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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oerodon 是什么？ 

1.1 开源多云技术平台 

Choerodon 猪齿鱼是开源多云技术平台，是基于 Kubernetes 的容器编排和管理能力，

整合 DevOps 工具链、微服务和移动应用框架，来帮助企业实现敏捷化的应用交付和自动

化的运营管理，并提供 IoT、支付、数据、智能洞察、企业应用市场等业务组件，来帮助企

业聚焦于业务，加速数字化转型。 

Choerodon 使用  Kubernetes 来管理和部署服务。关于  Kubernetes ，请参

考 Kubernetes 概览。 

同时，Choerodon 使用 Spring Cloud 作为微服务分布式系统，并且 Choerodon 还使

用 Spring Boot 进行了通用性模块的封装，例如组织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等；前端

使用 React 作为开发组件。关于 Choerodon 的开发请参考 Choerodon 猪齿鱼微服务

开发框架 开发。 

有关 Choerodon 组件的详细概念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其他概念指南。 

https://kubernetes.io/docs/concepts/overview/what-is-kubernetes/
http://choerodon.io/zh/docs/development-guide/
http://choerodon.io/zh/docs/development-guide/


1.2 为什么要使用 Choerodon ？ 

Choerodon 解决了开发人员和运维人员面临的许多挑战。随着企业或者组织业务模式不断

的互联网化，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软件研发能力的公司或者组织，如何有效的应对开发和运维

之间的关系，提高 IT 部门的总体运作效率，以支撑业务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了我们面临的

重大挑战。 

同时，现代企业或者组织对于软件系统的需求，也在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进步在

悄然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的思潮中，企业或者组织要求： 

1.2.1 零宕机 

部署松耦合的组件，通过冗余来避免故障，零停机的情况下完成升级 

1.2.2 极短反馈周期 

经常发布代码，缩短反馈回路，降低风险 

1.2.3 移动和多设备 

充分利用移动设备，用户能够在多种设备使用，系统能够适应扩展的需求 

1.2.4 设备互联 

互联网连接的设备导致数据量剧增和要求“边缘”的计算能力，需要新的软件设计和实践 

1.2.5 数据驱动 

使用数据，通过更智能的应用向客户提供极致的体验和更高的价值 



Choerodon 采用 DevOps 的原则和敏捷模型来管理软件的开发和运维，可以有效提高软

件交付的质量（比如：提高可用性，提高变更成功率，减少故障等），加快产品推向市场（比

如：缩短开发周期时间和更高的部署频率），并且提高组织的有效性（比如：将时间花在价

值增加活动中，减少浪费，同时交付更多的价值至客户手中），有效地帮助企业或者组织提

升 IT 效能。 

 

Choerodon 是将服务和应用构建在 Kubernetes 上，后端服务使用 Spring Boot 开发，

前端使用 React 开发。Choerodon 分为两类环境，即应用 PaaS 环境和产品 PaaS 环境，

应用 PaaS 环境为主要软件开发区，包括应用构建、敏捷管理、开发管理和持续发布管理等

核心功能；产品 PaaS 环境主要软件运行区，包括测试环境、用户集成测试环境、正式环境

等，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定义。 

1.3 Choerodon 关键特性说明 

1.3.1  协作 

提供工作列表、故事地图、知识管理等协作工具，是贯穿开发、测试、部署的价值链，促进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cooperation


团队成员沟通交流，降低项目管理成本，提高沟通协作效率。 

1.3.2  开发 

以 DevOps 理念为指引，结合精益看板和 Gitlab 的分支管理，提供持续集成的流水线，缩

短应用服务开发周期，同时提高团队效率，高效频繁向测试团队或者用户交付软件新版本。 

1.3.3  测试 

测试管理为用户提供敏捷化的持续测试工具，包括测试用例管理、测试循环、测试分析等，

可以有效地提高软件测试的效率和质量，提高测试的灵活性和可视化水平，最终减少测试时

间，让用户将主要精力放到软件功能构建上。 

1.3.4  部署 

用户可以方便地使用部署功能管理各种使用 Choerodon 开发部署的应用服务，包括应用启

停、状态监控，以及应用服务对应的版本控制、容器管理等，同时还包括应用服务涉及到的

各种资源管理，例如网络、域名、数据库服务、缓存服务等。 

1.3.5 运营 

运营中包含了辅助项目进行管理的各种报表，包括敏捷报表、DevOps 报表、测试报表，可

视化项目进程细节，多维度直观地记录和展示项目，方便用户做出调整。 

1.3.6  平台管理 

基于 Spring Cloud 的微服务应用开发框架，方便快捷的构建应用服务，简化开发，提高 

IT 系统对业务的支撑能力。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development/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test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deploy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report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manager-guide/system-configuration


