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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白皮书内涉及的专业性的专有名词，在“附录一”中会有详细解释，协助你更深的了解本篇

“白皮书”。 

一、背景概述 

现如今，几乎每个 WEB 应用，都要开发并支持各种登录方式，比如账号密码登录、

OAuth 登录、OIDC 登录、SAML 登录、MFA 登录、单点登录等，而这一部分功能是高度相

似或重复的。如 OAuth 和 SAML 这般需求，则需要研发人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

究、测试。 

1.1 传统做法 

为每个项目都实现一套登录相关的功能代码，如图 

 

图 1.1 传统登录模块开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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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势必会造成以下问题： 

1. 给研发人员带来大量的重复劳动  

2. 增加代码的维护成本  

3. 影响到研发产出效率  

4. 耗费企业的人力成本  

1.2 当前需求 

基于以上问题，开发者切实需要一种能够完美支持多种登录场景并且开箱易用的产品或

者解决方案。 

一、产品介绍 

JustAuthPlus（以下简称"JAP"）是一款开源的登录认证中间件，基于模块化设计，为所

有需要登录认证的 WEB 应用提供一套标准的技术解决方案，开发者可以基于 JAP 适配绝

大多数的 WEB 系统（自有系统、联邦协议）。 

 

JAP 支持任何基于标准 OAuth 协议、OIDC 协议的平台/应用，与开发者实际的业务逻

辑完美解耦，对外提供统一的接入标准，支持多语言版本等。 

 

开发者可无缝对接绝大多数第三方应用或者自有 WEB 系统，快速实现登录模块，提高

开发效率，减少代码维护成本。 

 

简单来说，JAP 是基于 JustAuth 研发的升级产品或者称为专业级产品，JustAuth 解决

的是第三方登录的问题，JAP 解决的是整个登录相关的问题。 

2.1 创作目的 

为所有需要登录认证的应用提供一套标准的解决方案，方便开发者无缝对接其他第三方

应用或者自有的 WEB 应用。 

2.2 主要用途 

方便开发者无缝对接绝大多数第三方应用或者自有的 WEB 应用，快速实现登录模块，

提高开发效率，减少代码维护成本。我们更倾向于让开发者可以基于 JAP 实现自己的 

IDaaS/IAM 系统。Build your own IDaaS/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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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功能 

 

图 2.3 JAP 功能图示 

2.4 产品优势 

JAP 的优势在于易用性、全面性、模块化、标准化和通用性： 

• 易用性：JAP 的 API 沿袭 JustAuth 的简单性，做到了开箱即用的程度。JAP 高

度抽象各种登录场景，提供了多套简单使用的 API，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开发者的学

习成本和使用成本，部分 API 如下：  

 

图 2.4-1 账号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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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社会化账号登录 

 

图 2.4-3 OAuth 2.0 协议的账号登录 

 

图 2.4-4 OpenID Connect 协议的账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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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LDAP 的账号登录

 

图 2.4-6 Http API 的账号登录 

以实现 OAuth 登录为例，未使用 JAP 时的研发流程： 

 
图 2.4-5 未使用 JAP 时开发 OAuth 登录的流程 

 

从上图可以看出，开发人员将会把大多数时间用到“调研 OAuth 技术”阶段，而开发者

对于 OAuth 实现协议一旦理解不够深入或者有偏差，在编码实现阶段，就一定会遇到问题，

进而需要再次调研相关知识，以此往复直到问题解决。而使用 JAP 之后的流程就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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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6 使用 JAP 后开发 OAuth 登录的流程 

