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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述 

本系统主要由运维管理、安全管理、作业管理、用户管理、成本管理、系统管理等主要模块

组成。 

序号 功能模块 功能项 功能描述 

1 运维管理 

服务器状态监控 监控 CPU 占有率、内存、硬盘利用率 

设备状态监控 打印机配置及运行状态 

仪表盘 动态展现系统状态、用户、打印机印量排名等 

网络抄表 定义时间对设备读数抄表 

设备利用报表 动态展现每台设备的利用率 

2 安全管理 

留底设置 打印、复印、扫描 快照留底 

全文检索 通过关键字检索打印文件 

操作日志 用户作业日志（打印、复印、扫描、刷卡等） 

水印设置 强制水印或代码在打印输出文档的任意位置上 

规则管理 
满足条件的作业强制执行水印、审批、双面、黑白等进

行打印 

高可用性 双机热备，主服务器发生故障，均不影响系统运行使用 

3 作业管理 

我的作业 
登录 web 查看自己的作业状态（可取消未刷卡打印作

业） 

作业记录 详细记录打印、复印、扫描记录 

打印审批 满足条件的作业需要通过审核后，方可刷卡取纸 

审批设置 针对打印审批功能设置审批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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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分配不同给角色，分配相应的权限 

AD 域同步 支持与 AD 服务器同步域账号 

部门管理 给部门设置分配打印机权限、色彩打印权限 

用户管理 
给用户设置分配打印机权限、色彩打印权限，或隶属部

门权限 

用户配额 对用户/部门进行设置可打印用量 

1、仪表盘管理 

服务器状态监控 监控服务器 CPU 占有率，内存，硬盘利用率，运行状态，时间等信息 

设备状态 

显示打印设备名称、品牌、别名、地理位置、序列号、IP 地址、设备当前读数、设备状

态、耗材状态、纸盒状态等。包括但不限于：1、纸张状况；2、耗材状况；3、异常状

况；并可设置系统邮件通知维护人员及时维修，显示所有故障设备的信息列表； 

仪表盘 

动态展现系统的各项数据，如系统运行时间、用户数、打印设备数、印量数据、印量趋

势图、TOP10 设备用户部门、系统实时日志、环境指标数据及系统服务状态。 

网络抄表 

该功能显示复合机计数器数据，包括复合机名称、设备 IP、品牌、上次抄表时间、本次

抄表时间、上次抄表数、本次抄表数、本次使用量、扫描量；可自行设置网络抄表日（默

认是每月 1 号），可自动统计每个月的使用量，并根据需要自动发送给管理员。 

设备利用报表 

动态展现每台设备的利用率，当设备利用率过高或过低时进行预期提醒。根据每个月，

每台设备的使用量，分析设备的负荷是否合理，企业可根据分析结果合理调整设备，提

高效率，降低设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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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全管理 

留底设置 

可实现打印、复印、扫描内容留底；支持通过黑白名单的方式进行控制，可实现具体到个人

的例外（可批量设置）。 

全文检索 

可模糊搜索出与“搜索内容”信息相近的文档及对应的作业信息（用户名、用户编号，部门

名称，计算机名，设备名称、作业时间、审批人，文档字节数、页数、纸张大小、色彩、文

档名、文档类型、单双面等信息）。 

操作日志 

用户文印作业、刷卡等日志； 

显示所有打印文档的记录，文档属性包括：文档编号、文档名称、文档状态、作业类型、部

门名称、帐号、姓名、打印机名称、提交时间、输出时间、颜色、单双面、规格、页数、份

数、输出页数、费用、操作等。 

水印设置 

强制水印或代码在打印输出文档的任意位置上，用以追溯相关信息：用户标示、设备标示、

作业时间、文档名称等。 

规则管理 

满足条件的作业执行各种动作，如拒绝打印、作业送审、强制黑白、强制双面、事件提醒

等。 

高可用性 

系统本身自带高可用性功能，深度整合 nginx，避免服务器及进程假死，而造成的服务器停

机，支持双机热备，主服务器发生故障，均不影响系统运行使用； 

可支持跨地域集团式总分形式部署，每个分部均可布署节点服务器，并按总部设定的管理

策略实施统一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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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业管理 

