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芊熠售后保修政策 

一、保修对象 

芊熠智能硬件有限公司所有硬件类产品。 

二、保修期 

1. 产品及部件的相应保修期按相关的《芊熠产品标准保修期》（详见附件二）执

行。保修期限为一年。保修期自产品首次购买之日起算，购买日以购买产品的

发票日期为准。如无有效发票，则保修期将自产品出厂日推算。产品发票日期

晚于产品实际交付日的，保修期自产品实际交付日起算。 

2. 在保修范围内修理或更换后的产品或部件，在剩余保修期内继续享有保修，剩

余保修期不足六个月的按六个月计算，芊熠与您签署的合同或适用的相关法律

对此另有规定的，则按合同或法律规定执行。 

3. 保修期外，维修更换后的部件或附件享有 30 天的有限保修期。 

三、如何获得保修服务 

1. 热线支持服务，拨打我司技术服务热线 400 822 1196 获得电话支持服务，服务

热线提供产品使用咨询和故障排查指导服务。 

2. 送修服务指引，可以将设备送修或寄修至我司售后服务站获得本地维修服务。送

修后，产品须经过芊熠售后专业的检测。确认故障后，芊熠售后会确定相应的维

修方案。对在免费保修范围的产品，消费者依照本政策对应条款享受修理、更换、

退货的权利。如采用更换方式，更换下来的坏件归芊熠所有；对于检测无故障产

品，将原样退回。 

芊熠售后联系信息 

收件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硅谷动力清湖园 A8 栋 4 楼 

收件人 陆万福 

收件人电话： 1832086899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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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服务前准备，在适用的情况下，在提供服务前，您应： 

1) 遵守指定的服务申请程序； 

2) 备份产品中包含的所有程序和数据或确保它们的安全，芊熠不对使用或维修

过程中任何因数据丢失而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 

3)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配合以便我们提供服务，包括填写《售后详情卡》（详见

附件三）放置包装箱内，芊熠在收到售后产品后，会确认实物与售后详情卡

是否一致，信息是否完整，产品是否符合返修，如有异常则会与客户联系确

认，确认后方进入芊熠内部售后服务流程 

4) 从产品中删除所有受法律保护的保密和个人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售后收费说明，因产品不符合保修条件需收取费用的，芊熠售后会在修理前和客

户先行确认，按《芊熠产品售后收费说明》执行，芊熠收到维修费用后进行修理并

发还。 

四、保修解决方案 

产品故障以修理为解决原则，在可行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尝试通过网络、电话或

其他远程帮助方式来诊断和解决您的产品故障。如有些问题可通过您自行安装指定

的软件更新或替换件方式解决，则我们会指导您获得和安装此类软件更新或替换

件。如上述方式不适用或无法解决问题，您可将设备送修或寄修至芊熠售后服务站

获得维修服务。 

五、更换和退货 

1. 退货服务，自首次购买之日起 7 日内（含），如所购产品发生性能故障，经芊

熠智能售后服务工程师测试确认确为产品本身问题导致的故障后，您可以选择退

货、换货或者免费维修。 

2. 换货服务，自首次购买之日起 30 日内（含），如所购产品发生性能故障，经芊

熠售后服务工程师测试确认确为产品本身问题导致的故障后，您可以选择换货或

者免费修理。芊熠将为您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配件；若同型号同规格

的产品或配件已经停产，将为您更换不低于原产品性能的产品或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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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它说明，芊熠不接收非我司直销客户的产品退货或换货，如有需要应由产品销

售商负责，产品随附物品及包装应一并退还，更换下来的产品或部件归芊熠所

有。 

六、不属于免费退换保修范围 

1. 非本公司产品或无质量问题产品 

2. 退换货、送修途中由于运输、装卸所导致的损坏。 

3. 任何未经芊熠授权许可的改装、拆卸、维修。 

4. 非直接从芊熠销售出货的产品，客户直接寄回芊熠维修的。 

5. 意外因素或人为行为导致产品损坏。如：如进液、摔损、输入不合适电压、过度

挤压、主板变形等。对于电源适配器，若有明显的硬物损伤、裂痕、断脚、严重

变形，电源线破损、断线、裸芯等现象。 

6. 产品外观有肉眼可视的磨损、划伤等损伤，产品的外包装、附件、赠品、说明书

不完整。 

7. 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安装、使用、维护、保管导致的产品故障或损坏。 

8. 保修凭证与产品型号不符或保修凭证被涂改。 

9. 产品铭牌、SN 条码、防拆标签被撕掉或被损坏，模糊不清无法识别。 

10. 已经超出保修期限。 

11. 由于不可抗因素(如火灾、地震、水灾等)而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七、物流费用 

1. 符合免费退换保修范围，若芊熠收到客户返修产品运费为到付，则返修完运费由

客户自行承担；若收到产品运费为寄付，则返修完寄回客户的运费由芊熠承担 

2. 不符合免费退换保修范围，双向物流费用都由客户自行承担，请勿寄到付件，否

则芊熠有权拒收。 

注：若芊熠收到返修产品为到付件，则芊熠提供的售后费用核算中包括到付件物

流费用在内，在客户确认维修后，芊熠将按原地址寄回产品，运费由客户自行承

担。若客户不同意维修，则后续此客户后续到付件芊熠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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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别声明 