2 平台概念 

 

2.1 项目(Project) 

Choerodon 中项目是用来组织开发团队，团队在项目中可以进行应用开发，版本发布，应

用部署，应用运营。 

2.2 应用(Application) 

应用是满足用户某些需求的程序代码的集合，可以是某个解耦的微服务或是某个单体应用。

用户可以创建应用，平台会为用户创建对应的 git 仓库以便管理该应用代码。应用是整个

系统最小的实体单位，Choerodon 猪齿鱼中所有的开发、部署，以及运营等都是基于应用

的。 

2.3 应用版本(Application Version) 



应用版本是应用通过一阶段开发，通过持续集成生成的一个可部署的应用增量。 

2.4 环境(Enviroment) 

环境是指一个应用可以被部署的地方。 常见环境有开发测试环境、预生产环境、生产环境

等。Choerodon 自动为您的项目生成一条环境流水线，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调整环境的顺序。

通过环境流水线，用户可以清晰地定义和查看应用版本部署的顺序。 每一个环境对应了一

个 Kubernetes 的 namespace。 

2.5 应用实例(Application Instance) 

部署实例是应用的某版本在具体环境运行产生的实例。 通过 Choerodon，用户可以方便

的选择某一个应用，以及应用对应的版本，然后选择目标环境。同时，Choerodon 会帮助

用户自动的检查部署相关的配置信息，如果检查通过，Choerodon 会自动的将应用对应的

版本部署到目标环境中。 

2.6 负载均衡服务(Service) 

负载均衡服务运行在环境中，是将环境内部的访问请求转发到具体的 1 个或多个应用实例。 

Choerodon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定义应用实例的暴露方式。 

2.7 接入路由器(Ingress) 

接入路由器运行在具体的环境中，将环境外部的请求转发到环境内部的负载均衡服务。 

 



3 系统架构 

3.1 技术架构 

 

从总体技术架构上主要分为以下 4 个方面： 

⚫ 基础资源，主要指硬件基础资源，包括主机，存储，网络等。 

⚫ 支撑组件，Kubernetes 运行在基础资源之上，支撑组件运行在 k8s 或基础资源之上，

多为成熟的数据库，中间件，及工具。 

⚫ 应用框架，主要指基于 Spring Cloud 的微服务框架，提供多种类型的基础框架服务，

以及支撑服务。 

⚫ 业务服务，Choerodon 的业务服务，目前主要包括用户故事，敏捷及 Devops 服务。 

 

 

 

 



3.2 业务架构 

 

如上图所示，业务架构总体上分为以下 3 个部分： 

• 敏捷项目管理，实现基于 Scrum 的敏捷项目管理功能，主要包括用户故事地图、

Issue、Kanban，以及多维度报表分析。 

• 应用开发管理，实现基于 Devops 理论的应用开发管理，主要包括应用管理、应用

模板管理、CI 流水线、分支管理、版本发布管理。 

• 部署管理，基于 K8S 提供持续部署功能，主要包括环境管理、部署管理、服务管

理、对外网络管理。 

 

 

 

 

 

 

 

 

 



4 Choerodon 使用的开源组件 

Choerodon 完全基于开源产品打造。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叙述 Choerodon 使用的开源产

品或者工具。其一，Choerodon 的本身是使用 Spring Cloud 作为微服务架构，运行在 

Docker 上，同时使用 Kubernetes 作为容器管理和编排工具；其二，它以 DevOps 为理

论指导，实现了敏捷的最佳实践。以下我们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Choerodon 使用了哪些开

