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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描述 

MK-PaaS 是企业的技术中台，以企业门户为统一入口，采用平台产品支撑+平台应

用商城的模式，将产品包、内容包、服务包、ISV 解决方案封装为平台应用，构建

全新的企业 OA 生态。MK-PaaS 采用微服务架构，部署可拆可合，可以云端部署也

可以私有化部署；提供统一门户、智能机器人、智能搜索、埋点和用户分析、运维

监控、流程引擎、建模引擎等基座能力。 

统一门户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模版，海量的组件、素材，满足各行业、各场景的诉求；

通过简单的、所见即所得的配置方式，可以配置各式各样的门户，并结合智能门户

实现了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门户展示。智能机器人通过交互的问答场景，自然语言对

话的方式，帮助员工快速获取需要的信息；智能搜索基于框计算的模式，通过一个

输入框触达企业内部所有的办公资料，实现办公入口的简洁化，打造企业用户全新

的办公模式。 

第二章 系统配置流程 

本文档是 MKPAAS 系统配置使用手册，在系统安装部署完成之后，使用三员账号

中的系统管理员和安全管理员对系统进行初始化配置。 三员账号负责功能介绍： 

账号名称 负责功能介绍 

系统管理员

（sysadmin) : 

运维管理，包括系统许可概览信息，安装升级时进行的系统

初始化，数据迁移等操作，手工执行组织架构同步等系统定

时任务操作，可以查看系统运行日志和它自己的操作日志。 

安全保密管理员

（secadmin) : 

维护系统组织架构以及角色权限分配，运维管理包括系统许

可概览信息和可以审计普通用户，系统管理员和安全审计员

的操作日志以及查看它自己的操作日志，系统管理包括安全

管控相关配置。 

安全审计管理员

（secauditor) : 

可以审计安全保密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的操作日志和查看它

自己的操作日志 

*** Tip: 三员账号的初始化密码：Password_1 *** 

MKPAAS 系统的初始化和配置流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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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流程图 

第三章 系统初始化配置 

MKPAAS 的系统数据源，可接入蓝凌软件企业内部系统 EKP／KMS／BMP 系统以

及第三方业务系统。 其配置内容主要包含：对接注册中心，开放 restservice 接口，

初始化 MK-PaaS 配置，发现本系统。 

本文档以接入 EKP 系统为例，描述其配置步骤。其他系统以及第三方系统接入配

置方法相同。 

3.1 EKP 集成配置 

3.1.1 EKP 系统接入注册中心 

进入 ekp-admin.do 中，开启 EKP-Cloud，并对以下内容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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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字段 | 注解 | 
-------- | : ----- | 
发现中心 http 地址 | 填写注册中心所在的 ip 地址+端口号即可。 | 

发现中心服务名称 | 填写注册中心应用服务名称，默认 discovery-center 即可。 | 

注册到发现中心的服务名称 | 填写 ekp 系统注册到发现中心时显示的服务名称，默

认为 origin-ekp，如果需要注册多套 ekp 系统，则此处必须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

origin-bmp 或 origin-kms | 

加密认证密钥 | 根据 bootstrap 配置文件中的 encrypt.key 值进行填写。 | 

端口号 | 填写 ekp 所在服务器设置的端口即可。 | 

允许同步组织架构 | 在进行单点登录时，需要进行同步。 接入多套 ekp 系统时，

只要一套系统开启即可。 | 

3.1.2 EKP 系统开放 restservice 接口 

在 ekp 后台系统-集成管理-Restservice 服务-模块设置-访问策略配置中。 

1. 新建一个匿名策略。 

2. 选择以下服务：门户数据源接口、组织架构接入、组织架构接出、待办数据接

口、待办服务、智能组件接口、任务今日工作同步接口、流程管理今日工作同

步接口、车辆管理今日工作同步接口、日程今日工作同步、计划工作推荐接口、

会议今日工作同步接口、标签服务、ldingAgentRegisterController、

dingCallBackController、dingController、ssoProxyController、EUREKA 协议

适配服务. 

3. 访问控制策略选择‘匿名访问’，可使用的客户端 IP 填写应用服务的 ip 地址。

具体如图所示： 

 

访问策略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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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配置详情页 

3.1.3 MK-PaaS 配置 ekp 接入映射 

1. 进入 MK-PaaS 注册中心服务器对应目录："discovery-center/config/app-

config"下,配置 global.properties 文件。 

2. 添加接入 ekp 系统的映射关系。 

 



 

©Landray 蓝凌 版权所有                                                     第 7 页/共 19 页 

用户手册 

3. 依次重启注册中心服务和 ekp 系统。 

3.2 初始化 MK-PaaS 系统 

【说明】 

初始化操作包括：系统的基础字典，主数据预置枚举类型，内置门户模板，日志

elastic 模板，消息初始化器以及权限机制初始化器等内容。 

因此首次部署 MK-PaaS 系统，MK-PaaS 版本升级或者 EKP 对接 MK-PaaS 有接口

变更升级时，都需要执行此操作。 

【配置说明】 

使用 sysadmin 账号登录 MKPaaS 后台管理，运维管理>安装升级>系统初始化中进

行初始化，具体如图所示： 

Tip：三员账号初始化密码为：Password_1 

 
### 3.3 门户集成发现本系统 【说明】 

门户集成即门户组件数据源来源系统接入配置，目前数据源接入分为三种方式： 1. 

