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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生产的增强型二氧化碳激光产品， 为了让您能够享受到超于普及型激光产品的优质
服务，我公司特制订如下售后保修流程，在您使用中发现任何故障时，请您按此流程与我公司售后服务部
联系。
售后报修申请流程：
1、如果您要与售后服务部联系，请事先准备好以下信息：
●报修激光管、激光电源的型号
●报修激光管、激光电源的出厂编号
●报修任何对故障诊断有用的其它信息
2、当您联系我公司外贸部销售人员时，会要求您提供如下内容：
●报修激光管、激光电源出厂编号特写照片(视频)
●报修激光管、激光电源故障点、现象照片（视频）
●报修激光管、激光电源整体完整照片（视频）
注：如使用中发生故障，在报修照片（视频）中请拍摄出激光管的安装方向、支撑位置、进出水方向、电
极连接方式、工作时电流表指数、不能工作漏气时的高压放电声音、使用环境；拍摄激光电源时需要前后
面板接线、使用环境。视频请遵循“激光管报修视频模板”拍摄。
3、在收到您的报修后，客服部会组织相关工程师通过对您所提供的资料的分析以及公司制定的售后保修条
款，找到导致故障的原因。发现问题后售后服务部会将问题和处理方法转交给相关业务员，他会及时联系
您的，所以之前请留下可以联系到您的联系方式。
4、根据对客户提供资料的分析，会有如下原因：
●如客户无法提供能够证明激光器产品故障的资料，售后服务部会建议重新拍摄或者提供可能需要的相关
资料。这也是为了更好的进行问题判断和售后服务，所以还希望您能够及时的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相关资料。
●故障原因为使用不当或违规操作造成的我公司会及时通知客户导致故障的原因以及避免问题再次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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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如故障原因为我公司生产导致的，售后服务部会同意您提供相关物品以启动售后更换服务。

一、增强型激光管保修条款

1.激光管使用保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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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激光管 A0 保修期为 6 个月（180 天）
增强型激光管 A2(80W)/A4(100W)/A6/A6s（130W）\A8（150W）型产品保修 12 个月（360 天）
自销售日起，保修期内使用者按照说明书要求使用的前提下，出现输出功率小于相应型号额定功率的
80%或质量原因不出光的现象，请将相关资料（请参照以下内容要求）提供至售后部人员，经我公司售
后部核实确认后将进行更换新的激光管。
对特殊产品或按用户要求的个性化产品，此质量保证无效。
必须在增强型使用说明要求下使用，否则不享有此质量保证。
（本文件附带增强型使用说明）
建议使用配套电源。
如果因为运输原因导致到货破损，请在收货规定时间（单批次运输 60 支以内，在收货三天内报修；单
批次运输 60 支以上，在收货七天内报修）内拍摄激光管包装、破损情况、收获清单等证明收货日期的
相关文件等照片视频资料，并提交给我公司，售后服务部进行相关备案和记录，同时协商安排发货问
题。
对退回的增强型产品必须符合如下条件，否则不享有此质量保证。
整管返回的外观，结构，出厂条码标签完好。
输出镜表面没有污染，划伤或开裂的情况。
阳极端电极筒颜色不能有变色的情况。
我公司产品出厂的标准：
A0 型的功率 25 瓦。
（18mA）
A2 型的功率 80 瓦。
（26mA）
A4 型的功率 100 瓦。(28mA)
A6/A6s 型的功率 130 瓦。(30mA)
A8 型的功率 150 瓦。
（35mA）
售后保修功率标准：
A0 型的功率 20 瓦。
（18mA）
A2 型的功率 64 瓦。
（26mA）
A4 型的功率 80 瓦。(28mA)
A6/A6s 型的功率 104 瓦。(30mA)
A8 型的功率 120 瓦。
（35mA）
注：请严格按照我公司的出厂测试条件测试激光管，如果条件不符，我公司不予售后服务。同时我公
司承诺出厂产品均已达到出厂测试要求，但无法保证该激光管功率即为此标准值，上限不保证，但是
下限承诺。例：80W 的 A2 激光管出厂时最小值为 80W，但是激光管可能是 85W。报修时仍然按照 80W 功
率进行计算是否功率下降。希望您能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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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保修条款在 2016 年 1 月 1 日前有效，但允许下次的改动，有冲突的地方以下一次的为准。对于下一
次改动前出厂的商品，还以本次的保修条款为执行标准。

