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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中管理用户
身份和访问
用于保护云部署中用户和数据的用户配置和
访问控制
云计算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与各部门、合作伙伴、客户和企业生态

目录

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共享服务和信息。因此，云部署成功与否取决
于能否安全高效地管理个人对资源的访问并避免数据丢失或数据损

1.在云中和云之间实现可扩展性易用
性和配置的平衡

坏。从法律法规角度而言，您必须有能力控制、监控和报告哪些人
正在访问哪些基于云的资源及其访问目的。但是数千乃至数百万个

2.实施联合单点登录，保护对基于云
的服务的访问

个人标识的管理工作，让大多数 IT 部门都不堪重负。IBM 可以提供
帮助。IBM 解决方案可帮助客户联合并集中管理细粒度的访问策

3.为基于云的用户获取完整的生
命周期身份和访问管理

略，在云中通过安全服务实施这些策略。除增强云安全性之外，IBM
解决方案还可以帮助降低管理成本、确保合规性，提高业务环境中
的协作成效。

4.入门 - 评估云安全性和隐私风险
5.为何选择 IBM？

在云中和云之间实现可扩展性、
易用性和配置的平衡
在将关键工作负载和应用外包至云方面，企业必须为适当人员提供要
执行工作或任务所需工具和信息的适当访问权。但要在安全性和易用
性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绝非易事。当数百万名用户需要访问基于云的
资源时，用户配置（和取消配置）必须简单、高效且可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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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的身份和访问管理 (IAM) 解决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难
题，并且包含云环境和传统计算环境，因此，您不必管理两

实施联合单点登录，
安全访问基于云的服务

套凭证。通过 IAM 解决方案，您可以设置并实施策略，确
定哪些人可以在何时从何地访问哪些信息，以及在设定的时

要在组织的业务生态系统中通力协作，企业就必须将其应用
访问权扩大至合作伙伴、客户与消费者群体。虽然在传统 IT
环境中可能已经确立并且自动执行了身份和访问管理 (IAM)
实践，但是云可以将服务、应用和资源扩大至更广泛的用户

间段内可以访问的信息量。一旦确立凭证之后，经过授权的
用户就将具有单点登录访问权。一段时间之后，您可以使用
此解决方案来重新确认所有授权，并根据需要立即撤销这些
授权。另外，还应提供一些工具来监控、报告和主动预防策

群，包括来自可信和不可信外部位置的员工、客户和合作伙
伴。各组织需要能够将基于云的应用与内部应用捆绑在一
起，便于用户通过单点登录轻松访问这些应用。联合身份管

略违规。防范特权用户威胁尤为关键，因为无论是有意还是
无意，内部人员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破坏。

理提供了一种安全且可扩展的方法，用于在云中和传统计算
基础架构内管理身份和访问权。

IBM 面向云的身份和访问管理解决方案可以应对各种挑战和
业务需求，包括：




IBM 联合身份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简化生命周期管理和对云
中内部及外部用户的访问控制。IBM 解决方案提供基于策略

广泛的用户群，包括访问企业应用和第三方服务的员
工、客户与合作伙伴

的控制方法，可处理不同的用户个人档案，并支持安全、经
授权、经审计且经认证的访问，而不论是从什么地点以何种

数量庞大的用户（面向客户社区的云访问可能涉及数百

方式连接到利用云交付的应用和工作负载。通过提供联合方
式，最终用户能够无缝登录至这些应用，而不必提供多个用

万的用户）




户标识和密码。联合方式还支持企业更高效地管理云基础架
构中的各种身份，同时保持用户数据的机密性。基于诸如

应用于不同环境以及敏感数据和非敏感数据的各种需求
和访问控制（例如，旨在获取未来产品设计的采购访问
权与邀请客户参加即将举办的市场活动）

SAML、Open ID 和 OAuth 等开放式标准，IBM 解决方案
支持安全而灵活的业务协作。集成的密码自助式功能支持用

有限的资源、紧缩的预算和不希望只是为云复制现有 IT

户轻松在线重置自己的密码，而无须帮助中心人员的帮助。
这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增强用户体验并减少帮助中心

