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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sightCare 
加快致勝腳步 
隨著各種技術漸趨複雜，任何微小問題都可能迅速惡化，變成大問題。這正是 KeysightCare 派上用場的 
最佳時機，它提供專屬的技術服務和支援，可在保證的修復和校驗週轉時間內，將停機時間降到最低， 
為您打造一條平坦的成功大道。請即聯絡是德科技應用軟體與技術支援專家，以便在保證時間內獲得回應，
迅速解決您的量測挑戰。讓 KeysightCare協助您解決問題，加快致勝腳步。 

 

 
 

  

KeysightCare服務與支援提供全方位的客戶服務，包括： 
• 多種不同等級的服務，可全面滿足您的業務需求 

• 在保證回應時間內，迅速與是德科技專家取得聯繫 

• 24小時全年無休地存取知識中心 

• 軟體更新及增強功能 

• 韌體和軟體更新通知 

• 有保證的維修和校驗服務週轉時間 

 

KeysightCare可為您節省可觀的時間，讓您的產品能更快問市： 
• 更快聯絡技術專家 

• 快速解決技術支援問題 

• 提供有保證的維修和校驗服務週轉時間 

• 預防潛在的支援問題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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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保證的服務與支援，讓您輕鬆翻轉全局 
是德科技擁有經驗豐富的技術專家、生產力工具和線上知識中心，可有效提升您的工程團隊的生產力，讓您
能即時掌握日新月異的技術與標準發展趨勢。設計和測試設備的演變速度之快，與您正在開發的產品不相 
上下。KeysightCare確保您的硬體和軟體隨時維持在最新狀態，讓您能迅速搶佔市場先機。 

 

透過校驗服務加快推出新產品 
您可藉由定期進行設備校驗，提高產品的可預測性。有了 KeysightCare，您可以少一份擔憂。我們的全球
支援專家非常了解您獨特的測試配置，可針對您的要求調整超出容差度的條件，而且每次都會驗證各個 
選項和規格的效能。 

 

即時更新軟體，保障您的投資 
KeysightCare 提供產品更新與增強功能，確保您的團隊可即時獲得最新技術，以持續提升產品效能與精 
確度。我們將主動發送有關應用軟體、韌體和/或核心軟體更新的通知，讓您能夠隨時掌握最新資訊。不僅
如此，您的團隊可直接聯絡我們技術精良的技術專家，並隨時存取是德科技全年無休的支援入口網站和 
知識中心，以大幅提升您的團隊的工作效率。 
 

透過可預測的回應時間，提高設計有效性 
我們可在您有需要時，快速提供支援與解答。我們的服務等級協議可在您指定的時間內，優先處理您的 
案件。您可登入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即時追蹤您的支援案件的處理進度，並且存取知識中心的大量 
技術文件和影片。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support.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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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性 
貴公司全年無休地在 5G、6G、汽車、航太與國防，或其他應用領域推動技術創新，因此需藉助頂尖的 
測試資產和資源，來摘下成功的果實。KeysightCare 在基本保固之外，提供多種不同等級的支援服務， 
以滿足您獨特的應用需求。不論您需要的是更短的回應時間、讓設備保持在出廠時的狀態，或是即時取得
專家協助，KeysightCare 都有適合您的服務。每個支援等級均提供是德科技專家協助，讓您能夠充分利用
您的儀器和軟體，並迅速克服您所面臨的技術挑戰。您也可登入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和知識中心，以便
快速找到解答、管理案件，並提出服務請求。 

此外，您可購買多年期的 KeysightCare 服務，這樣您就不需要在合約到期時重複提出採購申請，並浪費時
間處理一大堆複雜又枯燥的文書工作。我們有 2、3 或 5 年的期限可供選擇，確保您的資產獲得充分的保障。 

 

多元的應用軟體授權方案，提供更高的靈活性和即時的支援 
我們提供靈活的授權選項，讓您能兼顧專案的各種不同需求。您的應用軟體需在整個程式開發週期中， 
維持一致的運作，或需要經常更新，以跟上尖端應用瞬息萬變的演進。是德科技授權提供靈活的授權期限
和類型，可滿足您的應用需求。此外，KeysightCare還提供不同的軟體支援讓您選擇。 

  

授權期限 選項 

永久授權 
您可無限期地使用永久授權。 
KeysightCare軟體支援服務的訂閱期限分為 1年、2年、3年或 5年，期滿可續訂。 

訂閱授權 
您可在訂閱期限內（6個月或 1年、2年、3年）使用訂閱授權。 
您可在整個授權期限內享受 KeysightCare軟體支援。 

授權類型 說明 

節點鎖定 僅限在一台指定的儀器/電腦上使用節點鎖定授權。 

可轉移授權 
每次只能在一台儀器/電腦上使用可轉移授權。您可透過 Keysight Software Manager（需連網）， 
將授權轉移到另一台儀器。 

USB 可攜式 
每次僅限在一台儀器/電腦上使用 USB可攜式授權。您可使用經認證的 USB dongle（需另外購買， 
是德科技零件編號 E8900-D10），將授權轉移到另一台儀器。 

浮動式授權 
連網的儀器/電腦，每次僅限一台可以存取伺服器中的授權。您可購買多個授權，讓多台儀器/電腦能同時 
使用授權。我們有 3種浮動式授權可供選擇：單一站點：伺服器半徑 1 英哩內；單一地區 1：美洲、歐洲、
亞洲；全球各地（需遵循使用者授權合約 [EULA] 中明定的出口限制） 

 
1.  美洲（北美、中美及南美、加拿大）；歐洲（歐洲大陸、中東歐、非洲、印度）；亞洲（南亞、北亞、太平洋國家、中國、台灣、日本）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軟體授權期限、類型，以及 KeysightCare軟體支援訂閱方式簡易說明書。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support.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374/flyers/5992-3419.pdf