2.售后服务
售后更换申请流程（得到售后通知后才可进行以下操作）
A、请将需要售后处理的激光管敲头处理，敲头所需返回部件请参照下图，返回至我公司，我公司收到返货
产品后，将会给予售后服务处理。
B、如若条件不允许，无法返回激光管管头，您须向我公司申请，相关人员会提示您将激光管进行敲头处理，
并及时记录相关照片或者视频资料。在相关的视频或者照片资料中需要涉及到以下部分。

反射端（阳极端）——三部件

出厂条码编号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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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请将敲头后的视频或者照片资料发送至我公司，售后服务部对该激光管进行必要的相关记录和备案，经
过我公司售后服务部确认后，会和您协商具体的发货安排。如果在其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全或者和报修激光
管条件不相符的情况，不予进行售后服务。

二、普及型激光管产品报修流程及售后处理办法

1.售后更换申请流程（得到售后通知后才可进行以下操作）
A.请将需要售后处理的激光管敲头处理，敲头所需返回部件请参照下图，返回至我公司，我公司收到返货
产品后，将会给予售后服务处理。
B.如若条件不允许，无法返回激光管管头，您须向我公司申请，相关人员会提示您将激光管进行敲头处理，
并及时记录相关照片或者视频资料。在相关的视频或者照片资料中需要涉及到以下部分。
输出端
反射端
出厂条码编号

C.请将敲头后的视频或者照片资料发送至我公司外贸部相关销售人员，转交给售后服务部，对该激光管进
行必要的相关记录和备案，经过我公司售后服务部确认后，会和您协商具体的发货安排。如果在其过程中
发现资料不全或者和报修激光管条件不相符的情况，不予进行售后服务。
2.售后处理办法和规定
A.相关规定
a、保修期限：我公司生产工业用常规激光管（40W 包含 40W 及以下）保修期为三个月；工业用激光管
（1200-G/1600-G）保修期为六个月；工业用大功率激光管 Q 系列保修期为十个月，医疗用激光管保修期为
十二个月，以带条形码出厂标签日期为准。
b、到货检查：请在收货规定时间（单批次运输 60 支以内，在收货三天内报修；单批次运输 60 支以上，在
收货七天内报修）内报告我公司破损情况，如有破损及时通知我公司，我公司会及时做出处理；如未通知
我公司，我公司自动认为客户认可没有破损情况。
c、测试检查：客户自到货后七日内报告我公司检测情况，如有功率、光斑异常的请及时通知我公司。
B.退货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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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到货后检查、测试或使用途中发现激光管出现异常或检测不合格，请及时通知我公司，并以文字形式传
真或电邮至我公司（公司传真电话：0431-88569005，公司邮箱：service@yl-laser.com）。如遇破损请通
过高像素相机拍照发至我公司邮箱或指定 QQ（919568749）
，要求破损处清晰、有激光管出厂条码标识特写、
此管整管特写。我公司对于非质量问题产品，不退不换。
b:破损激光管图片发至我公司后，经检查鉴定如果确有故障，我公司会及时告知客户，并请客户把激光管
两端输出镜片连同水冷盒以及出厂条形码标签敲下，妥善保管后通过快递或随退货一并发回，不用整根全
发；如果查不出故障的，我公司要求客户继续提交相关报修资料进行处理。如未经我公司同意，擅自敲碎
发回我公司的，我公司不予保修处理。
输出端
反射端
出厂条码编号

c:返货费用我公司不承担。
C、更换处理办法
以（A）为购买管（B）为更换管为例，如下说明。
a、我公司检测后如果属我公司产品（A）质量原因，同意更换一支新管（B），编号按出厂记录（B）编号出
厂，但出厂日期按（A）购买管日期标识。
b、为了保护客户利益，此管我公司在保修日期上做出调整，在购买管（A）出厂日期基础上增加来往
运输周期时间。去除来往路程时间，保证前后两只管（A+B）共使用相关类型激光管保修时间，更换激光管
按首购激光管保修期保修，不循环保修。

