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YRIBA 全球在线托管服务水平协议 

2022 年 7 月 1 日版本 

1.定义  

本在线托管服务水平协议（以下简称“SLA”）中未另行定义的某些大写术语，将具有双方签

署的在线云服务条款和条件（以下简称“条款”）中规定的含义。  

“紧急维护”是指由 Kyriba 在定期维护期和非定期维护期之外进行的维护。  

“停机时间”是指某一日历月中，无法访问 SaaS服务的特性和功能并经Kyriba确认的总时间，

以分钟计算。  

停机时间不包括任何定期维护期间 SaaS 服务的中断、客户造成的停机或中断、由客户或用户

的电信和/或互联网服务、非由 Kyriba 提供和/或控制的软件或硬件（包括通过 SaaS 服务访问或

链接的第三方软件、网络或网站）造成的停机，或者由全部或部分可归因于不可抗力事件的中

断造成的停机。  

“非定期维护”是指由 Kyriba 在定期维护期之外执行的维护，在执行此类维护之前，Kyriba 已

提前至少两个日历日向客户提供了书面通知（可以通过支持门户网站或控制台上的消息）。本

协议项下的通知期限可由 Kyriba 自行决定随时更改。   

“定期维护期”是指 Kyriba 为定期维护保留的时间，如本协议所述，可由 Kyriba 自行决定随时

更改。  

“系统可用性”是指相对于特定日历月的百分比，该百分比由 (x) 该月的系统可用总分钟数减

去该月的停机总分钟数除以 (y) 该月的 SaaS 服务的系统可用总分钟数得出。  

“不可用”是指 Kyriba 的监控系统确定无法访问 SaaS 服务的特性和功能，该系统旨在通过定

期轮询每个子系统和组件的状态来确定平台的状态。   

2.计划内/计划外停机时间  

Kyriba 将提供版本管理和变更控制服务，以确保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操作系统软件、实

用软件和应用程序得到更新、审核和记录，并确保新版本、补丁版本和其他新版本在 Kyriba 认

为必要时得以实施，以维护 SaaS 服务。客户理解并承认 SaaS 服务将服务于许多客户，并允许 

Kyriba 对托管环境、网络、电信、数据存储以及任何/所有其他涉及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或环

境进行更改，而无需寻求或获得客户的任何同意。根据需要，定期维护时间应为 (1) 相关平台

所在地区的工作日下午 6:00 至次日凌晨 3:00，以及 (2) 周末。  Kyriba 将尽商业上合理的努力，

在定期维护期间执行计划的系统维护，包括托管设备、设施、软件或 SaaS 服务的其他方面的

维护。Kyriba 可能会因非定期维护或紧急维护而在定期维护期之外中断 SaaS 服务。Kyriba 将始

终努力将任何服务中断保持在最低限度。    

如果 Kyriba 尽力通过控制台上的消息和/或包含发行说明链接的电子邮件提前 5 个工作日通知

客户，则 Kyriba 保留更改以下计划维护表中规定的累计时间的权利。本协议项下的通知期限可

由 Kyriba 自行决定随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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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维护表  

定期维护的频率   定期维护的目的  定期维护的最长持续时间  

工作日和周末，根据需要 日常维护  4 小时  

每个日历月一次  主要维护/升级  周末 8 小时  

  