源产品和工具： 

4.1 微服务应用框架使用的开源工具集 

Choerodon 的微服务应用系统架构由五个不同的层组成，从应用程序代码到所需运行平台

和连接服务。这些应用程序和服务通过一致的调度、编排和监督进行管理，所有这些应用程

序和服务都运行在 K8s 提供的运行环境上。 

 

4.1.1 应用前端 

Choerodon 前端使用 react 和 mobx。 



核心组件有： 

• React：React 是一个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 JAVASCRIPT 库。 

• Mobx：Mobx 是一个功能强大，上手非常容易的状态管理工具。 

4.1.2 微服务后端 

Choerodon 的微服务后端采用 Spring Cloud 作为微服务框架，使用 Spring Boot 作为

开发脚手架。 

核心组件有： 

• Spring Cloud：Spring Cloud 是一个集成了众多开源的框架，利用 Spring Boot 

的开发便利性实现了服务治理、服务注册与发现、负载均衡、数据监控，REST API 

发布方式等，基本囊括了分布式框架所需要的所有功能。是一套易开放、易部署、

易维护的分布式开发工具包。 

• Spring Boot：Spring Boot 是由 Pivotal 团队提供的全新框架，其设计目的是用

来简化新 Spring 应用的初始搭建以及开发过程。该框架使用了特定的方式来进行

配置，从而使开发人员不再需要定义样板化的配置。 

4.1.3 消息中间件 

Choerodon 使用 Kafka 作为消息中间件。 

核心组件有： 

• Kafka：Kafka 是由 Apache 软件基金会开发的一个开源流处理平台，由 Scala 和 

Java 编写。Kafka 是一种高吞吐量的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它可以处理消费者

规模的网站中的所有动作流数据。 



4.1.4 数据服务层 

Choerodon 采用 MySQL 作为关系型数据存储库，Redis 作为缓存库。 

核心组件有： 

• MySQL：Mysql 是最流行的开源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 Redis：Redis 是一个开源的使用 ANSI C 语言编写、支持网络、可基于内存亦可

持久化的日志型、Key-Value 数据库，并提供多种语言的 API。 

4.1.5 运行环境 

Choerodon 运行在 Docker 上。 

核心组件有： 

• Docker：Docker 是一个开源的应用容器引擎，让开发者可以打包他们的应用以及

依赖包到一个可移植的容器中，然后发布到任何流行的 Linux 机器上，也可以实现

虚拟化。 

4.1.6 容器编排 

Choerodon 使用 Kubernetes 作为容器编排和管理工具。 

核心组件有： 

• Kubernetes：Kubernetes 是一个开源平台，用于跨主机群集自动部署，扩展和操

作应用程序容器，提供以容器为中心的基础架构。 

 

 



4.2 DevOps 平台使用的开源工具集 

自动化是整个 DevOps 实现的核心，对应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可以选择开源工具框架。

将 DevOps 工具集环境作为整体服务交付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Choerodon 融合了

多个 DevOps 的开源工具，并且结合自身的能力。DevOps 不同阶段的工具使用不同的编

程语言开发，需要不同的运行环境(OS、数据库、中间件服务器等)。我们选取了如下的工具

集的组合来落地实施 DevOps，并且通过 Choerodon 平台融合能力，将不同的工具融合

到 Choerodon 的 DevOps 流程中，用户仅需简单的配置即可使用，开始敏捷迭代之旅。 

 

4.2.1 计划 

Choerodon 使用自主开发的敏捷管理完成 DevOps 的计划步骤的工作。Choerodon 敏

捷管理的核心是需求，计划和执行。即通过用户故事地图来管理用户故事和发布计划，通过

迭代来管理冲刺，最后通过看板来可视化冲刺的执行。 



 

核心组件有： 

o 用户故事地图：Choerodon 的用户故事地图可以将你的 Backlog 变成一张二维

地图，而不是传统的简单列表。 

o 迭代：迭代可以计划冲刺的用户故事数量、故事点、工时、拆分用户故事等。 

o 看板：Choerodon 的看板是 Choerodon 敏捷管理中执行部分，它的核心作用是

可视化整个迭代的计划执行，并且暴露开发执行过程中的短板或者瓶颈。 

4.2.2 编码 

Choerodon 采用主流的 Git 和 Gitlab 作为代码的管理和托管工具，同时使用 Maven 

作为项目代码的组织和管理工具。 

核心组件有： 

⚫ Git：Git 是一个开源的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可以有效、高速的处理从很小到非常大的

