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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这个向导将指导您，在ADSelfService Plus中使用自助服务功能，如何委派AD用户账号所需

的权限。 ADSelfService Plus不需要拥有“域管理员”成员资格，就可以重置密码、解锁账

户、更新个人资料或访问任何其他的功能。基于最小特权原则，您只能手动将自助操作所需

的权限委托给用户帐户。

注释: 如果添加域时不提供任何验证细节，ADSelfService Plus将以下方二选一的方式提

供特权：

● 如果ADSelfService Plus作为控制台应用程序安装，并未提供凭证，那么默认使用安

装产品用户的权限。

● 如果ADSelfService Plus作为服务安装，并未提供凭证，那么默认使用运行服务的用

户的权限。

ADSelfService Plus概述

ADSelfService Plus是一款综合的AD自助密码管理和单点登录的解决方案。

核心功能包括:

● 自助密码重置和账号解锁

● 密码和账号过期提醒

● 基于AD的单点登录

● 多平台密码同步器

● 细粒度密码策略加强器

● 员工目录自助更新和企业员工搜索

提供终端用户自助服务，您可以减少帮助台关于密码有关的求助，也可以减少员工停机时间，

不仅节省时间，而且还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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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权限

功能 所需权限

自助密码重置 用户对象重置密码

读取用户对象pwdLastSet

写入用户对象pwdLastSet

自助账号解锁 读取用户对象lockoutTime

写入用户对象lockoutTime

自助更新用户属性 读取用户对象

写入用户对象

显示细粒度密码策略 读取对象msDS-PasswordSettings

读取对象msDS-PasswordSettingsContainer

自助服务邮件组订阅 读取组对象成员

写入组对象成员

NTLM单点登录 创建计算机对象

读取计算机对象

使用登录脚本强制注册 读取用户对象scriptPath

写入用户对象scriptPath

查看删除的用户报表 域管理员组成员

GINA安装 域管理员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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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权限

访问所有ADSelfService Plus功能

为了让用户可以使用所有ADSelfService Plus的功能，您需要授予

ADSelfService Plus服务账号以下权限：

1. 右击ADUC中的域，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委派控制”。

2. 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所需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确定”，之后点击“下一步”。

4. 选择“委派下列常见任务”，“重置用户密码并强制在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读取所有用

户信息”、“修改组成员身份”，之后点击“下一步”。

5. 点击“完成”并重复步骤1-3。

6. 选择 “创建自定义任务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7. 选择“只有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中，选择“用户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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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下一步”，选择“常规”框。在权限框选择“读取”和“写入”，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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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完成”并重复步骤1-3。

10. 选择 “创建自定义任务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11. 选择“只有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中，选择“计算机对象”

和“在这个文件夹中创建所选对象”。

12. 点击“下一步”，选择“常规”框。在权限下，选择“读取”，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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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点击“完成”并重复步骤1-3。

14.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15.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选择msDS-PasswordSettings 对象和

msDS-PasswordSettingsContainer对象。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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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选择“常规”框。在权限下，选择“读取”并点击“下一步”。

17.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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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密码重置

使用这个功能，您需要在ADUC控制台委派“重置用户密码的权限”。按照以下步骤：

1. 右击ADUC中的OU或域，选择“委派控制”。

2. 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ADSelfService Plus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

“确定”。

4.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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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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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选择“用户对象”并点

击“下一步”

7. 选择“常规”和“特定属性”框。.

8. 在权限下面，选择“重置密码”框、“读取pwdLastset”和“写入

pwdLastset”，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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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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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个权限仅允许账号解锁。

注意: 此权限仅允许密码重置。

自助账号解锁

使用这个功能，您需要在ADUC控制台委派解锁用户账号的权限。执行:

1. 在ADUC右击OU或域，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委派控制”。

2. 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ADSelfService Plus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确定”。

4. 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6. 在文件夹仅选择以下对象。在所给列表，选择“用户对象”并点击“下

一步”。

7. 选中“常规”和“特定属性”框。

8. 在权限下，选择“读取lockoutTime”和“写入lockoutTime”框并点击“下一

步”。

9.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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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个权限仅允许自助更新。