3.系统性能  

(a) 系统可用性。Kyriba 将采取商业上合理的措施，确保每个日历月的系统可用性等于或超

过 99.9%（以下简称“服务标准”）。   

(b) 排除。书面指定为培训、测试版、有限发布、开发人员预览、开发或测试环境的服务，或

通过类似含义的描述指定的服务，不包括在本 SLA 中。在客户严重违反条款的任何期间，包括客户

未能履行其付款义务的任何期间，Kyriba 在本 SLA 下无任何义务。此外，Kyriba 对以下原因导致的

任何停机时间不承担责任，这些原因不包括在停机时间或系统可用性的计算中：   

• 任何定期维护期  

• 客户导致的停机或中断 

• 由客户或用户的电信和互联网服务、非由 Kyriba 提供和控制的软件或硬件（包括通过 SaaS 

服务访问或链接的第三方软件、网络或网站）导致的中断 

• 由于客户无法访问互联网和/或 SaaS 服务而导致的其他中断，其中无法访问互联网或网

站不是由 Kyriba 或其网站的故障造成的 

• 对于需要客户参与确定问题来源和/或解决问题的事件，客户的工作人员无人参与或响

应不及时 

• 客户系统缺乏性能或性能不佳；或者  

• 全部或部分由于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中断导致的停机 

4.测量和报告  

(a) 系统监控和测量。Kyriba 将持续监控系统可用性。Kyriba 可合理决定选择用于衡量和监

控 Kyriba 性能的工具和程序，前提是这些工具和程序足以使 Kyriba 能够计算和监控准确的系统

可用性。系统可用性的所有测量将在协议期限内的每个日历月按月计算。Kyriba 将使用专用工

具监控平台状态，以此确定是否可以访问 SaaS 服务的特性和功能，该工具可提供每个子系统

或组件的定期状态。Kyriba 将根据这些信息计算全球平台状态。  

(b) 系统性能报告。应客户的书面要求，Kyriba 应向客户提供报告，说明相关前期的系统可

用性计算。如果客户不同意任何此类报告中规定的任何测量或其他信息，必须在收到报告后十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 Kyriba，前提是，任何此类报告的准确性应被视为决定性的，

除非客户在此类 10 天期限内提供此类书面通知。任何此类通知必须指出有争议的具体测量结

果，并且必须包括争议性质的详细描述。Kyriba 和客户应真诚合作，及时解决有关系统可用性

和/或相关测量的任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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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户要求  

(a) 系统最低配置。本 SLA 中规定的服务标准假定客户和/或用户（如果适用）使用 Kyriba 

企业技术指南中指定的受支持版本的浏览器。   

(b) 客户的其他义务。客户负责维护和管理其计算机网络、服务器、软件以及与上述维护

和管理相关的任何设备或服务。客户负责根据 Kyriba 提供的任何合理说明正确配置其系统，这

对于访问 SaaS 服务的特性和功能可能具有合理的必要性。  

(c) 停机时间报告：当 Kyriba 从其监控系统中首次发现停机时间时，停机时间将开始。   

(d) 客户不履约。如果由于客户或其用户未能履行上述义务而导致全部或部分未能履行此

类义务，则本 SLA 中规定的 Kyriba 义务将被中止。  

6.补救措施  

(a) 费用抵免。如果任何特定日历月的系统可用性低于 99.9%，客户将有权在其后续付款义

务（如订单附表所述）中抵免费用，并根据下面的费用抵免表，折算成客户在该日历月为 

SaaS 服务支付的费用的百分比。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费用抵免应适用于 Kyriba 开具的下一张发票；

前提条件是，如果在终止日期或期限到期之前未开具或使用此类费用抵免，则 Kyriba 应向客户

支付相当于当时剩余服务余额的金额。  

(b) 客户必须申请服务费用抵免。为了获得上述费用抵免，客户必须在有资格获得费用抵

免后三十天内通知 Kyriba。如不遵守这一要求，客户将丧失获得费用抵免的权利。  

费用抵免表  

系统可用性  费用抵免金额  

98.0 – 99.9%  每月 SaaS 服务费的 5%（或者如果该费用是年

费，则为年费的 1/12 的 5%）  

97.0 – 97.99%  每月 SaaS 服务费的 10%（或者如果该费用是年

费，则为年费的 1/12 的 10%）  

96.0 – 96.99%  每月 SaaS 服务费的 15%（或者如果该费用是年

费，则为年费的 1/12 的 15%）  

< 96.00%  每月 SaaS 服务费的 20%（或者如果该费用是年

费，则为年费的 1/12 的 20%）  

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一个月的费用抵免总额都不得超过该月 SaaS 服务费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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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专有服务费用抵免。客户在第 6(a) 条项下的权利是客户对任何停机时间或 Kyriba 未能