我的作业 

显示用户已提交但未打印完成的作业列表，用户可打开查看自已的打印内容及取消打印错

误的作业； 可设置超时自动取消打印作业（可自定义超时时间）。 

作业记录 

显示所有打印文档的记录，文档属性包括：文档编号、文档名称、文档状态、作业类型、

部门名称、帐号、姓名、打印机名称、提交时间、输出时间、颜色、单双面、规格、页数、

份数、输出页数、费用、操作等；在每条记录的最后一列【操作】可以点击“打开”链接，

显示或下载该文档的原内容。（打印、复印留底日志）。 

打印审批 满足条件的作业需要通过审核后，方可刷卡取纸。 

审批设置 

针对打印审批功能，审批人可将打印作业审批权限，委托授权给他人(仅一人)代为审批；审

批人亦可回收受委托人的审批权限。受委托人亦可将审批权限委托授权给他人代为审批。 

 

4、用户管理 

角色管理 

可按需建立和自定义角色，并分配给角色相应的权限(如：部门主管；审计主管；服务器

管理；系统管理员（所有权限）)，所有权限不能自动配置功能。分系统角色可进行多权

限分配管理 

AD 域同步 

用户信息支持与 AD 服务器同步（支持多域），用户账号、登录密码与 AD 域保持一致，

支持定时同步和自定义同步字段，并可实现用户首次使用即完成自动增量同步。 

部门 

/用户管理 

可批量修改用户的权限（部门、名称、打印权限、密码、邮箱、彩色权限、卡号绑定、

角色权限等），并可以通过 EXCEL 进行导入、导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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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管理 

可配置用户打印彩色、黑白、复印、扫描等，配置剩余多少页限量可以使用，配置截止

日期（打印有效期，超出有效期将不能打印），支持批量设置。 

可以为用户、部门设置不同的配额。方便量化每月的办公开支费用，可以基于彩色复印、

黑白复印、彩色打印、黑白打印、扫描等维度进行配额控制。 

 

5、成本管理 

项目分账 

可根据需要添加项目并设置项目相关信息，设置项目人员、项目组、项目开始、结束时

间，并可统计项目使用金额等信息，方便进行项目分账。 

价格管理 

用户可以自行对每台设备、打印、复印、扫描、彩色、黑白单独设置价格表，用户在使

用该打印机时按照价格表的费率进行费用计算。 

 

6、报表管理 

用户报表 

按用户为主要统计维度，统计出每台设备名称、别名、IP 地址、黑白、彩色、各种尺寸、

费用等，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部门报表 

按部门为主要统计维度，统计出每台设备名称、别名、IP 地址、黑白、彩色、各种尺寸、

费用等，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设备报表 

按打印机为主要统计维度，统计出每台设备名称、别名、IP 地址、黑白、彩色、各种尺

寸、费用等，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取消报表 统计用户、部门的取消作业的情况。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同比环比 统计用户、部门的同环比数据。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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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分析 统计用户、部门的黑白、彩色使用率。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双面利用率 统计用户、部门的双面使用情况。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7、服务管理 

设备组管理 

对打印设备进行分组管制，做到限制等，且可以与角色功能进行配合使用，达到限制某

些设备的部分功能。 

卡号解析 

管理 

支持在线添加新的算法以完美支持利旧客户现有的卡号数据及兼容更多种类的刷卡器。 

刷卡器管理 

可以管理网络或 USB 类型的刷卡器，可以为每台打印设备分配指定的打印设备及卡号

解析算法。 

服务管理 管理系统的各种服务、打印服务、SDK 服务等 

 

8、系统管理 

web 管理 

系统的所有功能设置项均集中在 web 管理中，HTML5 设计，可在任何移动端实现页

面的自适应缩放调整，无缝支持移动终端访问。 

系统管理和报表查看全部使用 Web 界面，不用安装任何客户端程序，管理者在任何一

台工作站上均可随时了解和管理打印状况。打印用户可通过 Web 界面查询自己帐户信

息和打印历史记录。 

认证管理 支持多种用户登录认证方式（登陆用户名、IP 地址、电脑名、MAC 地址、刷卡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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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持混合认证模式（系统自建账号和域账号同时使用）。 

STMP 代理 

实现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一台设备扫描，实现漫游扫描。当用户刷卡后，只显示

该用户邮箱地址，避免错误选择发送地址。 

定制化管理 可在系统 WEB 页面、MFP 面板自定义企业 LOGO，以配合提升企业整体形象。 

系统日志 用户操作日志，分析故障、作业 id 号追溯等。 

异常代码订阅 统计某个时间段：异常次数；耗材低于阀值次数、纸张缺少次数等，发送给管理员。 

报表数据订阅 设置对于报表，定期发送至管理员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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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安装要求 

项目 项目 要求 

 

 

 

 

 

