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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描述如何配置单一登录使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管理(CUCM)和活动目录联邦服务
(AD FS) 2.0 (Windows服务器2008 R2)。 这些步骤在Windows服务器2016也使用了与AD FS
3.0，并且他们运作那里。

贡献用斯科特Kiewert， Cisco TAC工程师。

先决条件

要求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管理器●

AD FS基础知识●

为了启用在您的实验室环境的SSO，您需要此配置

有安装的AD FS的Windows服务器●

与配置的LDAP同步的CUCM●

有选择的标准的CCM超级用户角色的一最终用户●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有AD FS的2.0 Windows服务器●

CUCM 10.5.2●

下载和安装在您的Windows服务器的AD FS 2.0

步骤1.导航对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0909并且单击继续
。

第二步： 在弹出窗口，请确保您选择根据您的Windows服务器的适当的下载。

步骤3.移动下载的文件向您的Windows服务器。

步骤4.继续进行安装：

第 5 步：当提示，请选择联邦服务器：

第六步： 一些从属关系可能自动地安装，并且提示您点击芬通社。

即然您有AD FS 2.0已安装在您的服务器，您需要添加某配置。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10909


配置在您的Windows服务器的AD FS 2.0

第 1 步：AD FS 2.0窗口应该打开，在安装后，然而，您能通过单击开始和搜索找到它AD FS
2.0管理。

步骤2。一旦有开放AD FS的窗口，挑选AD FS 2.0联邦服务器配置向导。

第 3 步： 其次，请单击创建一新的联邦服务。



第 4 步：对于实验室环境，独立联邦服务器是满足的。



第 5 步：其次，您询问选择服务器使用的证书。 这如果自动填充，只要服务器已经有一证书。



第六步：如果有在服务器的一个现有AD FS数据库，您需要删除它继续。

第 7 步：最后，您是在您能其次单击的汇总屏幕。

  

导入Idp元数据对CUCM/下载CUCM元数据

步骤1.通过导航下载从您的AD FS服务器的元数据到以下URL
： https://hostname/federationmetadata/2007-06/federationmetadata.xml

步骤2.导航对Cisco Unified CM管理>System > SAML单一登录

步骤3.点击Enable (event) SAML SSO

第 4 步：您可以收到关于需要Web服务器的连接的一警告重置，命中数继续

第 5 步：其次， CUCM提示您下载从您的IdP的元数据文件。 在此方案中，您的AD FS服务器
是IdP，并且我们下载在以上的Step1的元数据，因此其次请单击。

第六步：您询问导入文件。

步骤7.单击浏览>选择从Step1的.xml >点击导入IdP元数据。

https://hostname/federationmetadata/2007-06/federationmetadata.xml


步骤 8您应该收到消息导入是成功的：

步骤9.其次单击

步骤10.即然您有IdP元数据导入到CUCM，您需要导入CUCM的元数据到您的IdP。

步骤11.点击下载信任元数据文件

步骤 12单击“下一步”