达到此处所述服务标准时的唯一和专有补救措施，也是 Kyriba 的唯一和专有责任。  

7.数据备份和保留   

(a) 客户数据的备份保留和恢复。Kyriba 为客户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提供了主动/备用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复制数据和服务器。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客户被托管在主站点或区域。  在这种

配置中，数据中心 A 的服务器被复制到数据中心 B，数据中心 B 对数据中心 A 执行相同的操作。

作为 SaaS 服务的一部分，Kyriba 负责在其两个数据中心之一维护客户数据的备份，以便在 SaaS 

服务可能中断的情况下有序、及时地恢复这些数据。  

• 生产平台  

生产计划备份表   

备份类型  备份频率   保留期  描述  

完整备份  每周  10 年  完整服务器备份  

每日增量文件  每天  30 天  所有客户和 Kyriba 数

据 

 

 

• 沙盒平台           

沙盒计划备份表   

备份类型  备份频率  保留期  描述  

完整备份  每周  3 个月  完整服务器备份  

每日增量文件  每天  15 天  所有客户和 Kyriba 数

据 

 

 

(b) 已存档的数据。超过二十四 (24) 个月的客户数据可以存档。   

(c) 系统恢复。如果出现系统故障、数据损坏和/或数据丢失，或者托管 Kyriba 系统的安全

数据中心遭到破坏，Kyriba 应尽其商业上合理的努力，确保执行最低限度的必要恢复服务，恢

复时间目标 (RTO) 为 4 小时，恢复点目标 (RPO) 为 2 小时。    

8.信息安全和合规性 

客户可以选择额外付费购买增强安全服务，从而获得以下附加服务：  

• 完成客户年度安全问卷：客户可以向 Kyriba 提交一份安全调查问卷，要求在 30 天内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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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riba 应用程序的年度渗透测试：通过与 Kyriba 合作，客户可以对 Kyriba 的非生产环境

进行经认证的渗透测试，  

• Kyriba 的年度客户审计：除了我们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文档包之外，Kyriba 将提供关于变

更管理、事件管理、备份、灾难恢复测试、漏洞管理、修补和安全意识培训等主题的

审计证据。不是现场审计。 

9.客户支持  

(a) 技术和功能支持时间。订购 SaaS 服务可获得本文中定义的 Kyriba 客户支持（以下简称为

“客户支持”）。Kyriba 客户支持由覆盖三个地区的客户支持中心提供：欧洲、中东和非洲 

(EMEA)、亚太地区 (APAC) 和美洲。  

根据客户营业地点所处的地区，将由对应的相关支持中心在其所处地区的时区内提供支持。

Kyriba 提供此处所述的可选支持包，但会收取额外费用，提供广泛的覆盖范围以及个性化的服

务选项。  

(b) 支持通信  

对于每个支持中心，通信将使用下表 9(a) 中规定的指定语言。客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Kyriba 客户支持：  

• 通过 Kyriba 客户门户随时访问网络 (https://community.kyriba.com/csm)，   

• 随时将电子邮件发送至 support@kyriba.com，以及  

• 仅在主要时段拨打电话  

客户可以有三 (3) 个指定的支持联系人。这些联系人必须是训练有素的用户，具备足够的应用

知识，以作为其他用户和 Kyriba 客户支持之间的沟通中心。  

Kyriba 将根据下表 9(b) 中规定的响应时间提供支持。  

(c) Kyriba 客户支持门户网站。  Kyriba 允许用户访问 Kyriba 客户支持门户网站，即 Kyriba 的在

线支持门户网站。它为客户提供了知识库、服务可用性摘要、事件跟进以及提升案例状态的能

力。三 (3) 名用户可以访问门户网站，在白金支持选项下，最多可以增加到 15 名用户。可以添

加其他用户，但他们对客户支持门户网站的访问权限有限。客户支持门户网站提供对以下内容

的访问。  

o 知识库 - 文档集合，包括常见问题解答、操作指南和故障排除说明。  

o 案例管理 - 通过 Kyriba 客户支持打开新案例并监控案例状态。[仅限支持联系人]  

