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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M

身份管理与资源调配

业务驱动型身份及权限管理、自动化资源调配
增强企业合规性、提高IT治理水平、提升管理效率
关键优势

概要

••

灵活易用

••

有效节约 IT 成本

••

合规性保障，提高治理水平

••

广泛支持各种目标资源

••

快速适配业务变化

••

可与 AccessMatrix™ 平台套件
进行无缝集成

••

经验丰富的专业化服务团队

AccessMatrix™ 通用身份管理 (UIM) 提供高度灵活与系统性的方法论，基
于业务模型灵活驱动管理，达到对员工电子身份的全生命周期自动化管理、对
员工访问公司各种 IT 资源和系统的流程化自动管控，从而提升企业合规化建
设、 增强企业 IT 治理水平。传统身份管理解决方案往往仅是围绕 IT 需求创建
管理规 则，而忽视业务需求。虽然 IT人员可以提供控制和监督，但在当前众
多业务模式下，业务人员需要更加快速、简便而又不失管控的方式来将不断变
化的业务需求转换到 IT 系统中，而非每次都需要辗转于业务、决策、IT 等众
多部门之间使业务决策不能更好、更快速地落实到系统中。这里的挑战不仅来
自易用性与流程管控相结合之间的矛盾，还来自于业务驱动自动化与合规保障
之间的矛盾。

特点
••

采用由业务模型驱动的角色挖掘
与策略配置

••

灵活的工作流申请和审批管理

••

自动的合规性检查

••

RBAC 扩展管理

AccessMatrix™ UIM 基于通用身份管理方法论与最佳实践，通过业务咨询与
模型建立、自动配置用户、自动管理角色、自动的管理访问策略、以及提供丰
富的自服务功能等途径，大幅缩小 IT 系统与业务需求之间的差距，提高企业
合规性，同时降低运营与实施成本。这意味着，用最低的维护成本就可以匹配
业务的快速变化。
AccessMatrix™ UIM 提供一个业务驱动的策略方法，基于用户组织、岗位、
职责等特征属性挖掘相应的业务角色来管理公司的 IT 资源及其使用权限，并
提供丰富而又灵活的工作流，允许用户通过自服务方式申请临时访问权限。

使用 Access Matrix™ UIM 的主要业务优势：
灵活易用
UIM提供灵活、简便的系统集成配置，并且提供多种业务流程管理和规则引擎
允许灵活地定制解决方案。
有效节约 IT 成本
UIM 提供功能丰富的自服务模块，运行用户通过自服务自行对业务角色、权限
等进行申请、审批与管理。自服务功能模块极大地缩减了管理系统访问权限的
资源。UIM 不仅仅通过缩减管理资源降低了管理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同时通
过对所节省资源的重新部署来创造更多的其他价值。
合规性保障，提升治理水平
UIM 提供实时职责分离（SoD）控制机制，它可以自动识别用户的角色（或权
限）之间的冲突，并自动触发相应的合规工作流，分发到相应审核节点进行研
判与进一步的处理。该方案也要求用户对各种场景的访问请求和角色基本规则
定期进行认真审查与合规性评估。SoD 自动化方案，可有效降低合规风险，提
升企业治理水平。

系统要求

目标资源的广泛支持

••

服务器 OS：MS Windows
Server 2008、IBM
AIX、Redhat、Oracle
Linux、Oracle Solaris

UIM 通用连接器框架支撑与多种类型的目标系统（资源）进行集成，并针对常
用系统提供预集成连接器，通过简单配置便可实现集成。并且UIM 支持针对
特定资源类型提供基于支持传输单元和内容管理的个性化解决方案，实现对账
户、角色等资源的高效、准确、灵活的协调同步与资源配置。