1. 上述条款仅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除外）销售的芊熠产品 

2. 本公司产品自发货之日起 1 年内，客户正常使用中产品出现了芊熠质保责任内

的故障或损坏，寄回芊熠确认后给予免费保修 

3. 若客户寄回非芊熠产品，芊熠会与客户沟通后退回客户，芊熠不承担包括快递

运输在内等任何理由的造成此产品任何问题，由客户自行承担 

4. 单批次 10 台以内，正常在 5-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发货。10 台以上，由芊熠

与客户具体协商确认。收费维修起始日期以客户确认付费后第二日起算 

5. 如销售商或其他任何第三方对您有额外售后承诺，您应向这些第三方要求兑

现，芊熠对此不承担责任。 

芊熠产品售后收费说明 

一、售后收费说明 

售后收费金额=人工费+材料费+客户退回运费+芊熠发出运费 

类别 人工费 材料费 退回运费承担 发出运费承担 备注 

保修期内 

× × 客户 芊熠 符合芊熠售后免费保修范围 

√ √ 客户 客户 不符合芊熠售后免费保修范围 

保修期外 √ √ 客户 客户 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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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费说明 

维修级别 服务内容 维修项目 
人工

费 

设备检测 全方位检测 产品外观、基本功能检测 0 

日常 

维修 

机械零部件更换 

机械零部件：前壳组件、后壳组件、触摸屏组件、显示模

组、听筒、扬声器、麦克风、振动器、摄像头、射频连接

线、内置天线、按键、侧键、FPC、转轴等 

30 元 接口类器件更换 
接口类：电源连接器、耳机连接器、IO 连接器、SIM 卡

座、存储卡卡座、 网口、插座等 

电子类器件更换 电子器件：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 

重焊 
针对因器件虚焊原因导致的故障，采用重焊加焊授权器件

的方式修复 

复杂 

维修 

芯片更换 
主芯片、内存芯片、存储芯片、图像芯片、WIFI 蓝牙芯

片等核心类器件 50 元 

电路板更换 无法通过更换物料完成维修，需更换电路板 

三、材料费说明 

具体材料费用请参加芊熠售后材料收费标准文件 

四、运费说明 

 保修期内退回符合芊熠售后保修政策中免费维修条款情况下，若芊熠收到客户返

修产品运费为到付，则返修完运费由客户自行承担；若收到产品运费为寄付，则

返修完寄回客户的运费由芊熠承担 

 保修期内符合芊熠售后保修政策中免费维修条款情况下或保修期外退回，双向物

流费用都由客户自行承担，请勿寄到付件，否则芊熠有权拒收。 

 实际运费以快递收费为准，芊熠不会收取任何额外的运费 

 

注：芊熠会根据售后收费说明，在收到不符合规定返修的产品为到付件时，则芊熠

会通过收取的售后费用中，适当加收到付件物流费用这一部份款项，在客户确认维

修后，芊熠将按原地址寄回产品，运费由客户自行承担。若客户不同意维修，则后

续此客户后续到付件芊熠拒收。 

如您对以上维修收费有任何疑问，请与我司销售人员联系，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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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售后案例说明 

维修案例一（保修期内） 

保修期：未过保 

是否符合保修条件：是 

维修台数：1 台 

人工费：0 元 

材料费：0 元 

运费：20 元 

合计收费：20 元 

维修内容：镜头松脱重新加固，升级软件 

更换部件：电源 1 个 

维修台数：1 台 

 

维修案例二（保修期内） 

保修期：未过保 

是否符合保修条件：否，人为损坏，暴力拆装 

维修台数：1 台 

人工费：40 元 

材料费：90 元 

运费：20 元 

合计收费：150 元 

维修内容：外壳变形破损，升级软件 

更换部件：外壳 1 个 

维修台数：1 台 

 

维修案例三（保修期外） 

保修期：过保 

是否符合保修条件：否，过保 

维修数量：2 台 

人工费：50 元/台 

材料费：20 元/台 

运费：20 元/台 

合计收费：180 元 

维修内容：电源损坏，升级软件 

更换部件：电源 1 个，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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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芊熠产品保修期 

产品大类 产品系列 保修期限 

出入口控制 

I 型/D 型/E 型/F 型/T 型/V 型/ 

基石系列/睿智系列/大师系列/海纳系列 

12 个月 

车位引导 PVC 型 12 个月 

路内停车 视频桩/高位相机 12 个月 

人脸门禁 人脸门禁通道机/人脸门禁考勤机 12 个月 

云对讲 人脸门岗机/围墙机/单元机/室内机 12 个月 

*特别说明： 

1) 促销产品或非标类产品的保修政策，请参考促销产品或非标类产品对应的保修凭证； 

2) 特殊项目的产品保修条款以具体购销合同为准； 

3) 演示机特价转销售的保修条款以具体购销合同为准； 

4) 包装箱类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5) 上述未列明产品以具体购销合同或书面承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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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售后详情卡及填写案例 

售后详情卡 

售后客户名称：北京市*******有限公司                 （必填） 

总数量 4 台 

售后返还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必填） 

售后联系人：吴**                                   （必填） 购买 

日期 

3 月 15 日 

联系手机号：137********                            （必填） 

序号 用户名称 产品名称 序列号 产品故障现象 数量 备注 

1 张三公司 车牌相机 

Cb0170axxx

xxxx 

 1  

2       

3       

4       

5       

       

       

       

其他

说明 

请解决问题后不要升级产品的软件版本，谢谢。 

注：表格中用户名称（客户可自行编辑代码）填写的主要目的，区分单一售后客户在同一批次或

同一箱内，装入多个下游客户的售后维修机，如售后客户不加以区分，则芊熠也不做任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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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售后专用收费二维码（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