内部接入：本系统和 ekp 系统的组件数据源支持内部接口直接同步。 2. 第三方接

入：支持手动新增第三方系统，通过自定义组件数据源上传。 3. 平台集成：支持

新增平台集成系统，通过界面新增配置组件数据源。 

【配置说明】 

发现本系统，即更新内部接入系统的组件数据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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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户管理-门户集成中，执行‘发现本系统’，将同步 ekp 组件到 mk-paas 中，具

体如图所示： 

 

Tip：MKPAAS 的系统数据源，也支持外部系统接入，不过外部系统需要做相应的
外部接口改造之后，才能支持。 

3.4 EKP 单点配置 

Tips：配置单点之前，需要保障 ekp 和 mk-PaaS 系统具有相同的域名后缀，例如
landray.com.cn。 

• EKP 侧配置 

1. 进入 ekp 系统的 admin.do 配置界面。选择“系统安全”页签，点击“快速配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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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如下： - 秘钥类型：LtpaToken 或 LRToken - 作用域：填写 ekp 域名后面

部分 - 有效期：取默认值即可 - 令牌环名称：取默认值即可，如需要，可自定义。 

- 密钥：自动生成 

2. 配置好，提交，重启 ekp 服务器。 

• MK-PaaS 侧配置 

使用 secadmin 账号登录 MK-PaaS 后台管理，选择“系统管理>安全管控”页签。如

下图所示： 

Tip：三员账号初始化密码为：Password_1 

 

单点配置 

参数说明如下： - 会话作用范围： - 本系统：cookie 只在本系统有效。不用与第三

方系统单点时，采用此方式。 - 多系统共享：cookie 共享其他系统也有效，需要与

第三方系统进行单点时，采用此方式，例如 EKP 单点。 - 会话有效期：默认 360

分钟，即超过 360 分钟后，cookie 过期，与 EKP 单点时，两个系统会话过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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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保持一致。 - 加密类型：默认 LtpaToken，需要与 EKP 配置保持一致。 - 密钥：

与 ekp 的密钥保持一致。 - cookie 名称：与 EKP 的令牌环名称一致。 - cookie 作

用域：与 EKP 的作用域保持一致。 - 是否开启 SSL：MK-PaaS 系统访问域名为

https 时，则开启，否则不用开启。 - 有效时长：LtpaToken 的有效时间，与会话

有效期保持一致。 - 自动更新令牌间隔：默认为 0，即不更新，该配置暂时不起作

用，后续依业务需要启用。 

*** Tips：1，其他单点配置，例如钉钉单点，企业微信单点配置请参考 
https://www.yuque.com/books/share/0d77446f-ef58-496e-8c55-
659f968b8a72?#链接配置。 CAS 单点，竹云单点，IDM 单点配置请参考《系统管

理操作手册》*** 

3.5 数据迁移 

数据迁移是 MK-PaaS 系统提供的一个小工具，用于指定版本升级执行，例如

5.0.3R 版本升级到 5.0.4R 版本时，对部分配置值和权限进行迁移。 

该章节的执行需要结合版本升级手册进行。 

 

系统初始化界面 

第四章 组织架构管理 

组织架构常用于人员的权限管理、文档信息的管理、流程流转等，其设置方式有 2

种：分别为组织架构同步和在系统中创建组织架构。 ### 4.1 组织架构同步 

MK-PaaS 的组织架构可以从 EKP 系统同步过来。具体操作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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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ekp 的 admin.do 页面，选择[集成配置]页签，选择允许同步组织架构。 

 

2. 使用 sysadmin 账号登录 mk-paas 系统后台，进入【系统定时任务】列表，搜

索【组织】，执行【定时同步组织架构信息】定时任务。 

 说明 

• 定时同步组织架构信息：每天晚上 1 点定时执行，定期更新系统组织架构，

可以直接运行组织架构同步定时任务，则马上开始同步组织架构。 

• 定时同步组织简要表信息：该定时任务，每五分钟自动运行，及时更新组织架

构主表信息到简要表中，只有完成以上两个定时任务同步，人员才能正常登录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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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组织架构管理 

1. 使用 secadmin 登录 MK-PaaS 系统，进入“组织管理—行政组织”目录，分别在

机构，部门，岗位，人员，群组列表，新建和维护对应组织人员，如下图所示。 

 
2. 新建业务管理人员，例如：landray，保存。 

 

