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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DAP 介紹及
工作原理詳解

實務案例

系統維護人員入職新公司後，營運經理將維護的伺服器清單、帳號、密碼、遠

端系統管理卡等相關資訊進行交付。維護人員透過位址、使用者名稱以及密碼

瞭解設備應用環境設定資訊，此時透過機器清單、帳號和密碼嘗試登入系統，

發現大部分機器無法登入。

登入過程中發現大量以 root進行登入，無論是測試環境還是工作環境，為了保

障系統、應用服務安全，都不建議以 root身份登入系統進行操作。

透過伺服器清單發現大部分密碼設定過於簡單，極其容易被攻擊者所破解。同

時使用者權限沒有得到靈活控制，大部分使用者都有 root權限，這在維護中增

加了系統潛在操作的風險。

當系統、應用出現異常時，透過伺服器清單提供的位址、帳號和密碼無法登入

系統，只好透過離職人員取得帳號和密碼進行故障處理，處理時效大大延遲，

且帳號安全無法得到保障。

從以上案例解讀，讀者不難發現帳號管理存在以下問題：

 y 系統帳號身份無法集中管理；

 y 系統帳號權限無法集中控制；

 y 系統帳號授權無法集中管理；

 y 系統帳號稽核無法集中管理；

 y 系統帳號密碼策略無法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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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規避以上問題存在的風險點及維護管理帶來的異常，一般可以透過商業化軟體

以及開放原始碼軟體實現帳號集中管理。由於商業化軟體價格昂貴，此時透過開源

集中帳號管理（OpenLDAP）軟體是不錯的選擇，且它功能強大、靈活性強、架構
成熟，其中的權限控制、存取控制、主機權限策略、密碼稽核、同步機制以及透過

協力廠商開源工具實現高負載高可用等，提供一整套安全的帳號統一管理機制。

使用者透過集中認證管理平臺實現身份、權限的驗證，獲得伺服器授權之後登入系

統及應用管理平臺，此時使用者可自我管理帳號、密碼，且無須管理員干涉密碼修

改，實現使用者帳號自身安全性。使用者透過驗證伺服器取得主機登入策略，取得

OpenLDAP伺服器的授權，從而實現使用者登入主機的靈活控制。

本書將透過三篇一步步帶領讀者瞭解 OpenLDAP及其工作原理和實現方式、安裝
設定、用戶端部署、命令 GUI管理、加密演算法、進階功能模組實現以及企業應
用案例等模組。本章介紹什麼是 OpenLDAP、它的工作原理以及相關術語。

1.1  關於 OpenLDAP

1.1.1  OpenLDAP 是什麼

OpenLDAP是一款羽量級目錄存取協定（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屬於開源集中帳號管理架構的實現，且支援眾多系統版本，被廣大網際網
路公司所採用。

LDAP具有兩個國家標準，分別是 X.500和 LDAP。OpenLDAP是基於 X.500標
準的，而且去除了 X.500複雜的功能並且可以根據自我需求客製額外擴展功能，
但與 X.500也有不同之處，例如 OpenLDAP支援 TCP/IP協定等，目前 TCP/IP是
Internet網路的存取協定。

OpenLDAP則直接運行在更簡單和更通用的 TCP/IP或其他可靠的傳輸協定層上，
避免了在 OSI工作階段層和展示層的消耗，使連接的建立和封包的處理更簡單、
更快，對於網際網路和企業網應用更理想。LDAP提供並實現目錄服務的資訊服
務，目錄服務是一種特殊的資料庫系統，對於資料的讀取、瀏覽、搜索有很好的效

果。目錄服務一般用來包含基於屬性的描述性資訊並支援精細複雜的過濾功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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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OpenLDAP目錄架構

1.2.3  企業級命名組織架構

企業級命名組織架構的範例如圖 1-3所示。

圖 1-3  LDAP企業規劃命名方式

1.2.4  OpenLDAP 的系統架構

OpenLDAP目前是一款開源帳號集中管理軟體，且屬
於 C/S架構（見圖 1-4）。透過設定伺服器和用戶端，
實現帳號的管理，並透過與協力廠商應用相結合，實

現用戶端所有帳號均可透過伺服端進行驗證，例如

Samba、Apache、Zabbix、FTP、Postfix、EMC儲存以
及系統登入驗證並授權。

圖 1-4  OpenLDAP的 C/S架構

1.2.5  OpenLDAP 的工作模型

OpenLDAP的工作模型如圖 1-5所示。

圖 1-5  OpenLDAP的工作模型

其他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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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OpenLDAP schema概念