o 状态 - 查看平台和银行连接状态，了解 Kyriba 的最新动态。  

o 用户管理 – 维护、添加和删除支持和关键运营联系人。 

 

 

 

 

 

 

https://community.kyriba.com/csm


KYRIBA 全球在线托管服务水平协议（2022 年 4 月 15 日版本） 

第 6页/共 8页 

(d) 支持可用性表 

支持可用性表 9(a)  

 

 

 

Kyriba 支持响应。Kyriba 应根据客户和 Kyriba 确定的分配给每个请求的优先级来响应支持

请求，如下所述。  

 

 

 

 

 

 

 

 

覆盖范围 期间 美洲  欧洲、中东和非洲  亚太地区  

可用性 

主要时间 
  

周一到周五  东部时间上午 

8:00 至晚上 8:00 

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8:00 

至晚上 7:00 

  

新加坡时间/北京时间上午 

8:00 至下午 6:00 

日本标准时间上午 9:00 至下

午 5:30 

周日（仅限中东

地区） 

 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8:00 

至下午 4:00 (1) 

 
(1) 仅限英语 

 

次要时间  银行假日 

周末  

东部时间上午 

8:00 至晚上 8:00 

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8:00 

至晚上 7:00 
 
 
  

新加坡时间/北京时间上午 

8:00 至下午 6:00 

渠道 

电话 仅限主要时间 英语 

+12029648607 

西班牙语 
+12085682860 

英语 +442039713587  

法语 +33182884602 (2) 

德语 +49 711 892 647 84(2) 

 
(2) 欧洲中部时间上午 
8:30 至下午 5:00 

英语 +6531570960 

中文 +864008427988 

日语 +81345674062 (3) 

 
(3) 日本标准时间上午 9:00 至下

午 5:30 

电子邮件 随时 电子邮件地址：support@kyriba.com 

客户支持门户

网站 

随时 网址：https://community.kyriba.com/csm  

mailto:support@kyriba.com
https://community.kyriba.com/c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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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优先级响应表 9(b) 

 

 

优先级  描述  Kyriba 响应指南  

优先级 1  

关键客户支持事件 

 

优先级 1 表示导致 SaaS 服务停止运行

或导致停机的最严重的事件。  

该类别的特点如下：  

• 服务不可用  

• 实际或据称的安全漏洞。  

 

客户支持团队的操作如下所列：  

a) 对请求的考虑（响应时间）： 

• 主要时间：< 30 分钟响应  

• 次要时间：< 4 小时响应   

b) Kyriba 将分配资源，并 (i) 解决问

题或 (ii) 提出可接受的变通办法  

c) 客户在确认问题后 15 分钟内会收

到问题通知。 

每 4 小时向客户传达一次跟进状

态，和/或张贴在备用网站上，客

户可联系 Kyriba 员工，并在 2 小

时内回复   

优先级 2  

紧急客户支持事件  

  

优先级 2 表示降低服务性能和损害服

务功能的事件。  

  

客户支持团队的操作如下所列：  

a) 对请求的考虑（响应时间）： 

• 主要时间：< 2 小时响应  

b) Kyriba 将尽最大努力在 2 个工作日

内解决问题或提出解决方案。  

优先级 3  

非服务影响和信息查询 

 

  