项目版本管理。 

⚫ Gitlab：GitLab 是一个基于 Git 的仓库管理程序，也是一个方便软件开发的强大完整



应用。 

⚫ Maven：Maven 项目对象模型(POM)，可以通过一小段描述信息来管理项目的构建，

报告和文档的软件项目管理工具。 

4.2.3 构建 

Choerodon 在构建阶段，采用 Gitlab CI 作为持续集成工具，Harbor 作为镜像的存放库，

同时 Choerodon 融合了 Gitlab CI 和 Harbor 这两个工具，以实现自动化和版本的控制。 

⚫ Gitlab CI：Gitlab CI 是 Gitlab 提供的一个持续集成工具。主要通过.gitlab-ci.yml 配

置文件管理 CI 过程。 

⚫ Harbor：Harbor 是一个企业级的 Docker Registry，可以实现 images 的私有存储

和日志统计权限控制等功能，并支持创建多项目。 

4.2.4 测试 

Choerodon 采用多个代码检查和测试工具，其中，JUnit 作为后端 Java 代码的测试工具；

Selenium 作为前端测试的工具。 

核心组件有： 

⚫ JUnit：JUnit 是一个 Java 语言的单元测试框架。 

⚫ Selenium：Selenium 是一套完整的 web 应用程序测试系统，包含了测试的录制

（selenium IDE），编写及运行（Selenium Remote Control）和测试的并行处理

（Selenium Grid）。 

4.2.5 部署和运营 

Choerodon 融合使用 Docker、Kubernetes 和 Harbor 作为部署工具。 



核心组件有： 

⚫ Docker：Docker 是一个开源的引擎，可以轻松的为任何应用创建一个轻量级的、可移

植的、自给自足的容器。 

⚫ Kubernetes：Kubernetes 是一个开源平台，用于跨主机群集自动部署，扩展和操作

应用程序容器，提供以容器为中心的基础架构。 

⚫ Harbor：Harbor 是一个企业级的 Docker Registry，可以实现 images 的私有存储

和日志统计权限控制等功能，并支持创建多项目。 

4.2.6 监控 

Choerodon 的监控包括了从用户故事开始到服务的运营全生命周期的状态、反馈、监控等，

帮助开发和运营管理更好的提升效能。 

核心组件有： 

⚫ Zipkin：Zipkin 为分布式链路调用监控系统，聚合各业务系统调用延迟数据，达到链

路调用监控跟踪。 

⚫ Grafana：Grafana 是一个开箱即用的可视化工具，具有功能齐全的度量仪表盘和图形

编辑器，有灵活丰富的图形化选项，可以混合多种风格，支持多个数据源特点。 

⚫ Promethues：Promethues 是由 SoundCloud 开发的开源监控报警系统和时序列数

据库(TSDB)。 

⚫ Micrometer：Micrometer 是一个监控指标的度量类库。 

 

 

 



5 Choerodon 的组织架构 

5.1 组织层次 

Choerodon 中有三层组织层次，即全局层、组织层和项目层。Choerodon 使用三层组织

结构来管理用户、权限、项目、环境资源、菜单，以及其他系统资源和功能。Choerodon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借用的 SaaS 组织管理概念，主要是 Choerodon 应用开发框架为了满

足用户 SaaS 化的需求而设计的，在 Choerodon 的应用开发和运营管理中使用的不多。 

下面我们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Choerodon 的组织层次： 

5.2 全局层 

Choerodon 的全局层中包含了系统的一些基本设置，例如组织管理、菜单管理、全局角色

管理等。另外，在全局层还可以查看 Choerodon 系统中的服务和权限分配等。 

 全局层可以包含多个组织，例如运营组织。 

关于全局的具体操作，请查看用户手册平台管理。 

5.3 组织层 

Choerodon 使用组织来管理用户、权限、项目、环境资源，以及其它系统资源和功能。在

系统中有一个默认的组织运营组织，目前 Choerodon 中所有的服务、功能和资源都定义

在整个组织下面。举个例子，有一个零售公司，想通过 Choerodon 搭建一个基于微服务

的多云应用平台，此平台涵盖了从门店、零售到库存等整个供应链的管理，需要开发门店管

理服务、零售服务、支付服务、库存服务、商品服务等，此时我们可以把整个公司看做一个

组织，将数字服务平台中包含的所有服务放在这个组织下。当然，如何以项目的形式开发，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manager-guide/system-configuration/


