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合同

确保在设备使用寿命期间获得峰值性能和最大投资回报

i

非接触式温度测量

优质客户解决方案

服务合同

自 1947 年以来，AMETEK LAND 一直致力于制造精
密测量设备。

我们是非接触式温度测量和燃烧监控领域的专家，我们的产品应用广泛，涵盖钢铁、玻
璃制造、发电和水泥制造等许多行业。

我们自 2006 年成立了 AMETEK 处理和分析仪器部，并组建了全球 AMETEK 销售和服
务团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服务。
AMETEK Land 为自己提供的全系列非接触式温度测量仪器而自
豪，这些仪器在精度、可重复性和可靠性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我们了解仪器在优化您的工艺和确保您生产最高品质的产品
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任何意外停机或数据质量问题都会严重
影响您高效地运营工厂的能力。

我们的 AMECare® 服务合同专门设计用于确保您的仪器得到专
业维护和校准，以便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间以最高工厂性能水
平工作。

质量、可追溯性和整体服
务仍然是 AMETEK LAND
的最高优先事项

满足挑战

AMETEK Land 的仪器设计用于在一些最恶劣的工业环境中工
作。
无论您选择哪种仪器，我们的综合服务合同都能为您提供
众多优惠，并根据您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
我我们所有的
AMECare® 服务合同均标配年度预防性维护计划，我们还将
在合同期内每年自动延长保修期。
作为设计者和制造商，我们非常了解您的仪器，我们专门有一
支训练有素的服务中心技术人员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将为您
的仪器提供专业维护，让您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 - 您的核
心业务。

AMECare® 服务合同

AMETEK Land 在世界各地建造了各种设施 - 其中包括 UKAS（
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位于英国的校准设施，位于美国
的可追溯至 ANAB（ANSI-ASQ 国家认可委员会）的实验室和位
于印度的 NABL（测试和校准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设施，以
及提供内部产品支持的服务中心。 位于英国、美国和印度的
AMETEK Land 校准实验室已通过国际标准 ISO 17025 认证。

所有新的和维修保养过的仪器在根据国家标准进行测试和校
准之后均已经过认证，符合发布的规格。
它将提供从第一天开
始的测量历史，这通常是质量体系的一个要求。
UKAS、ANAB
和 NABL 认证 (ISO 17025) 也可用于显示大多数温度测量仪器
的规格和测量不确定度的个体差异。

特性

优点

免费检查报告

包括用于持续维护的服务
关键点

年度工厂检修和校准

确保您的仪器在其整个使
用寿命期间以最高工厂性
能水平运行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提供技
术支持

延长保修期

多台仪器等于更多节省

减轻技术人员的负担

让您在仪器的整个使用寿
命期间安心无忧
五台或以上仪器可享更
高折扣

AMECare® 合同提供什么

1: 优化的性能
每次进行测量时，定期保养和校准可在产品的整
个使用寿命期间提供更高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2: 免费的仪器和固件更新
使仪器保持最新状态，所有固件均得到最新升级

3: 符合 ISO 9001 标准的认可质量
也可提供 ISO 17025 标准

4: 专业的技术服务和建议
减轻技术人员的负担 - 我们的 AMETEK Land 产品
专家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全面检修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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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TEK Land Test 证书

6: 固定的拥有成本和预算控制
固定的服务、认证和校准成本

AMECare®
铜

条件报告及合规证书
延长保修期

5: 物有所值
合同包括多个折扣项目，为您提供更大的规模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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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修维修享 15% 的折扣
零件更换额外津贴4
国家溯源认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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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修维修享 3% 的额外折扣

✔

优先服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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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仪器的延长保修以序列号为准，不可转让。延长保修期定义为自原始制造日起的十年内或直到产品
报废，以先到者为准。保修是标准 AMETEK Land 保修的延伸；年度服务必须在上次服务和校准后的 14
个月内进行。如果仪器没有返厂，AMETEK Land 保留自行决定为适用的服务范围开具发票的权利。服
务合同的开始是以仪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为先决条件。如果经初步评估发现情况并非如此，AMETEK
Land 保留取消合同的权利。

2 - CPT Incoterms
3 - AMETEK Land 测试证书在 500°C 范围内最多有 3 个客户定义的点
4 - 高于我们标准零件更换计划的额外折扣。
5 - UK = UKAS，USA = ANAB，India = NABL
6 - 优先服务 — 仪器将通过系统快速跟踪

优化性能，使正常运行时间最大化

AMETEK Land 认识到我们的仪器在最恶劣的工业环境中使用，因此
我们建议定期检查它们以保持原有的操作水平，确保最佳维护，服务
应由熟练、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进行。
AMECare® 服务合同包括（标配）年度检修和校准，将完全拆除、清洁
和评估您的仪器，然后再使其恢复到原厂规格和条件。您的仪器将
由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处理，在我们专门的服务中心使用
专业工具和原厂零件进行维护。

此外，我们还将出具一份报告，详细说明检修的关键点，以帮助您发
现现场的任何技术问题，例如机械磨损或电气问题。
这种主动方法是
客户作为持续维护活动的一部分使用的强大工具。

检修和校准包括：

 检查前评估以识别服务中待解决的任何已
知问题
 初步技术鉴定
 彻底清洁仪器
 彻底拆卸

 根据需要检查并进行保修
 彻底恢复，执行工厂校准

 将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 返回仪器时随附
固件修订技术通知
 光学元件的校直

 全面的工厂标准校准和合规测试

WWW.AMETEK-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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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ENQUIRY@ AMETEK.COM

服务合同

仪器范围

AMECare® 服务合同覆盖 Cyclops 便携式高温计、SPOT 固定式高温计、System 4 固定式高温计、SoloNet 和 IQ 测温仪。
如果您的仪器未列出，请联系 AMETEK Land 以获得符合您特定要求的合同。

购买 AMECare® 服务合同

联系离您最近的代表、经销商或区域销售办事处。
www.ametek-land.com/contactus

寄回您的仪器进行维修和校准

如要寄回仪器，我们的退货授权政策可供参考和审核：
www.ametek-land.com/services/returns

查看我们提供的其他服务

进一步了解 AMETEK Land 的全方位售后服务，以帮助您从仪器和系统中获得最佳性能。
www.ametek-land.com/services

了解我们丰富的非接触式测温产品以及燃
烧和排放相关系列产品如何为您的工艺提
供优质解决方案
WWW.AMETEK-LAND.COM

CONTACT US
www.ametek-land.com
land.enquiry@ametek.com

证书号 CC-2041

在印度适用

在英国适用

在美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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