••

应用服务器：Oracle
WebLogic、 IBM WebSphere  
和 Apache Tomcat

••

数据库存储：MS SQL
Server、Oracle RDBMS、IBM
DB2 和 Oracle MySQL

快速适配业务变化
业务驱动的策略模型，能够使IT系统自动适配员工入职、调岗、离职等变化，
同时自动灵活适配组织重组、合并、拆分、收购等业务需求。这将大大提升 IT
系统适应业务变化的效率，无需用户过多参与。在提升其体验的同时，保证业
务连续性，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可与 AccessMatrix™ 平台套件进行无缝集成
UIM 基于 AccessMatrix™ 平台，可与 AccessMatrix™ 平台企业安全类产品
无缝集成。对于 AccessMatrix™ 平台已有用户，只需购买相应许可，便可快
速启用 UIM 通用身份管理解决方案。UIM 基于 SOA 理念设计，可与企业现
有企业总线等架构高度融合。此无缝集成架构可充分提高企业安全管理平台的
灵活性、可扩展性、统一性，以适应组织日益增长、业务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经验丰富的专业化服务团队
安讯奔在身份管理与访问控制领域拥有大量成功案例，培养了大量的专业顾问
与实施团队。专业化服务能够帮助客户诊断现有管理架构与模型，针对客户所
需与最佳实践，制定专业化、高效、易于落地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组件
业务模型驱动的策略配置与管理、灵活多样的工作流程、自动感知系统数据变
化的协同管理以及确保合规性的证明组件等是 AccessMatrix™ 通用身份管理
（UIM）的最重要功能。这些组件及其重要功能包括：
业务模型驱动授权策略配置组件
通过 UIM 业务驱动角色管理方法论，综合业务部门、监管部门、IT 系统等部
门的管理需求与现状，有效挖掘出相关业务角色。使得对权限的自动配置与
SoD 策略能够基于此类业务角色有效创建相关策略。当组织中员工发生变化
（入职、升迁、岗位变化、离职等）时，能够由 UIM 自动调整其在业务系统
中的权限；在组织发生变更时，如组织合并、拆分、重组等，UIM 能够及时挖
掘并调整业务角色，同时协助组织设置相应岗位与职责，使得 IT 系统能够自
动、快速地适应组织变化。
基于工作流的流程管理组件
UIM 提供灵活多样的预制工作流模板，并且提供工作流架构，方便组织灵活地
配置开发符合组织需求的工作流与审批流。UIM 的工作流设计将流程管控与合
规管控作为重点，以适应组织的业务与监管的双重要求。UIM 在员工自服务中
嵌入了对资源和权限申请的管理功能，方便员工申请调整资源权限，同时方便
管理者高效管理审批节点，UIM 为管理者决策提供充分信息。此组件可增强组
织业务处理的自动化、流程化、规范化与合规化。

功能特点

数据协调同步与配置组件

••

灵活的集成架构

••

策略驱动的方法

••

安全审计日志和活动报告

••

HSM 的密钥管理和加密处理

UIM 作为组织的身份管理中心，可提供对已集成系统的身份信息和权限信息的
多项审计服务。UIM 能自动感知已集成系统中相关身份与权限的变化，并及时
发现冲突，根据策略 UIM 自动处理或生成工作流交由相应的管理员处理，从
而提高管理精度，提升审计效率、增强合规性。

••

自动的工作流审批和路径

认证（证明）流程组件

••

管理与分级授权

••

可连接到目标资源系统（操作系
统、数据库、应用程序、云应用
程序）

UIM 作为组织的身份管理中心，可提供对已集成系统的身份信息和权限信息的
多项审计服务。为了提高管理精度，提升审计效率、增强合规性，UIM 需自动
感知已集成系统中相关身份与权限的变化，并及时发现冲突，根据策略自动处
理或生成工作流，并交由相应的管理员处理。此种业务需求，可通过 UIM 的
数据协调同步于配置组件实现。
身份管理架构示意图

安讯奔简介
北京安讯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讯奔”）专注于为全球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高安全敏感环境提供身份管理和应用
安全解决方案。安讯奔是一家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数字身份认证、身份和
访问管理、凭证管理、关键数据的端到端加密等信息安全产品的应用开发及行业推广。公司提供专业的身份保护、移动
保护、数据保护、云保护解决方案，包括统一身份认证、统一身份管理、通用凭证管理、安全单点登录、云认证、移动
应用安全、电子渠道整合等，全方位保护企事业单位的隐私和机密信息。

核心优势
自有知识产权
自主拥有产品的知识产权，并且已经取得专利5件、计算机软件产品著作权证书 14件、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
售许可证4件、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商用密码产品定点生产单位、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等资质证件。
国际领先的技术实力
多项技术指标自 2006年以来连续 10年以优秀的成绩刊登在 Gartner 报告中。
各行各业的成功实践
解决方案已长期稳定地成功部署在超过 50家世界领先金融机构和超过 200家银行，并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知名企业的
信息化建设，包括政府、医疗、制造、电信、能源、航空运输、IT、媒体等，助力企业加强对内对外的信息安全建设，
提高信息化水平，实现高效运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政府部门的充分信赖
自 15年开始承接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直接指导、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CVERC）组织筹划的国家移动
互联网应用安全管理中心（CNAAC）项目，规划并建设了 CNAAC 平台（www.cnaac.org.cn），平台致力于为政
府、企业、个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移动应用环境，为移动应用进行病毒检测、安全评估、安全加固、渠道检测、统一认证
等安全服务。
权威 IT 评价机构的充分认可
荣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企业信用等级评价 AAA 级“中国年度优秀软件产品奖；获得由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中国计算
机产业推进联盟和中国计算机报联合颁发的“中国信息安全领域最佳解决方案奖”；并获得由人民银行旗下《金融电子
化》杂志颁发的“优秀技术创新奖”等诸多荣誉。
实力雄厚的国内外合作伙伴
与新加坡资深身份认证和安全管理（IAM）提供商 i-Sprint 集团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i-Sprint 是全球领先
的身份认证和安全管理（IAM）提供商，已经为亚太市场提供 IAM 安全解决方案超过十年，并且被Citrix 列入支持品牌
目录；与知名生物识别厂商 SenseTime、Face++、BOOMHOPE ( 博宏 ) 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建设统一
生物认证平台方面展开了深度合作。

北京安讯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
首钢国际大厦1509室100082
咨询热线：0756-6322666
www.axbsec.com

安讯奔分公司和办事处
上海-成都-深圳-广州-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