三、260W 合束保修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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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W 合束激光管是永利激光经过自主研发、生产加工的新产品。本产品对于薄金属以及厚非金属
都有着良好的加工效果。为了加强产品售后服务工作，有以下条例，来确定产品质保期内的售后
服务。
战略合作伙伴：我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服务上享有优先待遇，有报修先处理，有产品先更换的优待，
并承诺产品在质保期内，全球质保，上门解决问题。让战略合作伙伴在此产品使用上没有后顾之忧！
VIP 客户：作为我公司的 VIP 客户，当 260W 合束产品出现问题时，国内客户我公司第一时间会上门服
务。国外客户经过客服部鉴定后，允许只将合束镜以及激光管管头返厂。并且我公司会在接到报修后
提前发货，为客户争取宝贵的时间。
大客户：国内我公司只接受完整合束产品返厂检测，确认有问题后给予维修更换。国外客户经过客服
部鉴定后，允许只将合束镜以及激光管管头返厂，当我公司收到产品后经过检测后给予维修更换。
零散客户：本类客户在质保期内出现报修，需将我公司产品在保证完整的情况下返回我公司，我们在
收到产品后会根据检测问题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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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特此声明，我公司生产的 260W 合束激光器有效质保期为 10 个自然月。自出厂日期起，10 个
自然月内发生任何质量问题，均会享受售后服务。除战略合作伙伴外，其余客户在产品出厂 1-6
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均会更换新管，6-10 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更换维修管。战略合作伙伴质保期
内出现质量问题均换新管。

四、其他产品质保情况

我公司氦氖管（氦氖管在质保期内，使用功率低于额定功率的 70%给于更换）
、激光电源、台式功率计、
手持功率计自出厂日期起，质保 12 个自然月。在此期间出现质量问题，我公司承诺返厂更换。管支架、传
输器以及光学镜片不在质保范围内，一经销售不退不换。

五、以下情况不在质保范围内

1. 产品超出质保期。
2. 人为磕碰，或人为因素导致的普及型激光管水冷或电极破损。例如：
A. 普及型激光管外部水冷系统因为外力或者人为原因造成的破损或损坏，一般多出现在装机或调试中，
下图为外接水冷的玻璃接头损坏。

B. 普及型激光管高低压两端电极柱是经过高温处理的，不存在应力问题（根据损坏位置及炸裂现象判
断）
，一般多出现在安装或电极焊线中，下图为阴电极玻璃柱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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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冷循环效果不好导致激光管炸裂，一般多出现在阴电极周围，呈现的现象未内管出现大量玻璃碎片，
水冷管破损严重，出现锯齿波纹状碎片，储气管内几乎看不到水或水很少，如果距离炸管时间不长可
以从外管感觉到温热，从激光管内排出的水明显感觉到温热这类现象都是由于水冷不好导致激光管破
损的原因，下图中显示为水冷原因导致的破损。

4. 镜片污染导致的镜片炸裂、脱模。表现为镜片外部炸裂，用酒精棉球擦拭有明显污垢烧结情况出现。

5. 产品保修标签出现损坏、涂抹、遮挡、管身两个编号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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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1.
12.
13.

产品经过物流运输造成到货破损情况，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修。
售后产品返回公司途中，因为物流或者包装问题造成的激光管破损。
产品质保期内，所有产品，在最佳工作电流时输出功率未下降到额定功率 80%以下（普及型为 70%）。
报修故障与实际检测情况不相符的。
持续使用最大电流长时间工作造成的功率衰减，
激光管用于对切时操作不当或者安装不当造成的镜片炸裂，输出镜片污染导致镜片炸裂或者脱膜的
高低压反接对镜片放电导致炸裂或者激光输出功率下降的
工作环境恶劣造成高压打火导致镜片燃烧、或管体被污物挂满的

吉林省永利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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