组织架构详细维护配置，请参考《组织架构操作手册》。 

第五章 角色权限管理 

【说明】 

权限管理，主要设置应用模块管理者和普通用户的权限。给予模块管理者管理模块

功能（如基础数据录入、删除文档等），给予普通用户录入文档功能等。 

权限管理如果有内容更新（例如新增了某个权限），需要在“运维管理>安装升级>

系统初始化”进行系统初始化操作，才能出现最新权限。 

【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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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权限管理后台页面，如下图 

 

5.1 系统重要角色说明 

系统管理权限 

系统管理权限分为不同模块下的子权限，可根据实际应用分配权限给相关人员 

【XX 模块_默认权限】 

每个应用模块都有一个相应的权限项：XX 模块_默认权限，具有此权限项的人员才

可以访问到模块，是模块的基本权限项，一般系统所有的用户都要授予此权限项。 

系统权限查询 

系统权限查询，进入到后台管理中心>系统权限查询，如图 

 

5.2 分配权限 

先建立角色类别，再进行权限分配，方便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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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角色类别管理 

打开角色类别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新建后保存即可 

 

Tip：参数说明 + 新建：创建角色类别； + 编辑：编辑角色类别名称； + 删除：可

删除多余或者废弃的角色类别，支持单个删除和批量删除； 

5.2.2 创建角色分配文档 

1. 权限模块管理员，支持在“权限管理 > 角色权限分配”下，创建角色权限分配； 

 

2. 进入角色权限分配，点击新建，打开角色分配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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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参数说明 + 所属分类：可以在角色类别管理中创建，然后新建角色时，可选

择相应的分类。 

• 用户指派：被授权的用户。 

• 权限分配：选择需要分配给用户的角色。注意，系统（权限）管理员能分配系

统的所有角色，一般用户只能分配自己拥有权限的角色。 

• 继承角色：选择角色分配文档进行授权。注意，系统（权限）管理员能选择到

所有文档，一般用户只能选择自己拥有权限的文档。 

• 可维护者：即该角色的维护人员 

• 描述：可添加对该角色的说明 

5.3 权限查询 

5.3.1 按系统权限查询 

【概述】 

按系统权限查询某个权限分配了哪些角色，哪些员工。 

【查询】 

在系统权限查询列表，支持查看各模块的权限及描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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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项权限，即可进入权限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在权限树中，显示该权限有哪些角色，则这些角色对应的人员会有这项权限。 

5.3.2 按员工查询 

【概述】 

按员工姓名搜索或通过组织架构查找到员工来查询员工具有的权限 

【查询】 

 

员工权限查询 

第六章 附件机制配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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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配置用于门户发布，素材上传等存储，附件预览编辑等功能使用的基础配置，

是系统初始化必须要做的配置操作。 

【配置说明】 

使用机制管理员账号进入后台管理，选择系统管理>机制管理>附件机制，进行附

件存储方式，加密方式，文档预览编辑连接服务配置以及附件目录，大小类型限制

配置。 

1. 加密方式配置 

存储到目标系统中附件是否加密。 + AES 加密：选中加密后，存放到指定路径文件

夹下的附件，在下载到本地的时候将不能进行打开查看，需要修改后缀名后方可进

行打开查看文件 

• 不加密：选中不加密后，存放到指定路径文件夹下的附件，在下载到本地的时

候将能进行打开查看 

2. 存储方式配置 

根据实际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存储方式。目前系统支持文件存储，阿里云对

象存储以及 FastDfs 存储。 

• 文件存储：默认存储方式，附件存储在本系统的附件存储目录下，见第 5 步

的配置。 

• 阿里云对象存储：获取阿里云 OSS 管理控制台 Bucket 账号信息，MKPaaS 侧

具体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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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Dfs 存储：获取安装 fastDfs 服务的 IP 地址和存储组名，MKPaaS 侧具体

配置如下： 

 

  *** tip：fastdfs 服务可以集群部署，则服务列表可配置多个 IP 地址，用逗号

分隔。*** 

3. 文档预览编辑配置 

根据实际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文档编辑连接服务。目前支持 wps 云文档和

wps 中台两种。 

• wps 云文档配置：需要获取安装了 wps 云文档服务的系统服务地址以及应用

ID 和密钥，配置到 MKPaaS 界面上。 

 

• wps 中台配置：需要获取安装了 wps 云文档服务的系统服务地址以及应用 ID

和密钥，配置到 MKPaaS 界面上。 

 

  *** tip：wps 云文档以及文档中台相关信息可以联系公司 wps 服务管理员提

供。*** 

4. 文档格式处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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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wps 中台格式处理，wps 文档中台具有格式处理能力，云文档不

具备该能力。 

– 支持 wps 在线预览服务处理，获取在线预览服务所在 IP 地址配置即可： 

 
5. 存储目录配置 

需要先在服务器中创建一个附件存储目录，然后在该界面，添加已存在的附件目录。 

 

6. 附件大小类型配置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调整 MK-PaaS 系统附件上传大小和类型限制配置，没有特殊

要求，可以采用默认值。 

 

第七章 门户配置 

门户是 MK-PaaS 系统的前端展现，所有业务模块操作的入口。 具体配置请参考

《门户管理操作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