服务器 

CPU 至少双核或四核心 CPU，主频 2.0 以上 

内存 4 GB（10 万印/月） 

8 GB（20-30 万印/月） 

16GB 或以上（30 万印/月），如果印量更大，则需要更多。 

超过百万印，建议部署高可用及负载均衡服务(详见高可用

方案) 

硬盘 500 GB 或以上（留底文件 100-150KB 左右/页） 

网络 百兆或千兆 

操作系统 Microsoft Server 2008R2 64bit 

Microsoft Server 2012R2 64bit 

Microsoft Server 2016R2 64bit 

Linux OS 

数据库 系统会自带 Mysql 

.net .net framework 4.5.2 

浏览器 IE 9.0 或以上、谷歌、火狐 

 

 

客户端 

操作系统 Microsoft Server xp/vista/7/10/2003/2008/2012 

32bit/64bit 等 

Linux OS、MAC OS 10.10、10.11 

.net .net framewor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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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 IE 9.0 或以上、谷歌、火狐 

 

 

 

系统端口占用清单 

网络刷卡器:51003 

业务端口: 80、8080、9090(其中 80809090 为备用端口) 

HP SDK 服务端口: 8037 

KM SDK 服务端口: 8038 

打印服务端口: 51009 

扫描服务端口: 51008 

身份验证端口: 51007 

FTP 服务端口: 51006 

备注  

 

 

 

 

 

 

 

 

 

 



广州市享印畅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三、兼容性说明 

项目 要求 备注 

复合机 惠普 FutureSmart、Pro 机型均支持 

柯尼卡美能达 OpenApi 机型均支持 

 

 

网络打印机 全品牌网络打印机均支持  

打印留底查看 PS、PCL 打印语言均支持 PS 打印语言支持较好 

水印标识 仅支持 PS 打印语言  

跨品牌设备 

漫游打印 

通用驱动基于 PS 语言开发，前提条件是

打印设备需要支持 PS 打印语言 

 

 

 

 

 

 

 

 

 

 



广州市享印畅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四、安装部署 

1、 双击安装程序 

 

2、 点击下一步，此时会检查安装环境是否已安装.net framework 4.5.2，如果没

有会进行安装 

 

 

3、 输入安装序列号（请联系相关对接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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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受协议并下一步 

 

5、 选择安装盘符，推荐安装在 C 盘以外的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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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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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进行服务器环境部署及防火墙端口例外设置，此过程可能需要数分钟不

等，依据计算机的处理性能决定。 

 

 

8、 点击完成调出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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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确认安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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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器 IP：会自动读取当前计算机的 IP 地址，如果为多网卡，请自行删

除其他不用的 IP 地址。端口：如果 80 端口被占用，请使用 8080 或

9090。 

2） 数据库配置 

a)127.0.0.1 代表使用本机数据库，如果本机未安装数据库，将会自动

安装 Mysql 数据库，可以自行修改数据库的密码，如果不修改，将会使用

程序默认的密码作为数据库的初始密码。 

b)如果使用外挂数据库，请直接输入外挂数据库的地址，请确保外挂数

据库允许远程登录和访问。同时确保正确输入数据库的连接用户名和密码。 



广州市享印畅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 HP SDK 如果端口被占用请选择可用端口 

4） KM SDK 如果端口被占用请选择可用端口 

FTP 用户和密码及端口为复印、扫描内容留底的认证用户名、密码及端

口 

10、 点键一键安装 

11、 安装过程无报错 

请直接点击 web 管理中心链接进行登录，默认用户名密码同为 admin 

Web 后台地址格式为 http://.服务器 IP:端口/printhub 

12、 机器特征码为机器码，请发邮件申请试用或正式授权 

13、 拿到授权后，请将文件放置到 printhub\license 文件夹中，再启动

printhub 服务，再点次下方的管理中心进入到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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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能使用说明 

后台管理中心地址格式 http://服务器 IP 地址:端口号/printhub 

1、仪表盘 

动态展现系统的各项数据及印量趋势图（按日/周/月/季/年） 

 

设备/用户/部门按 TOP10 进行排名 

 

系统实时活动：动态显示系统的各种操作日志，如刷卡记录、打印/复印/扫描记录、设备状

态等 



广州市享印畅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作业管理 

提供了对作业记录基于开始日期、结束日期、作业编号、用户名/姓名、部门、打印机、作

业类型、作业状态、颜色等筛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并可支持 Excel 格式导出，默认按提交

时间导出，如想导出与报表相一致的打印记录明细，请勾选上按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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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管理 

