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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产品概述 

感谢您购买博瑞凯德推荐的打印设备管理方案： 

 

司印是一款基于私有云的打印管理平台，为您提供优质的打印管理方案； 

兼容多种品牌和类型的打印设备，提供设备状态监控、文印日志、权限管控、成本分

摊及报表等基本功能；司印在移动/云打印，信息安全监控与审计以及开放整合等方

面，均有独树一帜的特点。 

 

可根据应用场景配置的登录方式，并支持刷卡登录， 

（选配）微信/支付宝扫码登录； 

（选配）微信，支付宝支付/扣费的自助模式； 

（选配）企业微信/钉钉扫码登录； 

（选配）指纹登录； 

（选配）刷脸登录。 

 

打印作业提交除了传统的 Windows PC 驱动打印外，还提供 macOS 一键驱动安装 

（选配）某些品牌打印设备也可提供 Linux 驱动打印（手工安装） 

（选配）支持国产操作系统桌面打印（麒麟V10和UOS），提供一键安装包和统一驱

动 

 

（选配）提供网页上传和邮件方式提交打印任务；提供 AirPrint 打印方式，LPR 打印

方式 

（选配）提供在微信，支付宝，企业微信，钉钉中打印（网页上传模式） 

（选配）提供在企业微信 APP 中的原生打印（在对话或云盘中的文件） 

（选配）提供移动设备的 APP 集成和标准 SDK（需要额外签订保密协议与接口使用

协议） 



 
 
 
 

 

（选配）打印/复印留底, 打印监控和审批, 内容审计等安全输出管理； 

（选配）页眉页脚，水印，规则打印，事件提醒等安全审计功能； 

 

（选配）打印植入隐形水印，通过特殊验证 APP 可查看。复印后隐形水印消失。必须

是彩机彩打。 

 

（选配）打印植入防复印水印。植入水印为灰色均匀块形式（支持定制图样）。复印

后，在色块中反显“印”字，以区别原件与复印件。 

 

（选配）高可用部署 

（选配）分布式部署，云上部署，云上云下混合部署 

 

（涉密版）获得国家保密实验室涉密信息系统资质 

  



 
 
 
 

第二部分：运行环境与约束 

以下所有论述，均以司印云打印 V3.0.0.0 为基础。 

一．运行环境 

司印中央服务器 

客户需要为司印云打印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司印）提供专用的服务器，除防病毒软件

及要求的软件外，服务器上不应安装其他不相关的应用软件。 

 

司印服务器要求(司印 64 位版本，完全安装（大型配置），单服务器不超过 50 万印/

月) 

项目 要求 
CPU 双内存通道的 X86 架构的服务器 

CPU: Intel Xeon E 系列四核以上，主频 2.8GHz 以上 

物理内存 DDR3 16G 以上（如数据库也在同一台服务器上，需要 24G

内存） 

虚拟内存 必须启用，虚存大小建议设定为物理内存两倍 

硬盘 500G 以上（留底需要根据印量和留存时间规划空间） 

网络 100M 以上（建议千兆）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9 标准版及以上 

Windows Server 2016 标准版及以上 

Windows Server 2012 R2 x64 （构建集群需要企业版）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x64（构建集群需要企业版，

MS 已停服，不建议再用） 

应用软件 Web 打印功能（选配） MS Office 2013/2016/2019 （需激

活） 

**服务器的配置根据应用范围，规模和性能要求各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规划。本文只列举

最基本最典型的情况的服务器要求。 

 

司印授权与激活 

司印授权绑定司印中央服务器（Console 模块）所安装的服务器的特征码。特征码由

CPU 特征，主板特征和网卡特征三部分组成。三个特征中有任何一个特征变化将导

致司印授权失效。服务器有多块网卡时，只有全部网卡均变化，才会触发网卡特征变

化。 

 

使用虚拟服务器安装司印，虚拟镜像在宿主机间漂移时，可能会导致司印授权失效。

此种情况需要购买司印增加一个中央服务器授权，使司印可以绑定多组特征码。 



 
 
 
 

 