我们将在项目层中说明。 

 一个组织可以包含多个项目，例如智能监控。 

关于组织的具体操作，请查看用户手册组织设置。 

 运营组织是 Choerodon 自带的缺省组织，Choerodon 平台上所有的基础服务全部放在组

织下面。例如，用户服务、权限服务、看板服务、Gitlab 服务等。 

5.4 项目层 

Choerodon 通过项目来管理软件的开发，项目属于组织。Choerodon 中项目的含义和现

实项目的含义相似。在组织层我们提到零售公司的例子，需要开发门店管理服务、零售服务、

支付服务、库存服务、商品服务等五个服务，我们有两个项目组来完成五个服务的开发，A 

项目组开发门店管理服务、零售服务、支付服务，B 项目组负责库存服务、商品服务的开发，

我们可以在零售公司组织下创建两个项目，A 项目和 B 项目，在 A 项目中创建门店管理

服务、零售服务、支付服务三个服务，在 B 项目下创建库存服务、商品服务两个服务。当

然，根据具体的业务系统来定义项目，例如多云应用平台项目，在此项目下创建门店管理服

务、零售服务、支付服务、库存服务、商品服务等五个服务。 

关于项目的具体操作，请查看用户手册项目设置。 

 

6 Choerodon Agent 

6.1 简介 

Choerodon Agent 是猪齿鱼持续交付部分的一个核心组件，通过主动连接  devops 

service (部署服务)，并与 Kubernetes 集群进行直接交互。 本组件全部基于 Go 语言实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manager-guide/manager-center/
http://choerodon.io/zh/docs/user-guide/settings/


现，轻量高效。作为一个集群环境的代理客户端，负责具体执行应用部署相关部分，通过在

集群中部署一个 Choerodon Agent，并指定猪齿鱼平台的部署服务的链接地址，即可以将

该集群作为一个猪齿鱼平台的部署环境。 

6.2 场景演示 

通过猪齿鱼平台创建三个环境，各个环境对应的 Choerodon Agent 安装脚本可以在任意 

Kubernetes 集群中执行。 在 B 集群中安装一个正式环境对应 Choerdon Agent ，在 A

集群中安装了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对应  Agent。  Choerodon Agent 安装所在的 

Kubernetes 集群对于猪齿鱼持续交付部署服务完全透明，通过平台创建的环境安装成功之

后，即可作为开发的部署环境，成为环境流水线中的一员。 

 

6.3 关键技术及架构 



Choerodon Agent 通过 WebSocket Client 与外部的猪齿鱼部署服务进行连接、执行命

令等交互。内部通过 Helm 客户端与 Kubernetes 集群。 内部的 tiller server 执行 

Chart 安装删除等操作，并且通过 Kube Client 直接对 Kubernetes 各种资源对象进行操

作，监听各资源对象的状态变更。 通过长连接及时通知部署服务。 

 

Choerodon Agent 和部署服务之间的交互采用 Command/response 模式，启动时立即

向部署服务建立连接，接收 Command 执行并返回结果 Repsonse 。 作为 WebSocket 

Client 将 Command 通过 Channel 不断的发送至执行器，执行器 Worker 是一个可伸

缩配置的工作线程/协程池，执行后将结果通过 Channel 给 Websocket client 写回。 



 