以下原始碼可用於取得當前系統 OpenLDAP所使用的 schema規範，瞭解當前所使
用的 schema檔，這有助於新增目錄樹中的 entry資訊，如物件類別以及包含哪些屬
性及值，減少新增 entry提示的各種語法錯誤。

[root@mldap01 schema]# cat /etc/openldap/slapd.conf | grep '^incl*'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corba.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core.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cosine.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duaconf.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dyngroup.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inetorgperson.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java.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misc.schema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nis.schema      #定義網路資訊服務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openldap.schema #OpenLDAP自身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ppolicy.schema  #定義使用者密碼規則，例如密碼長度

                                                      及複雜度

include         /etc/openldap/schema/collective.schema

schema在 OpenLDAP目錄樹中承接規範、對 entry所包含的 objectClass以及資料
位元組數、格式等來保證整個目錄樹的完整性。

1.3.2  取得 schema 的途徑

預設安裝 OpenLDAP元件後，系統設定已定義一組常用的 schema檔，這組檔
案一般存放在 /etc/openldap/schema 目錄內，可透過 include 引用。當所定義的
objectClass不存在時，該如何取得 objectClass？下面就介紹如何取得 schema來包
含 objectClass。

1  伺服器自身產生的 schema 檔

透過伺服器自身套件的安裝來產生 schema檔，本節以 sudo為例，示範其過程。

 X 查看套件產生的檔案清單，原始碼如下：

# rpm -ql sudo-1.8.6p3 | grep -i schema

/usr/share/doc/sudo-1.8.6p3/schema.ActiveDirectory

/usr/share/doc/sudo-1.8.6p3/schema.OpenLDAP

/usr/share/doc/sudo-1.8.6p3/schema.i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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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建立 OpenLDAP索引。

透過建立索引（index），提高讀寫效率，這類似於關聯式資料庫中索引的概念。

index objectClass                       eq,pres

index ou,cn,mail,surname,givenname      eq,pres,sub

index uidNumber,gidNumber,loginShell    eq,pres

2.5  OpenLDAP 單節點設定案例

2.5.1  安裝環境規劃

安裝環境的拓撲圖如圖 2-1所示。

圖 2-1  安裝環境拓撲圖

安裝環境要求如下：

 X 環境平臺：VMware ESXi 5.0.0

 X 系統版本：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6.5 (Santiago)

 X 軟體版本：OpenLDAP-2.4.23-32

IP位址及主機名稱規劃如表 2-1所示。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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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 OpenLDAP slapd行程，系統啟動時運行等級。

[root@mldap01 ~]# chkconfig slapd on

[root@mldap01 ~]# chkconfig --list slapd

slapd           0:off    1:off    2:on    3:on    4:on    5:on    6:off

3. 檢查 OpenLDAP服務啟動所產生的 PID檔及參數檔。

[root@mldap01 ~]# ls -l /var/run/openldap/

total 8

-rw-r--r--. 1 ldap ldap 48 Nov 27 08:18 slapd.args

-rw-r--r--. 2 ldap ldap  5 Nov 27 08:18 slapd.pid

4. 檢查 OpenLDAP服務是否正常啟動。

[root@mldap01 ~]# netstat -ntplu | grep slapd

tcp        0      0 0.0.0.0:389              0.0.0.0:*                LISTEN      

1890/slapd          

tcp        0      0 :::389                   :::*                     LISTEN      

1890/slapd

透過 netstat -ntplu命令的運行結果可知，OpenLDAP服務行程 slapd在後端正常運
行，預設 slapd行程使用 TCP協定，預設使用的通訊埠為 389（透過 SSL協定加密
後，slapd行程使用 663埠）。

2.6  OpenLDAP 目錄樹規劃

2.6.1  規劃 OpenLDAP 目錄樹組織架構

要規劃 OpenLDAP目錄樹組織架構，可按以下步驟操作：

1. 將規劃的 DN新增到 OpenLDAP目錄樹中。也可以將如下內容新增至 ldif檔
中，然後透過 ldapadd進行導入即可。

[root@mldap01 ~]# cat << EOF |  ldapadd -x -D cn=Manager,dc=gdy,dc=com -W

dn: dc=gdy, dc=com

dc: gdy

objectClass: top

objectClass: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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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OpenLDAP 命令介紹

