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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

方法，编辑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

件，并在Web应用程序启动时添加角色、角色对应

的菜单，当用户对于Web资源发起访问，过滤器判

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若有

则过滤器对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放行，否则阻断

访问。本发明使开发人员不用重新编写代码，只

需要添加或修改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或菜单

配置文件配置就可以实现权限控制的目的；增加

了Web应用程序和Spring Security框架的灵活

性，使业务更容易拓展，角色、权限管理更便捷高

效；用户可以在界面上添加一个角色，在菜单和

权限的配置文件中添加权限，进而在界面上的角

色通过和菜单绑定、控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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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编辑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

步骤2：Web应用程序启动，用户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角色对应的菜单；

步骤3：当用户对于任一Web资源发起访问，则进行下一步；

步骤4：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若有，则进行下一步，否则，

阻断访问，返回步骤3；

步骤5：过滤器对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放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

配置文件用于修改文件记录Web应用程序的菜单和菜单的层级关系。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菜单

和权限的配置文件用于修改文件记录菜单和URI的管理关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

中，通过菜单配置文件添加菜单时，当Web应用程序检测到所述菜单配置文件的md5变更，则

会将文件内容更新到数据库的菜单表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

中，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4.1：过滤器根据用户信息，从数据库中确认对应的角色以及角色下对应的菜单A；

步骤4.2：过滤器从内存中的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的内容中获取菜单A对应的所有权

限的列表B；

步骤4.3：过滤器判断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是否在用户被允许访问的列表B中，若是，则

用户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进行步骤5，否则，阻断访问，返回步骤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2中，所有权限还包括免登权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免登

权限包括以.js、.html、.css结尾的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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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数字信息的传输，例如电报通信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优化的Web

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Web应用程序是一种可以通过Web访问的应用程序，其最大好处是用户可以通过浏

览器很容易的访问应用程序，不需要再安装其他软件。

[0003] 目前，主流的Web应用程序的开发框架一般为Spring框架。Spring是最受欢迎的企

业级Java应用程序开发框架，数以百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人员使用Spring框架来创建

性能好、易于测试、可重用的代码，其被广泛应用于市面上的主流软件中。

[0004] Spring  Security作为一个灵活和强大的身份验证、访问控制框架，用于确保基于

Spring的Java  Web应用程序的安全；在我们进行用户认证以及授予权限的时候，Spring 

Security通过各种各样的拦截器来控制权限的访问，从而实现安全。

[0005] 现有技术中，Spring  Security实现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是通过拦截器解决的。主

流的Spring  Security框架仅支持代码层面权限和角色的绑定，用户若要添加一个角色或

权限，则需要通过开发人员添加代码来完成；另外，Spring  Security框架中需要开发人员

在认证配置中添加角色和权限关系，随后由认证管理器和决策管理器根据开发人员代码中

编写认证配置、进而决定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是否合法。这种实现方式下，若客户要求添加

某一角色或某一权限，开发人员要改认证配置才可以实现，而又因为在开发Web应用程序过

程中，添加角色或菜单是一种常见的需求，这表示现有的运作表示将给开发人员带来大量

的重复编程工作，工作效率低，处理时间长，且错误率上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在实现身份认证和访问控制的过程中，存在大量重复

编程工作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

[0007]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步骤1：编辑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

步骤2：Web应用程序启动，用户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角色对应的菜单；

步骤3：当用户对于任一Web资源发起访问，则进行下一步；

步骤4：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若有，则进行下一步，否则，

阻断访问，返回步骤3；

步骤5：过滤器对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放行。

[0008] 优选地，所述菜单配置文件用于修改文件记录Web应用程序的菜单和菜单的层级

关系。

[0009] 优选地，所述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用于修改文件记录菜单和URI的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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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通过菜单配置文件添加菜单时，当Web应用程序检测到所述

菜单配置文件的md5变更，则会将文件内容更新到数据库的菜单表中。

[0011]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4.1：过滤器根据用户信息，从数据库中确认对应的角色以及角色下对应的菜单A；

步骤4.2：过滤器从内存中的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的内容中获取菜单A对应的所有权

限的列表B；

步骤4.3：过滤器判断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是否在用户被允许访问的列表B中，若是，则

用户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进行步骤5，否则，阻断访问，返回步骤3。

[0012] 优选地，所述步骤4.2中，所有权限还包括免登权限。

[0013] 优选地，所述免登权限包括以.js、.html、.css结尾的URL。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通过编辑菜单配置文件、菜单

和权限的配置文件，并在Web应用程序启动时，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角色对应的菜