优先级 3 是指优先级低且对时间不敏

感的服务增强计划的信息查询，包括

但不限于用户对正常运营信息和说明 

的请求。这些包括但不限于 SaaS 服务

中对正常业务运营影响很小或没有影

响的表面缺陷或小缺陷、客户的增强

建议、客户对新服务的请求或对现有 

SaaS 服务的修改。  

客户支持团队的操作如下所列：  

a) 对请求的考虑（响应时间）： 

• 主要时间：< 8 小时响应  

b) Kyriba 将根据其产品的开发计划

进行处理 

 

Kyriba 销售（客户管理）部门将管理客户有关以下方面的支持请求：   

(1) 建立银行连接、FTP 连接或网络配置。   

(2) 咨询/专业服务请求，例如应用程序设置和新模块配置；以及   

(3) 任何培训。   

  

一旦收到客户对相应工作的书面批准，这些请求将与 Kyriba 的咨询团队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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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选支持包。 

(i) 多中心支持（可选）。  客户可以选择额外付费购买多中心支持服务，从而获得以下

附加区域覆盖范围：  

o 在下表 9(a) 中规定的主要时间内访问所有支持中心，  

o 在所有地区总计有 6 个指定的支持联系人，以及  

o 每个指定的支持联系人应在离其所在地区最近的支持中心的适用工作时间内与

支持中心进行互动。例如，欧洲支持联系人可以联系 EMEA 支持中心。  

 

(ii) 高级支持（可选）。客户可以选择额外付费购买高级支持服务，从而获得以下附加

覆盖范围和服务：  

o 在下表 9(a) 中规定的主要时间内访问所有支持中心，  

o 电话优先权，  

o 专门监控，包括一天结束时（前一个营业日）银行对账单的整合、银行现金

余额差异监控，以及在与客户商定的时间并根据预定工作（最多每 2 小时）

向银行发出的付款（确认级别 1 和 2）。  

o 在所有地区总计有 9 个指定的支持联系人，  

o 指定熟悉客户环境和程序的“支持客户经理”(SAM)，  

o 由指定的 SAM 每隔一个月组织一次客户审查会议，  

o 通过客户支持门户访问仪表板，其中包含 Kyriba 相对于主要 KPI 的绩效摘要。  

o 主动沟通平台事件和银行沟通状况。  

o 由指定的 SAM 进行现场访问，每 12 个月一次，最多 4 小时。这些是以关系为

导向的会议，旨在审查主要成就、挑战和涵盖随后 6-12 个月的主要优先事项，

其中可能包括可能提供的新功能的概述。与此类访问相关的差旅费不包括在

高级支持的订阅中。 

 

(iii) 白金支持（可选）。客户可以选择额外付费购买白金支持服务，除了上面列出的所

有高级支持功能之外，还可以获得以下附加服务：  

o 在所有地区总计有 15 个指定的支持联系人， 

o 额外的监控将包括营业时间内的银行账户整合（每两小时一次）、银行现金余额差

异分析、分析和建议的解决方案；拒付监控和分析（确认级别 4）；与 ERP 集成的

入站和出站文件，以及  

o 功能协助/虚拟用户培训。分配咨询时间（8 小时/月），用于用户培训、现有功能或

模块优化、文档编写和设置协助。该服务通常由 Kyriba 的专业服务团队提供，需要提

前预订。如果客户在这 3 个月期间订阅了白金支持协议，则时间可以延期最多 3 个月 

o 年度额外会议，以便对现有配置进行分析和评估，并提供进一步提高工作流程效率

的建议。Kyriba 产品专家将评估并记录潜在的改进，以提高运营和工作流程的效率   

o 由指定的 SAM 进行现场访问，每 12 个月两次，每次会议最多 6 小时。这些是以关

系为导向的会议，旨在审查主要成就、挑战和涵盖随后 6-12 个月的主要优先事项，

其中可能包括新功能的概述。与此类访问相关的差旅费不包括在高级支持的订阅中。  

o 上报给地区客户支持总监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