当正式部署司印的服务器不可继续使用，需要迁移到新服务器时，客户需要填写《司

印服务器更换申请》说明服务器必须更换的理由，以及不再使用原授权的承诺，并签

字盖章后提交我司，获得批准后方可获得新的软件授权。 

 

数据库支持与版本 

建议使用独立服务器安装运行数据库，支持以下数据库：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2012/2016/2017/2019 标准版/企业版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2012/2016/2017/2019 Express 版本（有最大 10G 数据

文件限制，不建议在生产环境使用） 

 

MySQL 5.7（或者各云的 MySQL RDS, 5.7 版本， InnoDB 引擎） 

MySQL 8.0 Community Server（或者各云的 MySQL RDS 8.0 版本， InnoDB 引

擎） 

 

Oracle 9i/10g/11g/12c 

节点服务器要求 

节点服务器要求(司印 64 位版本，Console Proxy + NODE +RADAR 和一种 MFP 模

块，印量不超过 50 万印/月) 

项目 要求 
CPU 双内存通道的 X86 架构的服务器 

CPU: Intel Xeon E 系列四核以上，主频 2.8GHz 以上 

物理内存 DDR3 内存  8G 以上（每增加一种 MFP 模块或者移动打印

模块，需要增加 4G 内存 

虚拟内存 必须启用，虚存大小建议设定为物理内存两倍 

硬盘 500G 以上（留底需要根据印量和留存时间规划空间） 

网络 100M 以上（建议千兆）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19 标准版及以上 

Windows Server 2016 标准版及以上 

Windows Server 2012 R2 x64 （构建集群需要企业版） 

Windows Server 2008 R2 SP1 x64（构建集群需要企业版，

MS 已经停服，不建议再用） 

应用软件 Web 打印功能（选配） MS Office 2013/2016/2019 （需激

活） 

 

 



 
 
 
 

微信/支付宝云认证服务器（ECS 选配） 

项目 要求 

CPU 双核以上，主频 2.4G 以上 

内存 4G 内存 

云存储（硬盘） 100G 

因特网 分配公网 IP（IPv4）； 

10M 带宽以上固定带宽，推荐使用 100M 带宽按流量计费 

操作系统 CentOS 8.0 x64 English 

域名与备案 需要一个子域名解析到公网 IP 

完成域名主体以及云服务商处接入备案 

邮件服务器要求 

提供能支持 SMTP 协议的一个扫描专用发送邮箱，支持 TLS 和 SSL 加密的邮件服务

器。如果需要使用移动打印的邮件打印功能，还需要提供一个专用的打印接收邮箱，

支持 POP3 协议。 

 

司印 PC 打印客户端 

项目 要求 

CPU 双核，主频 2.4G 以上 

内存 4G 以上 

硬盘 C 盘剩余空间 100G 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WIN7，WIN8/8.1，WIN10 操作系统 

Mac OS X 10.10-10.15，64 位版本（需设备驱动支持） 

32 位或 64 位版本 Linux 系统（LPD 方式，需设备驱动支

持） 

 

（选配） 

银河麒麟 V10 [X86，ARM，MIPS 架构] 

统信 UOS 20 [X86，ARM，MIPS 架构] 

司印在线打印浏览器要求（选配） 

浏览器 要求 

IE IE 11 以上版本 

Edge 86 以上版本（基于 Chromium），建议使用最新版 

Firefox 65 以上版本，建议使用最新版 

Chrome 72 以上版本，建议使用最新版 

 
 



 
 
 
 