安全基础架构的要求


来电数量，最终节省了成本。

全面的安全措施，满足法规合规性要求，并帮助预防高
成本的、有损声誉的系统违规

2

白皮书执行摘要

IBM 软件
IBM Security

IBM 身份和访问管理解决方案基于开放式标准，可提供以下
功能：




对云中的应用和数据的访问和授权控制



基于角色的身份和访问管理，使用户角色与其访问功能
保持一致，包括基于云的用户和应用

单点登录，通过单一的标识和密码访问多个基于 Web
的应用和云应用



用户自助服务，用于身份创建和管理（即，密码重置）



为传统和基于云的用户及应用提供一致的身份和访问



应用


跨所有应用、数据源、操作系统甚至是公司界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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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管理和实施访问控制策略


IBM 可以根据已确立的企业安全策略来验证身份和访问实

跟踪和记录用户活动、报告违规行为，并证明符合各

践，帮助您通过云创造新的商业价值来源。云安全损害会对
业务关键型运营造成负面影响，使用户和敏感数据暴露于风

种策略，例如“职责分离”策略


险之中。虽然安全漏洞并不是云环境所特有的现象，但是云
计算的某些特征可能会使它们更加难以处理，这些特征包

为快速部署和快速实现价值奠定模块化的基础，随着
时间推移，可通过增加其他安全措施来加以强化

括：


为基于云的用户获取完整的
生命周期身份和访问管理
企业需要在云中和云之间以自动化方式集中管理用户、认
证、访问、策略和配置。这些功能有助于满足合规性需
求、降低运营成本、增强安全态势，并提高运营效率。面
向云中的完整生命周期身份管理的 IBM 软件可以管理、
保护和监控用户对资源的访问，并提供合规性审计。这些



对基于云的用户身份的完整生命周期身份管理（“从创



建到注销”）
为基于云的管理员监控、控制和报告特权身份（即，

多租户 - 使策略、治理和用户管理能力更加复杂，这些
用户需要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具有不同的数据访问需
求
虚拟环境 - 云是高度虚拟化的环境，虚拟安全性是一个
相对不成熟的领域



功能包括：



安全事故和事件管理，用于云环境和传统环境中用户及
其活动的合规性报告与审计

安全性管理方法


最终用户能够以桌面单点登录方式登录至客户机/服务器

系统和数据库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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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高、服务执行迅速 - 虚拟映像一旦损害，就可能需
要数十次配置才能发现和纠正问题

IBM 了解这些挑战，并且应用其全面的战略、研究、服
务、解决方案和经验来帮助客户以安全的方式接纳云计
算。与 IBM 协作管理云中的身份和访问具有的优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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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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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更低
可视性和可控性得到增强
可扩展性和用户效率更高
配置更灵活
审计流程更快完成

关键的第一步是，IBM 专家可以执行云安全评估，帮助发
现安全和隐私风险，并将当前安全状态与行业最佳实践和
内部目标进行比较。通过对云安全控制、机制和架构的深
入了解，IBM 评估专家可以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用于弥
补安全漏洞，改善云的整体安全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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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已在自身业务的重要部分中采用了云计算，持续对安

其他公司、产品或服务名称可能是其他公司的商标或服务标记。

全计划投入了大量资金，能够将其掌握的云安全知识和整
体性方法传授给客户，快速执行，并快速实现投资回报。

本出版物中所提到的 IBM 产品和服务并不暗示 IBM 将在所有 IBM 已开
展业务的国家或地区中提供这些产品或服务。

IBM 知道，身份和访问管理对于构建和维护安全且可审计
的云至关重要。请让我们帮助您解决各种大型云用户社区
所存在的挑战。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安全性与易用性
的平衡，可简化云计算环境中存在的复杂用户个人档案和
访问需求的管理过程。

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 IBM Security 的更多信息，请与您的 IBM 销
售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联系，或者访问以下 Web 站
点：ibm.com/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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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法律意见，也不陈述或保证其服务或产品确保客户遵守法律或法
规要求。

请回收利用

此外，IBM 全球融资部可帮助您以最经济实惠的战略方式
获取企业所需的 IT 解决方案。我们将与信誉良好的客户协
作定制 IT 融资解决方案，帮助您实现业务目标、有效管理
现金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IBM 全球融资部是您为关键 IT
投资融资并推动业务发展的最明智的选择。有关更多信
息，请访问：ibm.com/ﬁ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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