目录自助更新

使用这个功能，您需要在ADUC控制台，委派“修改用户属性的权限”。根据以下步骤：

1. 在ADUC右击OU或域，在上下文菜单选择“委派控制”。

2. 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确定”。

4. 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6.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中，选择“用户属性”并点击

“下一步”。

7. 选择“常规”和“特定属性”框。

8. 在“权限”下方，选择“读取”和“写入”框（或者选择需要自助更新的终端用户

“读取”和“写入”的特定属性） 并点击“下一步”。

9. 点击“完成”。



14

显示细粒度密码策略

如果您希望启用细粒度密码策略用户的重置/更改密码屏幕显示准确的密码策略要求，

那么您需要在ADUC中委派“读取用户密码设置对象”的权限。按照以下步骤：

1. 在ADUC右击OU或域，在上下文菜单选择“控制委派”，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

一步”。

2. 点击“添加”选择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确定”。

3. 点击“下一步”。

4.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中，选择 “msDS-

PasswordSettings对象”和“msDS-PasswordSettingsContainer”对象，点击

“下一步”。

7. 选择“常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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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个权限仅允许获取密码策略。

8. 在权限下方，选择“读取”并点击“下一步”。

9. 点击“完成”。

自助服务邮件组订阅

使用这个功能，您需要在ADUC控制台委派“修改组成员的权限”。根据以下步骤：

1. 在ADUC中右击需要修改的组成员的OU或域，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委派控制”。

2. 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并点击“确定”。点击“下一步”。

4.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中，选择“组对象”并点

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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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个权限仅允许邮件组订阅。

6. 选择“常规”和“特定属性”。

7. 在权限下方，选择“读取成员”和“写入成员”框并点击“下一步”。

8. 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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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NTLMv2单点登录到ADSelfService Plus

使用这个功能，您需要在ADUC控制台委派“创建和读取计算机账号的权限”。根

据以下步骤：

1. 在ADUC中右击“计算机”OU或域，并从上下文菜单选择“委派控制”。

2. 在欢迎对话框选择“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ADSelfService Plus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确定”。

4. 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并点击“下一步”。

6.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所给列表，选择“计算机对象”和“在这

个文件夹中创建所选对象”并点击“下一步”。

7. 选择“常规”框。

8. 在权限下方，选择“读取”框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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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个权限仅允许NT LAN Manager (NTLMv2)配置到ADSelfService Plus单点

登录。

9. 点击“完成”。

使用登录脚本强制注册

使用这个功能，您需要在ADUC控制台委派“修改用户scriptPath的权限”。根据以下步骤：

1. 在ADUC中右击OU或域，从上下文菜单选择“控制委派”。

2. 在欢迎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3. 点击“添加”，选择用户账号或服务账号，点击“确定”。

4. 点击“下一步”。

5. 选择“创建自定义任务去委派”

6. 选择“只是在这个文件夹中的下列对象”。在下列列表中，选择“用户对象”

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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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常规”和“特定属性”框。

8. 在权限下，选择“读取scriptPath”和“写入scriptPath框”并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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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个权限仅允许登录脚本路径修改。

9. 点击“完成”。

查看删除用户报表

查看这个报表最低要求是域管理员组成员。

执行GINA安装

从ADSelfService Plus web 控制台执行GINA安装的最低要求是域管理员组成员。

如果域管理员凭证不可用，您可以通过组策略对象(GPOs)或使用系统中心配置管理器

(SCCM)手动安装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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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权限的其他活动

使用服务账号运行ADSelfService Plus和使用本地用户账号启动ADSelfService

Plus必须赋予产品安装文件夹全控制权限。否则，您不能：

● 安装服务包

● 生成报表

● 启动产品

● 申请许可

● 更新仪表板图表

● 备份和恢复数据

● 显示员工照片并提供用户自助更新选项



关于ManageEngine ADSelfServicePlus

ADSelfService Plus是一款综合的AD自助服务密码管理和单点登录解决方案。这个软件提供密码自助服务、密码过期

提醒、自助目录更新、多平台密码同步和云应用程序单点登录。ADSelfServicePlus通过减少密码重置工单缓解IT帮助台压力，

减少终端用户由于计算机宕机带来的停工时间。

获取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manageengine.cn/products/self-service-password/

现在下载30天免费试用

https://www.manageengine.cn/products/self-service-password/download.html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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