步骤 13移动在对您的Windows服务器的步骤12下载的.zip文件并且解压缩内容到文件夹。

导入CUCM Metatdata到AD FS 2.0服务器并且创建声明规则

步骤1.这时，去上一步您的AD FS服务器并且通过单击开始和搜索打开AD FS 2.0管理窗口AD
FS 2.0管理。

步骤2.点击需要的：添加取决于当事人(注意的一委托：如果看不到此，您可能需要关上窗口和
开放它备份。 如果窗口是左开放从联邦服务器向导完成)，此选项不会出现。

第 3 步：一旦有添加取决于Party信任向导的开放，请点击开始。

第 4 步：这里，您需要导入您在步骤13解压缩的.xml文件，因此选择关于取决于的当事人的导
入数据从文件并且浏览到包含文件的文件夹，选择您的发行商的.xml。

Note:为您要使用SSO的所有Unified Collaboration Server遵从上面同样步骤。



步骤5.其次单击

步骤6.编辑显示名称对什么您然后希望其次单击。

步骤7.选择Permit所有用户访问此取决于的当事人并且其次单击

步骤8.其次更加单击

步骤 9在此屏幕，请确保您有开放此取决于的当事人信任的编辑声明规则对话，当向导结束已
勾选时，然后点击Close

步骤 10您应该给如下所示:的窗口当前带来



步骤 11在此窗口，请单击增加规则。

步骤 12对于声明规则模板，请选择发送LDAP属性作为要求并且其次单击。

步骤 13在Next页，请进入声明规则名称的NameID

步骤 14选择属性存储的活动目录

步骤 15选择LDAP属性的SAM帐户NAME

步骤 16流出的声明类型的回车uid

Note:uid不是在丢弃下来列表autofill或出现的选项



步骤 17点击芬通社

步骤18。您应该当前看到您的规则，然而，我们将需要添加另一个规则，因此请单击再增加规
则。

步骤19。使用海关规则，选择发送要求

步骤20。输入声明规则名称(这可以是任何)

步骤21。在海关规则字段，请粘贴以下文本：

c [== “http://schemas.microsoft.com/ws/2008/06/identity/claims/windowsaccountname"]

 =>(Type= “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identity/claims/nameidentifier"= c.Issuer OriginalIssuer = c.OriginalIssuer Value=

c.Value ValueType = c.ValueType[“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identity/claimproperties/format"] =
"urn:oasis:names:tc:SAML:2.0:nameid-format:transient"[“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identity/claimproperties/namequalifier"] =
“http:// <AD_FS_SERVICE_NAME> /adfs/com/adfs/service/trust”

[“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identity/claimproperties/spnamequalifier"] = “<CUCM_ENTITY_ID>");

步骤22。确保您修改有适当的值的两蓝色文本块。

Note:如果对AD FS服务名称不是肯定的，请去本文的注释学习如何idendtify AD FS服务名称
。

注意：CUCM实体ID可以从在CUCM元数据文件的第一条线路被拉。 您将看到如此物
： entityID= " cucm1251.sckiewer.lab"您如此会输入加下划线的值到上面声明规则的相应部分

http://schemas.microsoft.com/ws/2008/06/identity/
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identity/cl
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
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
http://schemas.xmlsoap.org/ws/2005/05/


。

步骤23。点击芬通社

步骤24。单击 OK

Note:声明规则为您要使用SSO的所有Unified Collaboration Server是需要的。

完成启用在CUCM的SSO并且运行SSO测验

步骤1.即然AD FS服务器充分地配置，您可以回到CUCM。

第二步：您应该坐如下所示:的页



步骤3.继续并且选择安排标准的CCM超级用户角色选择的您的最终用户并且点击运行SSO测验
…

第 4 步：也许用大约30秒装载的弹出窗口应该出现，但是您应该最终提交以挑战登陆。

步骤5.输入您在所选的用户的LDAP服务器配置的密码，并且您应该然后看到：

步骤6.点击在弹出窗口的Close然后完成。



SSO在您的实验室当前配置。

排除故障

设置SSO日志调试

要设置SSO日志调试您必须运行此in命令CUCM的CLI ：设置samltrace级别调试

SSO日志可以从RTMT下载。日志集的名称是Cisco SSO。

查找联邦服务名称

您能通过单击开始和搜索为和打开AD FS 2.0管理确认联邦服务名称。

•单击编辑联邦服务属性…
•当在常规选项卡请寻找联邦服务名称时

Dotless证书，当Specifing联邦服务名称

如果收到以下错误消息，当通过AD FS配置向导时，您将需要创建新证书。

“选定证书不可能用于确定联邦服务名称，因为选定证书有一个dotless (短已命名)主题名称(例如，
fabrikam)。选择另一证书，不用一个dotless (短已命名)主题名称(例如， fs.fabrikam.com)，然后再
试一次”。

点击开始并且搜索iis然后打开互联网信息服务(IIS)管理器



点击您的服务器名



点击服务器证书

单击创建自签名证书

输入您为您的证书别名希望的名称



时间是不同步的在CUCM和IDP服务器之间

如果接收错误如下所列，当尝试从CUCM时运行SSO测验，您可能需要配置Windows服务器使用
NTP服务器和CUCM一样。要执行此的进程在注释报道。

“无效SAML答复。当时间是不同步的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和IDP服务器之间时
，这可能导致。请验证在两个服务器的NTP配置。从CLI运行“使用情况ntp状态”检查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的此状态”。

一旦Windows服务器有NTP服务器指定您应该从Idp再获得元数据和上传它到CUCM。然后，如果仍
然收到同一个错误，请去直接地SSO测验并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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