6.4 优势 

⚫ 轻量级 

Choerodon Agent 基于 Go 语言实现，启动快速。占用内存小，消耗资源也很少，只需 

Kubernetes 集群中部署相应版本的 tiller 后，通过 Helm 命令一键安装，此集群立即就

可以加入猪齿鱼平台。 

⚫ 安全 

Choerodon Agent 通过 WebSocket 与部署服务交互，执行命令。作为 WebSocket 客

户端，主动连接猪齿鱼平台中的部署服务，不对外界暴露连接。向部署服务连接时指定的 

token 和相关环境信息。 

⚫ 易于扩展 

一个部署服务可以不限制通过 Choerodon Agent 将 Kubernetes 集群部署环境加入平

台，这些环境可以在同一个集群的不同命令空间中，也可以在不同的集群中。 

⚫ 统一标准 

所有应用部署通过标准的 Helm Chart 进行安装、删除更新等，统一标准，方便与其他开



源工具配合使用，减少维护成本。 

6.5 功能 

⚫ Chart 应用安装、删除、回滚、升级、停止、重启 

⚫ 创建 Kubernetes Serivice，Ingress 

⚫ 容器日志 

⚫ 各个 Kubernetes 资源对象状态更新通知 

6.6 优化升级 

⚫ 使接收到的命令持久化，防止服务宕机，导致命令消息丢失。 

⚫ 增加性能监控相关功能接口。 

 

7 安全 

7.1 Choerodon 认证体系 

身份验证的目的是增强微服务和保证微服务之间的通信安全。 

主要负责如下功能： 

⚫ 提供给网关一个统一的认证入口。 

⚫ 提供微服务通信的统一的用户 session 保证。 

⚫ 提供 token 管理系统，用来生成 token 、存储 token 以及撤销 token 。 



7.1.1 架构 

下图介绍了 Choerodon 认证体系的架构。 

 

7.1.2 组成 

7.1.2.1 认证服务器 

认证服务器，即专门用来处理认证的服务器。 

7.1.2.2 资源服务器 

资源服务器，即存放用户生成的资源的服务器。它与认证服务器，可以是同一台服务器，也

可以是不同的服务器。 

在 Choerodon 中，资源服务器主要指系统中的一个个微服务。 



7.1.3 工作流 

认证流程包含三个阶段， 授权阶段，鉴权阶段和使用阶段。 

7.1.3.1 授权阶段 

1. 资源拥有者根据用户名和密码，调用授权服务器。 

2. 授权服务器校验用户名和密码，生成对应的 token 返回给客户端，并将 token 存储

下来，用于之后的鉴权。 

3. 客户端将 token 存储在本地，用于之后每次请求的鉴权。 

7.1.3.2 鉴权阶段 

1. 客户端根据本地的 token 请求资源。 

2. 网关将根据 token 去授权服务器鉴权。 

3. 授权服务器将网关传来的 token 和存储的 token 进行对比，来确定本次操作是否是

合法的。 

7.1.3.3 使用阶段 

1. 鉴权通过，网关将 token 转化成包含用户信息的 JWT token，并将 JWT token 传

给资源服务器。 

2. 资源服务器根据 JWT token 解析成用户信息，执行资源操作。 

7.2 Choerodon 角色控制访问权限(RBAC) 

Choerodon 的对资源的管理是基于角色控制的，并从组织层、项目层和用户层对角色进行



划分。 

包含如下的特点： 

⚫ 基于角色的权限访问控制 

⚫ 基于组织层、项目层和用户层的三层权限体系 

⚫ 自定义角色创建和绑定 

7.2.1 架构 

下图介绍了 Choerodon RBAC 的架构。 

 

7.2.2 工作流 

下图介绍了 RBAC 的流程图。 



 

7.2.3 组成 

Choerodon RBAC 包含资源、角色、用户。同时包含资源与角色的关联，角色与用户的关

联。 

7.2.3.1 资源 

⚫ Choerodon 遵循 REST 原则，视 HTTP-based REST API 为一个或一组资源。 

⚫ 对资源的引用和操作则视为权限。 

⚫ 权限的级别对应全局、组织、项目。 

7.2.3.2 角色 

角色是资源的集合。 

⚫ 角色的级别对应为全局、组织、项目。 

⚫ 角色和资源之间通过 RBAC 关联起来。 

⚫ 一个角色严格遵循只能访问所属资源的原则。 



⚫ 角色支持自定义角色，通过标签将角色和第三方系统进行关联。 

7.2.3.3 用户 

用户是资源的实际使用者。 

⚫ 用户和角色之间通过 RBAC 关联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