开发者不再需要关注 OAuth 的具体实现逻辑，只需要关注 OAuth 应用的创建即可。

通过 JAP 简单的 API 就可以实现完整且复杂的 OAuth 授权流程。 

• 全面性：JAP 全量适配 JustAuth 支持的第三方平台，实现第三方登录。同时也支

持所有基于标准 OAuth2.0 协议或者 OIDC 协议或者 SAML 协议的应用、系统，

同时 JAP 还提供不同语言版本的项目 SDK，适配多种研发场景；  

 
图 2.4-7 支持的第三方登录平台 

• 模块化：JAP 基于模块化设计开发，针对每一种登录场景，比如账号密码、

OAuth、OIDC 等，都单独提供了独有的模块化解决方案；  

• 标准化：JAP 和业务完全解耦，将登录认证相关的逻辑抽象出一套标准的技术解决

方案，针对每一种业务场景，比如用户登录、验证密码、创建并绑定第三方系统的

账号等，都提供了一套标准的策略或者接口，开发者可以基于 JAP，灵活并方便的

完成相关业务逻辑的开发和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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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JAP 提供的标准接口  

• 通用性：JAP 不仅可以用到第三方登录、OAuth 授权、OIDC 认证等业务场景，还

能适配开发者现有的业务系统的普通账号密码的登录场景，基本将所有登录相关的

业务场景都已经涵盖。针对 WEB 应用，JAP 将提供满足各种不同登录场景的解决

方案（和开发语言无关）。  

2.5 技术特色 

JAP 基于模块化分层和行业标准协议开发，依托于开源社区，这些给我们带来如下优势： 

1. 广泛的业界支持：如 RFC6749、OIDC 等协议都是相关领域流行和默认的标准。  

2. 提高技术安全性：标准的协议已经通过大量的业务场景验证，保证了技术方案的成

熟性和安全性。  

3. 提高产品维护性：基于开源的场景确保了各种社区的活跃度，可以更好的解决产品

维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基于模块化的分层结构，便于快速聚焦问题、快速响应。  

4. 提高研发效率：基于开源的场景会有大量的开发人员提供大量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能更快速的找到满足需求的各种解决方案。  

三、项目架构 

为了防止开发者在一开始使用 JAP 时感到复杂，在此对 JAP 的项目架构进行介绍说

明，降低开发者的学习成本。JAP 基于模块化设计开发，每一个模块都对应一类具体的业务

场景，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解决开发者的问题。具体的模块说明，如下：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49
https://openid.net/specs/openid-connect-core-1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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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块说明 

 
图 3.1-1 JAP 模块设计  

• jap-sso：提供单点登录的实现逻辑。JAP 对单点登录做了一定的优化，开发者甚

至只需要一行代码就可开启单点登录功能；  

• jap-core：JAP 核心模块，对 JAP 项目下其他模块（或者周边项目）提供标准的

接口规范；  

• jap-simple：适用于普通账户密码登录，同时提供了“记住我”的功能；  

• jap-social：JAP 集成 JustAuth ，完美适配 JustAuth 支持的所有第三方平台的授

权登录；  

• jap-oauth2：JAP 基于 OAuth2.0 协议（RFC6749），实现的 OAuth2.0 客户端，

可以基于此对接任何支持 OAuth2.0 标准协议的平台，并且基于 JAP 的极简设计

思想，极大的降低了 OAuth2 接入的复杂性；  

• jap-oidc：JAP 基于 OIDC 协议（OpenID-Connect-Core-1.0），实现的 OIDC 客

户端，它可以对接任何支持 OIDC 标准协议的平台，并且基于 JAP 的极简设计思

想，极大的降低了 OIDC 接入的复杂性；  

• jap-mfa：封装实现 MFA 多因素认证，目前内置有 TOTP（Time-based One-time 

Password） 认证；  

• jap-ids：JAP 基于 OAuth2.0 协议（RFC 6749）和 OIDC 协议（OpenID-

Connect-Core-1.0），实现的授权认证服务端（Identity Server，简称“IDS”）； 

https://gitee.com/yadong.zhang/JustAuth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49
https://openid.net/specs/openid-connect-core-1_0.html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49
https://openid.net/specs/openid-connect-core-1_0.html
https://openid.net/specs/openid-connect-core-1_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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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ids-web: 配合 jap-ids 模块使用，提供权限过滤器； 

• jap-ldap: 封装 LDAP 的基本操作，实现 LDAP 用户的登录认证； 

• jap-http-api: 实现 HTTP API 方式的登录认证，支持 Basic、Digest 和 Bearer 等

方式； 

• 更多... 