二．约束指标 

指标 说明 

单服务器最大印量（安

装打印客户端方式） 

月 50 万印（64 位版本），超出此印量范围，可以通过

增加服务器数量扩容。 

单服务器最大印量（打

印机共享方式） 

月 20 万印（64 位版本），超出此印量范围，建议使用

安装打印客户端方式部署或者增加服务器扩容。 

最大用户数 50 万账号（司印 64 位版本） 

单台移动打印服务器最

大印量 

月 20 万印云打印上传（64 位版本），超出此印量范

围，可以通过增加服务器数量扩容。 

云打印（Web 上传无驱

打印）支持的文档格式 

PDF, MS Word（doc/docx）, MS Excel（xls/xlsx）, 

MS PPT（ppt/pptx）, 图片（png, jpg） 

加密的带有密码保护的 PDF 和 Office 文档不支持 

单台移动打印服务器上

传并发数 

PDF/图片：50 个并发 

WORD：5 个并发； 

EXCEL：3 个并发； 

PPT：1 个并发 

OCR 服务器处理吞吐量 OCR模块按CPU核数授权，单个核 24小时内最大处理

量约为 8000面。（CPU主频 2.8G的实验室测试结果，

由于受文档类型，软硬件环境的影响，实际使用数据可

能有差异） 

超过此吞吐量要求，可增加购买 OCR 运行时，按照每

CPU 核数收费。一个服务器配置的 OCR 运行核数不应

超过物理核数的一半（例如一台 8 核的服务器，最多配

置 4 核 OCR 运行时） 

 

仍然不够的，需要平行添加额外 OCR 服务器实现。 

OA 平台(PANEL)授权 

SYS-PANEL-1 

OA 平台的授权绑定 MFD 的序列号，如果更换 MFD，

需要重新购买并激活 OA 平台授权 

单台指纹仪支持指纹数 

SYS-FGRD-01 

3000 枚，最大支持用户数 1500（每人两枚计） 

单台人脸识别终端支持

人脸数 

SYS-FACERD-02 

100000 张，最大支持用户数 100000 

人脸识别算法客户端 该授权绑定 PAD 硬件特征，更换 PAD 需要重新购买 

防复印水印 水印图样，可能在个体机器上，由于驱动，机械特性，

耗材差异，隐藏效果不尽相同 

隐形水印 隐形水印只有在纸张空白处或文字处才具有较好隐藏效

果，在一个深色全页图片上植入没有隐形效果 

 

  



 
 
 
 

第三部分： 软件服务范围 

本文界定了客户从博瑞凯德购买了司印—云打印管理平台软件及其配套组件（以下简

称“司印”）服务所享有的软件服务标准。 

一．服务时间 

博瑞凯德的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上午 9:00 点至下午 5:30（国家规定的法定休息

日、公共假期除外）。 

如客户需博瑞凯德在工作时间之外提供服务，则客户应事先与博瑞凯德就提供该项服

务的内容及费用签订书面协议并按规定支付相关的费用。 

二．服务期限 

司印服务期限请以博瑞凯德与客户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服务期限到期前一个月内，

双方可以就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另行签订司印软件服务合同。 

三．服务方式 

远程服务方式：在接到客户要求提供合约服务的电话或邮件后，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

授权服务商将率先使用电话，邮件，远程协助（通过远程控制软件）进行技术支持。

客户应当配合技术人员提供远程支持相关的帮助。 

 

现场服务方式：在尝试远程服务方式后，因司印软件自身问题无法正常运行且经博瑞

凯德判断需要现场服务的，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将派遣技术人员提供现场

服务。一般情况下在符合上述派遣条件后的 24 工作小时内派遣服务人员。 

四．附属组件（硬件） 

配套组件：包含网络刷卡器、指纹识别仪、人脸识别终端、Minibox、Microbox 等，

根据购买的维保时限分别计算。 

返回服务流程，由司印硬件 RMA 条款另行定义与约束 

服务期限内送修：客户博瑞凯德双方各自承担组件寄往地方指定地址的快递费。 

五．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 

电话支持：0512-67903610-888 

在线支持：http://support.mpsyun.com/support/ 



 
 
 
 

邮件支持： support@brocadesoft.com 
 

服务等级协议（SLA） 

□P1 ：严重—软件无法正常使用（4 工作小时内响应，如确认是由于我方软件原因造

成的，8 工作小时提供解决方案。对于当天无法解决的，提供临时应对措施。） 

□P2 ：紧急—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某些服务受到影响。（8 工作小时内响应，如

