCode>10000</cas:organizationCode>
            <cas:name>张三</cas:name>
            <cas:mobile>+86-15850239301</cas:mobile>
            <cas:id>20211109203012623-71FF-C25CC9BA3</cas:id>
            <cas:userName>zhangsan</cas:userName>
            <cas:projectName>zhangsan</cas:projectName>
            <cas:userId>06892d0cd92043f8b605bce3ef2ef62e</cas:userId>
            <cas:tenant>0d4b7247300090280f82c00c12844000</cas:tenant>
            <cas:email>xxxx@huawei.com</cas:email>
    </cas:attributes>
</cas:authenticationSuccess>
</cas:serviceResponse>

响应消息体参数说明：

参数名 参数说明 描述

user 用户帐号 用户帐号，CAS框架固定字段，内容与
username一致。

role 用户角色 user --代表用户，admin-- 代表企业管理
员。

organization
Code

组织机构编码 当前用户所属组织机构的编码，与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中的code字
段去除tenant后的内容保持一致。

organization
Name

组织机构名称 当前用户所属组织机构的名称，与
CREATE_ORGANIZATION事件中的name字
段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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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 参数说明 描述

name 用户姓名、昵称 -

mobile 用户手机号 -

id 用户在MIW认证中心
的id

用户在MIW认证中心的id，兼容旧版本应
用。

userName 用户帐号 -

projectName 企业管理员帐号 -

userId 用户id（主键，全局
唯一）

建议使用userId作为全局唯一标志。

tenant 企业管理员id -

email 用户邮箱 -

 

步骤3 创建会话，返回Web资源

使用上一步获取的用户信息创建会话，将Web资源返回给用户，用户完成打开应用操
作。

----结束

3.3.3 C/S 架构应用身份认证流程
C/S架构应用仅支持OAuth2.0协议进行身份登录认证。

C/S架构应用认证流程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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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C/S 架构应用认证流程

表 3-20 C/S 架构应用认证流程说明

序
号

流程节点 说明

1 打开应用程序 用户打开“MIW工作台 > 我的应用” ，单击应用图标，执
行打开应用操作。

2 唤醒C/S应用程
序的本地客户
端

通过自定义协议，唤醒C/S客户端，并携带认证参数：
{{protocol}}://?
action=open&tenant=abcxxxxx&code=abcxxx。

说明

● tenant：企业管理员id。

● code：身份认证的授权码，有效性5分钟，且只能使用一次。

3 C/S应用程序客
户端发送参数
到C/S应用程序
服务端

客户端将tenant、code发送到C/S应用程序的服务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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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流程节点 说明

4 查询
domainName
clientId
clientSecret

C/S应用程序的服务端应用访问数据库，根据 tenant 值查询
domainName 等信息，应用在新增企业管理员时获取并保
存在数据库。

5 获取
access_token

拼接 code domainName clientId clientSecret 等信息得到
access_token 获取地址并调用。

6 返回
access_token

校验通过后，返回access_token。

7 获取用户信息 拼接domainName得到获取用户信息地址，携带
access_token调用该地址。

8 返回用户消息 access_token校验有效后，返回用户信息。

9 创建会话，返
回 Web 资源

校验用户信息通过后，应用创建会话，并返回web资源给用
户端浏览器，用户完成应用打开操作。

10 更新
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有效期2小时，应用须定期执行更新操作，确
保用户可以使用应用。

11 返回
access_token

返回更新后的access_token，更新后的accesss_token有效期
是30天。

 

应用集成开发步骤与OAuth 2.0协议（推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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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成验证与评审

应用与MIW集成自验证（海顿平台）参考文档：【参考链接】。

应用与MIW集成验证测试要求，开发过程中可参考验证点。

步骤1 注册海顿平台，华为云发放测试要求和用例

● 使用华为云企业帐号注册海顿平台：【注册链接】。

● 应用开发商在海顿平台添加项目经理、测试工程师等角色，并将华为云帐号&相关
角色的IAM子帐号发给MIW接口人。

● 在海顿平台创建空间，并邀请应用开发商加入验证空间，进入下一步。

步骤2 应用开发商在生产环境完成验证，测试过程录入海顿平台

● 应用开发商参照MIW集成自验证参考文档，完成集成验证并录入测试结果。

● 测试过程中问题录入海顿平台“验证中心-问题管理”。

● 测试问题闭环后，在海顿平台生成测试报告并提交审批，进入下一步。

步骤3 测试报告评审通过后，走应用发布流程

● 应用上架MIW后，应用开发商保证环境的稳定运行，华为云对上架应用进行拨
测，不满足要求的应用需下架整改。

● 已交付给客户的应用，应用开发商应提供不中断升级服务，如果升级过程需要中
断服务，请提交给华为接口人进行备案；执行升级前需提前通知客户，并在夜间
闲时执行升级。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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