3.2 模块间的依赖关系 

 

图 3.2 JAP 各模块间的依赖关系（箭头表示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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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业务流程图 

 

图 3.3-1 jap-simple 模块的业务流程图 

 

图 3.3-2 jap-oauth2 模块的业务流程图 



JustAuthPlus                           开源的统一登录认证标准组件- Build your own IDaaS/IAM. 

© 2020-2040 符节科技 版权所有                                                      14 / 20 

 

图 3.3-3 jap-oidc 模块的业务流程图 

 

图 3.3-4 jap-social 模块的”登录”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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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jap-social 模块的” 绑定”业务流程图 

 

图 3.3-6 jap-ids 模块的业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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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jap-ldap 模块的业务流程图 

 

四、JAP 适用的业务场景 

JAP 适用于所有需要登录功能的业务场景。比如： 

• 标准规范：新项目立项，你们需要研发一套包含登录、认证的系统，并且需要一套

标准的、灵活的、功能全面的登录认证方案。  

• 需求灵活：现有登录模块为自研，但是新一轮的技术规划中，你们想将登录认证模

块重构，以更加灵活的架构适应后面的新需求，比如：集成 MFA 登录、集成 

OAuth 登录、SAML 登录等。  

• 力求省事：你们的项目太多（或者是开发语言较多，比如：Java、Python、Node 

等），每个项目都需要登录认证模块，想解决这种重复劳动的问题，使研发人员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业务开发中，提高研发产能和研发效率。  

五、未来规划 

JAP 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后面我们会对 JAP 持续不断的迭代、改进，后面会逐步实现

如下功能：实现 LDAP 授权登录。  

1. 实现 SAML 授权登录。  

2. 实现 Form-based 授权登录。 

3. 实现跨域单点登录。  

4. 开发并发布不同语言版本的 SDK，如：NodeJS、Python、PHP、GO 等。  

5. 基于 JAP 提供一整套统一身份认证的解决方案。  

6. 基于 RBAC、ABAC、PBAC 提供权限管理。 

7.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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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开发者共同参与，一起将 JAP 打造成登录认证领域内人人都在用、人人都可

用的开源技术组件。 

六、总结 

JAP 沿袭了 JustAuth 的简单、全面和易用的设计理念，为登录认证需求提供了一套通

用且标准的技术解决方案，能够适配如账号密码登录、OAuth 登录、OIDC 登录、单点登录

等多种业务场景，基于模块化的架构设计，使得 JAP 可以灵活的适配各种不同的登录相关

的业务场景，为登录认证功能的标准化、通用化、易用化助力。 

 

JAP 将在后续的版本中，围绕登录认证这一核心业务场景，完善相关技术方案、提供更

多的测试用例和功能，使其越来越好用。 

 

JAP 以开源的方式，受惠于开源社区，赋能于开发者。使之成为开发者生态内必不可少

的"基础设施"，以期形成登录场景下的标准解决方案。我们更倾向于让开发者可以基于 JAP 

实现自己的 IDaaS/IAM 系统。Build your own IDaaS/IAM。 

 

 

 

 

七、参考资料 

1. JustAuth · https://github.com/justauth/JustAuth  

2. OpenID Connect Core 1.0 incorporating errata set 1 · https://openid.net/specs/open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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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OAuth 2.0 Authorization Framework ·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749 

4. OAuth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Auth  

5. SAML Wiki · https://wiki.oasis-open.org/security/FrontPage  

6. 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factor_authentication  

7. One-time password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e-time_password  

8. Time-based One-Time Password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based_One-

Time_Password  

9. TOTP: Time-Based One-Time Password Algorithm · https://tools.ietf.org/html/rfc6238  

10. Identity management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dentity_management  

11. 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ghtweight_Directory_Access_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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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我们 