支持基于打印机名称、别名、部门、设备型号、序列号、设备组、设备状态、SDK 安装状态、

IP 地址等多种检索条件对打印设备进行查询及以 excel 方式导出设备清单。 

本界面提供复合机的嵌入式管控和网络打印机的刷卡与非刷卡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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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品牌设备管控 

创建设备证书、设置 openapi、TCP 插座口及启用 SSL 

添加设备 

 

 

依次录入相关信息 

如果设备型号处找不到对应的 KM 型号，请选择相近 KM 复合机机型即可 

管理员密码为复合机的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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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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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数十秒后，机器将会完成管控。如果机器屏幕未出现管控界面，请查收 KM SDK 管控

日志或将日志提供给对接技术人员。 

注：设备更换 IP 后，需要重新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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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品牌设备管控 

为 HP 复合机设置一个管理员密码，机器初始状态下管理员密码为空。 

增加设备 

 

依次录入相关信息 

如果设备型号处找不到对应的 HP 复合机型号，请选择相近 HP 复合机机型即可 

管理员密码为复合机的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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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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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数十秒后，机器将会完成管控，如果机器屏幕未出现管控界面，请重启机器，如果还不

行请检查 HP SDK 管控日志。或者初始化复合机，仍然不行，请联系相关对接技术人员。 

注：设备更换 IP 后，需要重新 HP SDK，如果还不行需要重新管控。 

支持的打印型号列表详见。 

 

网络打印机管控 

配置刷卡器参数（此处略过，详见刷卡器包装盒中的安装说明书） 

在文印管控系统中增加网络刷卡器设备 

依次打开设备管理——>读卡器管理——>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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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IP 地址的格式为 000.000.000.000 如果 IP 不足三位需要补齐 0. 

此处的必填项为读卡器名称（自行根据喜爱命名即可，如打印机 IP 等）、读卡器类型设置为

网络、IP 地址为刷卡器的实际 IP 地址。 

仪表盘中的实时活动会显示刷卡器的上线信息，如 IP 地址和 MAC 地

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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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印机分配刷卡器，选择刚创建的网络刷卡器 

 

 

设备组 

设备组可以将打印设备划分在不同的小组中，然后设备组与用户角色进行关联，进行相关设

备权限的管控，如彩色、复印、打印、扫描等，用户角色再与用户进行关联，从而达到个性

化的管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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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卡器管理 

此处提供网络、USB 类型刷卡器的管理，需要为不同设备、不同品牌、不同类型刷卡器分配

解析算法从而使读卡结果达到一致，均在此界面完成。 

 

 

卡号解析管理 

如果项目中存在多种类型的刷卡器，可能需要使用到卡号解析算法来进行卡号转换 

 

点击匹配将会自动查找可用解析算法，如果无法找到，请提供原始卡号与目标卡号给到对应

的对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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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卡号：刷卡后可以在仪表盘的实时活动中查询到，为未使用任何解析算法读到的卡号。

目标卡号：通常是由客户提供，一般由考勤系统导出。） 

 

4、计费管理 

计费单价管理 

此界面可以创建单价规格，在用户、设备、部门处可以进行单价规格关联，从而自动进行报

表费用的核算。 

 

计费规格，可以从复印、打印、扫描、传真、颜色等不同作业类型、规格、尺寸等分别定义

不同的单价规格，从而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使用上和管理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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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管理 

此界面为配额模版的创建区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创建不同的配额模版，从而在用户、部门

界面为不同用户、不同部门设置不同的配额，从而达到成本量化的控制，可以按月、季、年

等不同时段进行自动化重置配额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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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户管理 

此界面为用户提供了基于用户名/姓名、部门、角色、卡号、电子邮箱等关键检索条件且支

持模糊查询。 

可以通过 excel 方式导入用户，具体模板请点击导入按钮进行下载。 

可以通过 excel 方式导出用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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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界面通过点击添加或编辑调出，用于修改用户信息及为用户分配不同的角色。 

 

 

 

在上界面的认证方式中添加可以为用户添加不同的认证方式，如域名、ID 卡号、IP 地址、

MAC 地址、人脸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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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用户的方式 

Excel 方式导入 

依次打开用户管理——>导入 

 

下载用户导入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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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版说明 

依次录入必填信息，多卡号以分号;号隔开 

 

a) 编辑好后，点击选择文件，选择刚才的编辑好的文件并执行开始上传 

 

 

 

导入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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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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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方式导入 

找到域管理 

 

 

点击添加 

 

