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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ATALOGIC得利捷

45年来，全球行业领导者通过Datalogic得利捷的产品获得了
高品质的客户服务和创新产品。

Datalogic得利捷总部位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目前，在全球
3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2700名员工，在美国、巴西、意大利、
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越南均设有制造工厂。2016年Datalogic
得利捷集团销售额达5.765亿欧元，并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
用于研发领域，全球拥有超过1,200项专利及专利申请。
Datalogic S.p.A.于2001年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
DAL.MI）。
有关 Datalogi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atalog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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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保服务计划

Datalogic得利捷是唯一一家专注在自动数据采集及工业自动
化领域的全球领先供应商。作为世界级整体解决方案供应
商，Datalogic得利捷的领先技术涵盖条码阅读器、数据采集
移动终端、传感、测量与安全、视觉系统及激光标记系统等
领域。Datalogic得利捷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整个价值链中零
售、制造、运输与物流以及医疗卫生流程的效率和品质。

EASEOFCARE

计划

Datalogic得利捷延保服务计划在产品使用周期
内提供卓越的服务支持，确保产品始终能运行
在最佳性能状态。

服务计划

预防性维护
风

服务特点

隔夜综合服务

险

2天综合服务

管

可以在产品购买时轻松订购服务计
划，保证设备“开箱即用”，无需
在产品注册或随后的订单处理上浪
费时间。维修服务为您提供拜访
Datalogic得利捷支持团队的机会，
以方便产品返修。

如果序列号完整性对于资产跟踪很
重要，那么，2天综合服务计划可以
加快同一台设备维修周转时间，包
括意外损坏。如果要升级产品嵌入
式保修范围、周转时间和长度，那
么，5天计划可以提供替代方案。

您还可以使用方便的在线RMA Web
服务来申请和管理产品返修，或者
直接与Datalogic得利捷支持中心联
系。

最后，如果总体拥有成本对于费用
管理至关重要，那么，您可以用非
常经济实惠的价格购买多年的服务
计划。可根据您的业务需求提供各
种服务计划。

延保服务计划提供满足您服务期望
的正确选择。隔夜更换综合服务计
划为您提供“下一个工作日产品更
换”服务，以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3年和5年保修选项

理

5天

保修范围扩大
维修周转时间加快
更好的运输条件

成 本 管 理

原厂配件和流程

EASEOFCARE
2天综合服务

选择工厂进行升级

延保服务计划由Datalogic得利捷进
行管理，它兼设计和生产为，可以
确保以最好的服务保护您的技术投
资。

在 线 RMA

周转时间为2个工作日（不包括运输）*

次日产品更换

正常磨损和意外损坏

由Datalogic得利捷拥有和管理的备件池

原厂配件、流程和选定的升级
为移动数据终端维护Wavelink Avalanche® 和 Terminal
Emulation™ 软件

覆盖正常磨损和意外破损

保修

为移动数据终端维护Wavelink Avalanche®和Terminal
Emulation™软件

购买产品时可选3年和5年保修 + 延保

Datalogic得利捷承担的两种运费**

延保 5 天

服务
原厂配件和流程
选择工厂进行升级
范围
材料/工艺缺陷

5天

2天

隔夜更换

综合服务

综合服务

预防性维护

原厂配件、流程和选定的升级

Datalogic得利捷承担的两种运费**
* 在某些地区，维修周转时间为5天。
** 在某些地区，Datalogic得利捷只承担出库运费。
在某些地区，此计划不适用。

标准

隔夜延保服务
更换综合服务

周转时间为5个工作日（不包括运输）
材料缺陷和正常磨损
原厂配件、流程和选定的升级
为移动数据终端维护Wavelink Avalanche®和Terminal
Emulation™ 软件
单向返修运费由Datalogic（陆地）承担
购买产品时可选3年和5年的保修 + 延保

购买产品时可选3年和5年保修 + 延保

延保服务预防性维护
Datalogic得利捷制定预防性维护(PM)计划提供定期维
护服务电话，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隔年/每年检查现场并认证健康声明
预定维护服务电话，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
不断更新高科技解决方案的技术诀窍

正常磨损

内部技术人员进行简单维护和维修操作，正确恢
复系统设置的培训

综合（意外损坏）
周转时间
10个工作日（典型）
5 个工作日

延保服务现场检查计划概述

2 个工作日
隔夜更换
24/48 小时
运输
单向陆地（出库）
双向快递
双向陆地和快递
时间长度
每年
前3年和5年
延保1年（超出合同或保修期）

Datalogic得利捷现场检查的重点不只是扫描设备的基本操
作。Datalogic得利捷通过仔细分析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
材料处理、环境和支持机制），可以发现提高系统性能，
延长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最大化的机会。
Datalogic得利捷技术人员将到达现场验证应用程序，查找
材料处理问题，并向客户提供反馈，针对性能最大化地提
出建议。

延保服务培训
Datalogic得利捷培训部门的现场系统培训为您的人员
（包括主管和用户）提供非正式的实践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
详细描述扫描器的操作和相关设备参数
描述系统组件故障的结果，以及让系统恢复正常
运行所需的操作
使用适当的工具和安全预防措施，用现有备件更
换故障部件
解释将扫描器参数的备份集保存到笔记本电脑或
从笔记本电脑进行恢复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