确认是由于我方软件原因造成的，48 工作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或应对措施。） 

□P3 ：标准—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但在内部测试中发现问题，或者功能与描述不一致 

□P4 ：咨询与建议—软件产品或使用相关的问题 

P3/P4 —16 工作小时内响应，如确认是由于我方软件原因造成的，72 工作小时内提

供解决方案或解答。 

 

响应时间从接到客户邮件或电话的时间开始计算。 

服务项目 

1. 技术咨询： 

合约服务期限内，为保障软件正常运行，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提供技术咨

询服务，包括软件的故障诊断及修复。 

 

2. 软件首次安装： 

在客户购买软件后的首次安装，由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的技术人员提供 1

次现场软件安装服务，安装的工作范围参考客户购买的司印云打印管理平台软件及其

配套组件。 

 

3. 软件再次安装： 

合约服务期限内，软件需要再次安装的，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将通过远程

服务方式提供技术支持。客户如需现场服务的，则应另行购买博瑞凯德付费现场服务。 

 

4. 软件升级： 

软件升级分为主要版本升级及次要版本升级（X.X.X.X）。  

 

主要版本升级：是指软件的大版本（第一或第二位数字）发生变更，如 2.5.x.x 升级

至 2.6.x.x 或者 2.5.2.x 升级到 3.0.0.0 

次要版本升级：是指软件的小版本（第三或第四位数字）发生变更，如 2.5.1.2 升级

至 2.5.2.2 或者 2.5.1.1 升级到 2.5.1.2。 

 

合约服务期限内，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免费提供软件的次要版本升级程序



 
 
 
 

及远程协助安装。对于软件的主要版本升级，博瑞凯德将根据实际现场版本情况另行

收取相关许可证升级费用。 

 

客户如需要现场协助的，除非合约另有约定，则应另行购买博瑞凯德付费现场服务。 

 

5. 软件迁移 

合约服务期限内，由于客户需要，将软件由一台服务器移动到另外一台服务器上时，

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将通过远程服务方式提供技术咨询与支持。客户如需

现场服务的，则应另行购买博瑞凯德付费现场服务。 

 
6. 软件设置变更 

合约服务期内，客户提出软件设定修改的，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授权服务商将通过远

程服务方式提供技术咨询与支持。客户如需现场服务的，则应另行购买博瑞凯德付费

现场服务。 

 

7. 软件培训 

在软件实施成功后，博瑞凯德或博瑞凯德服务商提供一次免费管理员软件操作培训。

博瑞凯德将提供培训教材。 

 

如果客户要求额外的软件相关培训，博瑞凯德可另行提供有偿的软件培训服务。 

参加软件培训的客户方人员应该是 IT 人员或网络管理员或具备同等技术能力的技术

人员。 

 

8. 硬件组件返修 

在服务期限内提供组件返修服务，博瑞凯德不保证提供返修的组件是全新的。组件不

会因为返修而延长服务期限。博瑞凯德在组件送修后，判断是否符合返修条件。 

 

由于非正常使用、私自拆除保修封条、由客户不正当安装/拆卸等问题。如不符合返

修条件，博瑞凯德需提供拒绝返修的证据或报告。 

 

六．其他专业性服务 

可提供与软件有直接关联的有偿专业性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知识咨询，软件界面

定制，程序定制，报表定制，数据库维护，集群安装部署，云服务器的私有化部署等。

根据服务的内容，博瑞凯德将收取合理的费用。 

七．付费现场服务 

在本服务范围之外，客户有现场服务请求且博瑞凯德判断能够提供的情况下，博瑞凯

德可以提供付费现场服务。提供服务前，双方需依据服务内容和服务次数签订相应的



 
 
 
 