3.1.1  OpenLDAP 管理命令

OpenLDAP包含以下管理命令。

 X ldapsearch：搜索 OpenLDAP目錄樹 entry。

 X ldapadd：透過 LDIF格式，新增目錄樹 entry。

 X ldapdelete：刪除 OpenLDAP目錄樹 entry。

 X ldapmodify：修改 OpenLDAP目錄樹 entry。

 X ldapwhoami：檢驗 OpenLDAP使用者的身份。

 X ldapmodrdn：修改 OpenLDAP目錄樹的 RDN Entry。

 X ldapcompare：判斷 DN值和指定參數值是否屬於同一個 entry。

 X ldappasswd：修改 OpenLDAP目錄樹使用者 entry實現密碼重置。

 X slaptest：驗證 slapd.conf檔或 cn =設定目錄（slapd.d）。

 X slapindex：建立 OpenLDAP目錄樹索引，提高查詢效率。

 X slapcat：將資料 entry轉換為 OpenLDAP的 LDIF檔。

3.2  OpenLDAP 命令講解及案例分析

3.2.1  ldapsearch 命令

ldapsearch命令可根據使用者定義的查詢準則，對 OpenLDAP目錄樹進行查找以及
檢索目錄樹相關 entry。後期維護 OpenLDAP伺服器，會經常用到此命令以取得詳
細資訊。

同樣可以透過過濾查詢，設定符合條件的 entry。例如，可以透過 =、>=、<=、~=
進行匹配。也可以透過指定 entry的屬性查詢精確或模糊的 entry，例如，uid、ou
或者 objectClass等都可以進行精確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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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slaptest操作案例。

要檢測資料函式庫的可用性及定義 debug等級，可執行以下命令。

[root@mldap01 ~]# slaptest –d 3 -F /etc/openldap/slapd.d/

backend_startup_one: starting "dc=gdy,dc=com"

bdb_db_open: database "dc=gdy,dc=com": dbenv_open(/var/lib/ldap).

config file testing succeeded

slaptest shutdown: initiated

====> bdb_cache_release_all

slaptest destroy: freeing system resources.

3.2.10  slapindex 命令

slapindex用於建立 OpenLDAP資料庫 entry索引，用於提高查詢速度，減輕伺服器
回應壓力，前提是 slapd行程停止，否則會提示錯誤。

語法：slapindex  [參數 ]

/usr/sbin/slapindex  [-b suffix]  [-c]  [-d debug-level]  [-f slapd.conf]  [-F confdir]

  [-g]  [-n dbnum] [-o option[=value]] [-q] [-t] [-v] [attr[...]]

下面介紹 slapindex常用參數。

-f：指定 OpenLDAP的設定檔，並建立索引。

-F：檢測指定 OpenLDAP資料庫目錄，並建立索引。

3.2.11  slapcat 命令

slapcat命令用於將資料 entry轉換為 OpenLDAP的 LDIF檔，可用於 OpenLDAP 
Entry的備份以及結合 slapdadd指令用於恢復 entry，後面章節也會涉及該命令。

語法：slapcat  [參數 ]

/usr/sbin/slapcat  [-a filter]  [-b suffix]  [-c]  [-d debug-level]  [-f slapd.conf]

  [-F confdir] [-g] [-HURI][-l ldif-file] [-n dbnum] [-o option[=value]] [-s subtree-

dn]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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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伺服器、儲存Web控制整合 OpenLDAP