模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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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完毕后请点立即同步，程序将会自动进行同步，并以每 4 小时的间隔时间进行增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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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 

 

 

域管理 

具体用法，详见用户同步中的域方式同步，自第一次同步后，后续的同步均以增量方式进行

同步，如果需要进行再次完全同步请先重置同步时间再次进行同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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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管理 

此界面主要为创建不同的角色。 

 

以下为角色的具体内容，可以与设备组进行关联达到细化的设备管控。 

 

6、报表管理 

设备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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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报表 

 

部门报表 

 

配额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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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使用率 

 

取消报表 

 

色彩分析 

 

同比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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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报表 

 

异常分析报表 

 

 

7、运维管理 

设备状态 

获取设备的名称、序列号、IP 地址、机器硬件计数器值、设备状态、耗材状态、纸张状态等，

支持 excel 方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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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抄表 

设置抄表日定期读取机器计数器信息将自动发邮件给到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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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系统管理 

邮箱配置向导 

配置此设置后，系统可以提供发送系统状态、设备状态、事件提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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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异常订阅 

 

报表数据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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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管理 

参数的值主要为 true 开启、false 关闭以及各个数字，具体功能详见各个参数中的说明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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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管理 

可以为不同客户提供客制化服务。 

 

 

系统服务 

系统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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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驱动部署方案 

 

打印端口配置程序说明 

默认安装在 C:\printhubport001\driverclient，双击即可打开依次为： 

服务器的 IP 地址 

验证方式（域、用户名密码、IP 地址、MAC 地址） 

输出打印机（有刷卡输出、直接打印两种模式） 

共享端口（仅在共享模式下需要勾选） 

检验（验证用户名密码的合法性） 

1、共享模式部署仅支持域环境，即打印机共享服务器必须加

入域 

打印端口配置程序依次进行如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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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IP 即为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有端口就填写如 192.168.92.9 代表使用 80 端口，其

他是其他则为 192.168.92.9:9090 

Mode 为认证方式，0 代表用户名密码方式认证，3 代表域方式认证 

填写好服务器 IP 地址，通过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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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右下角会出现顶呱呱图标，右键可以进行相关设置。如下 

右键它会出现菜单项。 

 

配置即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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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共享模式部署 

1） 客户端加域情况下： 

 

ServerIP 即为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有端口就填写如 192.168.92.9 代表使用 80 端口，其

他是其他则为 192.168.92.9:9090 

Mode 为认证方式，0 代表用户名密码方式认证，3 代表域方式认证 

填写好服务器 IP 地址，通过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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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右下角会出现顶呱呱图标，右键可以进行相关设置。如下 

右键它会出现菜单项。 

 

配置即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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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端未加域情况下： 

依次输入好对应的认证用户名及密码 

 

ServerIP 即为服务器的 IP 地址，如果有端口就填写如 192.168.92.9 代表使用 80 端口，其

他是其他则为 192.168.92.9:9090 

Mode 为认证方式，0 代表用户名密码方式认证，3 代表域方式认证 

填写好服务器 IP 地址，通过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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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右下角会出现顶呱呱图标，右键可以进行相关设置。如下 

右键它会出现菜单项。 

 

配置即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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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见故障 

1、日志目录 

1）系统日志  

C:\printhub\logs 

2）KM 管控日志 

C:\printhub\SDK\SDK.Konicaminolta\log 

3）HP 管控日志 

C:\printhub\SDK\SDK.HewlettPackard\log 

 

4）用户打印客户端日志 

C:\printhubport001\Log 

2、KM 常见故障处理 

1、复印、扫描留底设置 

1）打开机器的图像日志传送功能 

2）在图像日志传送配置菜单中依次填写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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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地址：填写上面的服务器 IP 

路径填写：. 

用户名密码填写 FTP 用户和密码 

端口：51006 

 

3、HP 常见故障处理 

1）支持的打印型号列表（支持但不仅限于以下机型） 

机器类型 设备型号 固件捆

绑包版

本 

固件版本 固件日期

代码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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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HP PageWide Pro 577 MFP     

Enterprise LaserJet Managed MFP E72535 4.3.0.2 2403317_000028 20170526  

 HP Officejet Color MFP X585 3.5 2305076_518486 20150403  

 HP Color LaserJet MFP M577 4.4 2403732_013005 2017-715  

 HP PageWide Managed MFP P77740dw     

 E58650     

 HP Color LaserJet flow MFP M880 3.9 2308937_578494   20171213  

 HP PageWide Pro 552 Printer     

3） 如何连接刷卡器(略)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