微信交流群 

 
扫码进入 JAP 社群，备注“JAP” 

 

公众号 

 
扫码关注公众号 

 

开发者文档 

https://justauth.plus 

 

开发者社区 

https://discuss.justauth.plus 

 

开源项目 

https://gitee.com/fujieid/jap 

https://github.com/fujieid/jap 

https://codechina.csdn.net/fujieid/jap 

 

邮箱 

dev@fujieid.com  

 

https://justauth.plus/
https://discuss.justauth.plus/
https://gitee.com/fujieid/jap
https://github.com/fujieid/jap
https://codechina.csdn.net/fujieid/jap
mailto:dev@fujie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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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 OAuth：OAuth 是一套标准化的授权协议，通常用于互联网用户授予网站或应用

程序访问其在其他网站上的信息的权限，但不提供密码。OAuth2.0 为 web 应用

程序、桌面应用程序、移动电话和智能设备提供了特定的授权流，安全性方面要比 

OAuth1.0 更优秀。  

• OIDC：OpenID Connect 是在 OAuth2.0 协议之上的一个简单的身份层。它允许

客户端基于授权服务器执行的身份验证来验证最终用户的身份，并以可互操作和类

似于 REST 的方式获取有关最终用户的基本配置文件信息。OpenID Connect 允许

各种各样的客户端，包括基于 Web 的客户端、移动客户端和 JavaScript 客户端。  

• IDS：Identity Server，身份服务  

• SAML：SAML（安全断言标记语言（英语：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简称 SAML，发音 sam-el））是用于 Web 浏览器单点登录的基于 XML 的标准，由

OASIS 安全服务技术委员会定义，用于在不同的安全域(security domain)之间用户

身份验证和授权数据交换。SAML 2.0 可以实现基于网络跨域的单点登录（SSO）， 

以便于减少向一个用户分发多个身份验证令牌的管理开销。SAML 是 OASIS 组织安

全服务技术委员会(Security Services Technical Committee)的产品。更多说明请参考 

https://wiki.oasis-open.org/security/FrontPage。  

• MFA：多因素认证（Multi factor authentication，包含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双因子认证或 2FA），是一种计算机访问控制的方法，用户要通过两种及以上的认

证机制验证通过之后，才能被授权使用计算机资源。MFA 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多层

次的防御，使未经授权的个体访问计算机系统或网络更加困难，从而提高系统安全

性。  

• OTP：一次性密码（英语：One Time Password，简称 OTP），又称动态密码或单次

有效密码，是仅对计算机系统或其他数字设备上的一个登录会话或事务有效的密

码。OTP 避免了与传统（静态）基于密码的身份验证相关的许多缺点。部分实现

如：UKey、密码卡、手机验证码、邮箱验证码等。  

• TOTP：Time-based One-time Password，基于时间的一次性密码  

• IAM：身份和访问管理（Identity and access management，IAM 或 IdAM），也称为

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IdM），是一种策略和技术框架，用于确保企业

中的成员能够适当地访问数据资源。近年来，随着合规要求变得越来越严格和复

杂，身份和访问管理解决方案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  

• IDaaS：身份即服务，可以理解为云化版的 IAM。  

• LDAP：轻量级目录访问协议（LDAP）是一种开放的、与供应商无关的，通过 

Internet 协议（IP）网络访问和维护分布式目录信息服务的行业标准应用程序协

议。  

• JustAuth：一款开源的整合第三方登录的组件。目前已支持 Github、Gitee、微

博、钉钉、百度、Coding、腾讯云开发者平台、OSChina、支付宝、QQ、微信、

淘宝、Google、Facebook、抖音、领英、小米、微软、今日头条、Teambition、

StackOverflow、Pinterest、人人、华为、企业微信、酷家乐、Gitlab、美团、饿了

么和推特等第三方平台的授权登录。 Login, so easy! 

• Form-based：基于表单的形式实现登录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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