圖 4-1  Lenovo RD640管理畫面與 LDAP驗證方式的設定

4.1.3  EMC Web 控制台整合 LDAP

資料是企業的命脈，為了保障資料的安全性，大部分企業採用開源儲存軟體保障資

料的安全，也有部分企業購買商業化的儲存設備保障資料的安全。

對於儲存設備的各項變更操作均須登入儲存控制台進行操作，此時需要提供帳號和

密碼進行登入。為了簡化其操作，儲存設備同樣支援以 OpenLDAP使用者作為帳
號驗證伺服器，並使用帳號登入控制台進行維護。關於帳號的安全控制，會在後面

章節進行介紹。本章以 EMC VNX5300儲存為例，示範如何透過 OpenLDAP帳號
登入控制台。操作步驟如下：

1. 透過Windows瀏覽器輸入 EMC控制台位址，然後提供帳號和密碼進行登入，
接著透過管理畫面設定 OpenLDAP用戶端。

2. 選 擇 Settings → Security → User Management → Manage LDAP Domain 進 入
LDAP設定畫面（見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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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透過 EMC VNX 5300控制台新增 LDAP設定

不難發現，上述設定採用的是 OpenLDAP預設明碼埠 389，此埠採用明碼資料傳
輸，在工作環境中是極其不推薦的，可以透過 TLS/SASL執行加密資料傳輸，其使
用 636埠進行交互。關於 TLS/SASL的實現方式，會在第 8章詳細介紹，並講述
目前常見加密類型及原理、加密方式以及如何透過自建 CA憑證授權與 OpenLDAP
結合實現資料加密傳輸。

當 EMC控制台程式加入 OpenLDAP驗證伺服器時，就可以透過 OpenLDAP使用
者登入 EMC儲存進行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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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紅帽 5.x系統版本部署

　

 圖 4-4  圖形設定畫面 圖 4-5  選擇驗證選項

選項的解釋如下：

[  ] Use TLS： 是否開啟TLS加密功能。

Server:  透過OpenLDAP伺服端的位址或者以功能變數名稱形式進行搜索。例如：ldap://ldapserver。

Base  DN： OpenLDAP伺服器的Base DN，例如：dc=gdy,dc=com。

4. 設定完成後，選擇 Quit按鈕退出圖形介面（見圖 4-7），完成 OpenLDAP用戶
端設定。

　　

 圖 4-6  新增 OpenLDAP選項 圖 4-7  完成設定

至此透過 setup/authconfig-tui圖形介面設定 OpenLDAP用戶端就完成了。

3  建立 ldap.conf 用於用戶端查詢 OpenLDAP Entry 資訊

 X 紅帽 5版本使用 /etc/ldap.conf。

 X 紅帽 6及紅帽 7版本使用 /etc/openldap/ldap.conf。

預設用戶端不允許查詢 OpenLDAP Entry資訊，如果需要讓用戶端查詢 entry，需
要新增 OpenLDAP伺服端的 URI以及 BASE Entry，命令如下：

[root@test01 ~]# ldapsearch  -x -ALL 

ldap_sasl_bind(SIMPLE): Can't contact LDAP server (-1)

//預設不允許用戶端取得OpenLDAP伺服端entry，在工作環境部署時，也不推薦讓用戶端具有查詢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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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部署 phpLDAPadmin

1  Windows 用戶端測試

要進行Windows用戶端測試，只需要在瀏覽器上輸入 HTTP伺服端的 IP位址或者
功能變數名稱即可。這裡使用 IP位址來進行測試，如果想以主機名稱或者功能變
數名稱進行測試，只需要在Windows下 hosts檔中新增相應 IP和主機名稱／功能
變數名稱記錄或者透過 DNS完成功能變數名稱解析，如圖 5-1所示。

圖 5-1  從 Windows用戶端測試 Apache頁面

2  Linux 用戶端測試

Linux伺服端自身測試，可以透過 elinks 命令來進行測試。如果當前系統沒有
elinks執行檔，可以透過以下步驟完成。

1. 利用which命令查看已經安裝 elinks命令的機器中取得 elinks命令所在的路徑。

2. 然後透過 rpm -qf命令查看所產生命令的套件。

3. 使用 yum或者 rpm進行安裝，全部原始碼如下：

[root@mldap02 ~]# which elinks

/usr/bin/elinks

[root@mldap02 ~]# rpm -qf /usr/bin/elinks 

elinks-0.12-0.21.pre5.el6_3.x86_64

[root@mldap01 ~]# yum install elinks –y && echo $?

0

[root@mldap01 ~]# elinks mldap01.gdy.com

正常情況下，會出現如圖 5-2所示畫面，表明當前 Apache正常提供服務。否則，
請檢查當前 Apache設定以及 SELinux、防火牆設定。如果防火牆開啟，只需要啟
用 httpd所使用 80埠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