付费现场服务协议。 

八．责任限制 

1. 许可软件使用现场的电源、服务器、打印机、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

统、集群软件，Office 等软硬件环境不能满足司印软件正常运行要求而造成的问

题。 

2. 对于因为非法操作、病毒感染、硬件故障、操作系统故障等导致的不能正常使用

软件，由用户自行解决。（非法操作特指： A 非正常退出软件  B  未经培训的人

员修改系统设置  C 其他非正常使用软件与系统的行为） 

3. 由于电气、电源、空调、湿度控制或其它周围能源的失灵而引起的维修或损坏。 

4. 由于其它软件错误、其它相关外部设备和电话线的失灵、系统的不当使用、电源

的波动或失效、不当电磁介质或设备的使用而引起的求助。 

5. 由于客户私自对系统的卸载、挪动和重新安装到其它地点所带来的后果。 

6. 系统/软件的兼容性造成的问题。 

7. 由于许可软件所依赖的第三方软件例如操作系统，集群网络环境、数据库软件，

AD 域软件，虚拟机等软件引起的问题。博瑞凯德仅提供协助指导，需用户自行

解决。 

8. 任何情况下，不对未经认证许可的软件使用行为进行支持。 

9. 数据准确性，由收集的时间间隔、设备的本身设计构造的计数性能、报表的时

间、存在一定的误差。司印系统在技术上尽可能提供准确数据，但是博瑞凯德对

系统统计的准确性不提供任何责任的保证。  

10. 由第三方服务提供的结算和支付服务（支付宝、微信），司印系统仅提供技术调

用和数据获取，博瑞凯德对数据准确性和数据实时性不提供任何责任保证。 

11. 客户应知悉并理解，司印仅提供微信，支付宝收款的 API 技术对接，博瑞凯德不

提供收款到帐的时间的任何责任保证。由客户提供的对公收款账户，利用微信、

支付宝收取最终用户的打印费用，博瑞凯德不对客户自己的对公账户安全性提供

任何责任保证；客户还应当知悉和理解，三方移动支付服务费由支付宝或微信第

三方服务收取。 

 

九．信息储存和数据安全责任限制 

用户知悉并理解，用户应妥善管理其系统环境和运行数据，自行负责定期为系统环境

及运行数据进行备份。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数据丢失及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博瑞

凯德均不对其负责。  

 

某些服务可能涉及数据（如微信企业身份，支付信息）依赖第三方云服务或暂时缓存

在互联网时，博瑞凯德会选择符合资质和具备妥善保护机制的第三方服务提供方储存

数据。 但是由于第三方服务造成用户信息丢失或泄露，博瑞凯德不承担任何责任，

除非博瑞凯德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用户知悉并理解，在提交或使用个人信息时请始终谨慎行事，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

个人信息资料的安全。 

十．系统/服务中断或故障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 系统/服务部分或全部无法正常运作，因此产生的不便或损

害，博瑞凯德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该状况包括但不限于： 

 

（一）定期检查或施工，更新软件或硬件等； 

（二）突发性的软硬件设备与电子通信设备故障； 

（三）网络提供商线路及其他故障； 

（四）依赖第三方服务原因（阿里云服务，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服务）； 

（五）其他不可抗力情形； 

十一.不可抗力免责条款 

博瑞凯德因其合理控制以外的情况导致无法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的，无须为此向

用户承担任何责任；该等合理控制以外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台风、水灾、爆炸、火灾、暴雪等恶劣天气以及战争、罢工、疫情、禁运、群体性事

件、交通管制、政府行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命令、交通瘫痪、停电、网络通讯中断、

依赖的云服务故障，及其他不可抗力或第三方的不作为等不可抗力。 

 

 

 

 

 

 

 

公司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苏州博瑞凯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签字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权人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部分：产品概述
	第二部分：运行环境与约束
	一．运行环境
	司印中央服务器
	司印授权与激活
	数据库支持与版本

	节点服务器要求
	微信/支付宝云认证服务器（ECS 选配）
	邮件服务器要求
	司印PC打印客户端
	司印在线打印浏览器要求（选配）

	二．约束指标

	第三部分： 软件服务范围
	一．服务时间
	二．服务期限
	三．服务方式
	四．附属组件（硬件）
	五．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
	服务等级协议（SLA）
	服务项目

	六．其他专业性服务
	七．付费现场服务
	八．责任限制
	九．信息储存和数据安全责任限制
	十．系统/服务中断或故障
	十一.不可抗力免责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