单，当用户对于任一Web资源发起访问，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

若有，则过滤器对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放行，否则阻断访问。

[0015] 本发明是对原有Spring  Security框架进行的改进，将Spring  Security框架中的

认证管理器和决策管理器闲置，认证配置对用户访问的所有Web资源放行；客户需要添加菜

单时，开发人员修改对应的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客户需要添加角色时，

则可以直接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及角色对应的菜单，并将数据变更具体落实在数

据库中；当用户访问Web应用程序时，过滤器从数据库中获得用户对应的角色、菜单，并从内

存中读取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中菜单和URI的对应关系，以此判断用户是否有访问某Web

资源的权限。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1）开发人员不用重新编写代码，只需要添加或修改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或菜单配

置文件配置就可以实现权限控制的目的；

（2）增加了Web应用程序和Spring  Security框架的灵活性，使业务更容易拓展，角色、

权限管理更便捷高效；

（3）用户可以在界面上添加一个角色，在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中添加权限，进而在界

面上的角色通过和菜单绑定、控制菜单。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

此。

[0019] 本发明涉及一种优化的Web应用的权限控制方法，经菜单、权限配置和过滤器实现

灵活的权限控制，用户可以通过界面或配置文件灵活处理用户认证和权限控制，而不需要

程序员修改代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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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中，菜单为用户在Web应用程序界面可见的所有可操作模块。

[0021] 本发明中，权限配置为开发人员维护的菜单和URI的对应关系。

[0022] 本发明中，过滤器为拦截器，用于验证用户请求的URI是否合法。

[0023] 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1：编辑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

[0025] 所述菜单配置文件用于修改文件记录Web应用程序的菜单和菜单的层级关系。

[0026] 所述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用于修改文件记录菜单和URI的管理关系。

[0027] 本发明中，菜单配置文件为Permission.xml文件，对其的修改和编辑为本领域技

术人员容易理解的内容，如：

<object>

     <id>Store</id>

     <name>存储管理</name>

     <url></url>

     <type>2</type>

     <code>TEMPLATE_QUERY</code>

     <icon></icon>

     <href>/system/store</href>

</object>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依据需求自行设置。

[0028] 本发明中，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为role.conf文件，通过role.conf编辑菜单和

URI的对应关系，对其的修改和编辑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理解的内容，如：Store=/api/

cluster/disk，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依据需求自行设置。

[0029] 步骤2：Web应用程序启动，用户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角色对应的菜单。

[0030] 所述步骤2中，通过菜单配置文件添加菜单时，当Web应用程序检测到所述菜单配

置文件的md5变更，则会将文件内容更新到数据库的菜单表中。

[0031] 本发明中，步骤2的“角色”事实上是一类用户的总称，例如用户“张三”和用户“李

四”都是“运维管理员”的角色。

[0032] 本发明中，角色对应的“菜单”事实上是指功能模块，如常用的word中存在“开始”、

“插入”、“绘图”等功能模块，此处角色对应的菜单可以依据本领域技术人员的需求自行设

置。

[0033] 步骤3：当用户对于任一Web资源发起访问，则进行下一步。

[0034] 步骤4：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若有，则进行下一步，

否则，阻断访问，返回步骤3。

[0035] 所述步骤4中，过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4.1：过滤器根据用户信息，从数据库中确认对应的角色以及角色下对应的菜单A；

步骤4.2：过滤器从内存中的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的内容中获取菜单A对应的所有权

限的列表B；

所述步骤4.2中，所有权限还包括免登权限。

[0036] 所述免登权限包括以.js、.html、.css结尾的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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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步骤4.3：过滤器判断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是否在用户被允许访问的列表B中，若

是，则用户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进行步骤5，否则，阻断访问，返回步骤3。

[0038] 本发明中，步骤4.1中的用户信息一般是指作为用户唯一标识的用户ID。

[0039] 步骤5：过滤器对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放行。

[0040] 本发明通过编辑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并在Web应用程序启动

时，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角色对应的菜单，当用户对于任一Web资源发起访问，过

滤器判断用户是否具有访问Web资源文件的权限，若有，则过滤器对用户请求的Web资源放

行，否则阻断访问。

[0041] 本发明是对原有Spring  Security框架进行的改进，将Spring  Security框架中的

认证管理器和决策管理器闲置，认证配置对用户访问的所有Web资源放行；客户需要添加菜

单时，开发人员修改对应的菜单配置文件、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客户需要添加角色时，

则可以直接在Web应用程序界面添加角色及角色对应的菜单，并将数据变更具体落实在数

据库中；当用户访问Web应用程序时，过滤器从数据库中获得用户对应的角色、菜单，并从内

存中读取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中菜单和URI的对应关系，以此判断用户是否有访问某Web

资源的权限。

[0042] 本发明中，开发人员不用重新编写代码，只需要添加或修改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

件或菜单配置文件配置就可以实现权限控制的目的；增加了Web应用程序和Spring 

Security框架的灵活性，使业务更容易拓展，角色、权限管理更便捷高效；用户可以在界面

上添加一个角色，在菜单和权限的配置文件中添加权限，进而在界面上的角色通过和菜单

绑定、控制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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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10889126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