             4 

服務定義 
服務期限 定義 

KeysightCare 等級 
 
 

KeysightCare 提供多種服務合約等級： 
技術支援、Assured、Enhanced和軟體支援。請在下表中查看維修、校驗和技術支援的 
確切服務等級保證。 

授權方式 
 
 

KeysightCare合約會根據是德科技資產（硬體或軟體）的序號，為擁有該資產的企業用戶 
提供特定等級的支援服務，用戶數量不受限制。KeysightCare 多層級服務系統中清楚定義了 
每一種等級可獲得的支援服務。 

技術支援 
 
 

如果客戶擁有可合格使用 KeysightCare支援服務的資產或軟體，可透過公司 email登入 
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 support.keysight.com，以便建立支援案件。另外，您可透過電話和
email聯絡 KeysightCare支援團隊 1，以獲得遠端技術支援。 

回應時間 回應時間是全球 KeysightCare技術與應用支援團隊（K-TAS）能夠多快提供技術支援的 
指標。實際的時間，以您所在地的 K-TAS上班時間為準。從客戶聯絡 K-TAS團隊，到團隊中
負責處理該案件的人員首次做出有意義回應的這一段時間，便是回應時間。客戶需提供資產 
列號或軟體的 Host ID，以便更快獲得所需的支援。我們的技術專家會保證盡快做出回應， 
他們具有豐富的產品或技術專業知識，擅長於進行除錯和診斷，而且會持續提供協助，直到 
案件結案為止。請查看您所在地的 K-TAS上班時間。 
 

 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 

KeysightCare 
Assured 

KeysightCare 
Enhanced 

KeysightCare 
應用軟體支援 

技術支援回應時間 ≤ 2 個工作天 ≤ 4 個工時 ≤ 2 個工時 ≤ 4 個工時 
 

是德科技  
支援入口網站 

您可透過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 support.keysight.com 取得您的資產需要的支援與服務資源。
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提供 24小時全年無休的線上服務，您可在此提交服務申請、瀏覽知識
中心內容，並且查看所提交之案例和請求的處理進度。所有不同等級的 KeysightCare使用者
皆可存取是德科技支援網站。 

軟體更新 軟體更新只能透過 KeysightCare軟體支援團隊取得。KeysightCare軟體支援服務合約包含 
針對是德科技軟體提供的安全修補和錯誤修正，您不需要擁有 KeysightCare合約也可獲得 
相關支援。針對所有符合 KeysightCare服務資格的軟體，是德科技會向客戶發送軟體版本 
更新通知。 

核心軟體 我們提供不同期限的儀器軟體更新和增強功能訂閱服務。此軟體訂閱服務目前適用於是德科技
示波器、VNA、信號分析儀和信號產生器。請參見核心軟體簡易說明書以了解詳情。 

軔體更新 如果客戶的儀器已在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完成註冊，並已訂閱 KeysightCare Assured和
Enhanced服務，則可即時收到是德科技發出的韌體更新通知。 

維修 KeysightCare Assured和 Enhanced包含維修服務。維修完畢後，您將獲得免費的校驗。
KeysightCare Enhanced客戶可選擇想要的校驗項目。 

校驗 校驗是對測試儀器進行定期驗證，確保其效能符合規格要求。KeysightCare Enhanced包含 
校驗，可依照建議的校驗期限對您的資產進行校驗。您可根據您的所在國家或地區和產品 
型號，來選擇任何是德科技校驗選項，包括經認證的高階校驗。校驗服務不包括標準實驗室 
校驗和客製化校驗。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support.keysight.com/KeysightdCX/s/?language=en_US
http://support.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https://www.keysight.com/main/editorial.jspx?ckey=3011035&id=3011035&cc=US&lc=eng&jmpid=zzfindkeysightcare.contactus&elq_cid=3472146&cmpid
http://support.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3122-1635/flyers/Core-Softwa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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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轉時間（TAT） 週轉時間（TAT）適用於維修和校驗服務。您的 KeysightCare服務請求會先被劃分優先 
等級，我們將於 KeysightCare服務等級保證的週轉時間內進行處理。保證的 TAT適用於 
實際執行校驗的校驗站點（服務實體）。維修和校驗 TAT不包括運送、報關處理，或轉運 
至服務實體的時間。 

提供技術支援所使用
的各種語言 

技術支援地區 語言 

美洲 英文 

歐洲、中東、非洲、印度（EMEAI） 英文 

大中華區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英文 

日本 日文、英文 

韓國和南亞太地區 英文、韓文 
 

 

服務定義工具 
請在服務定義工具中輸入產品型號和國家/地區，以便確定您的儀器或應用軟體適用的 KeysightCare 
服務等級。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support/service-definition-to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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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說明摘要 
支援合約說明 核心軟體 5 保固 

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 

KeysightCare 
Assured5 

KeysightCare 
Enhanced1 

KeysightCare 
軟體支援 

技術支援（硬體和軟體） 

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 全年無休、隨時隨地存取知識中心、下載校驗證書、提出服務請求，並查看完整的資產資訊。 

即時聯絡技術和 
應用支援專家 

  ● ● ● ● 

技術支援回應時間   ≤ 2 個工作天 ≤ 4 個工時 ≤ 2 個工時 ≤ 4 個工時 2 

硬體支援       

完整的維修服務  ●  ● ●  

維修服務週轉時間 4  不保證  ≤ 10 個工作天 ≤ 7 個工作天  

校驗服務 3     ●  

校驗服務週轉時間 4     ≤ 5 個工作天  

主動提供韌體和核心軟體
版本更新通知 

   ● ●  

應用軟體支援      

主要功能、增強特性、  
和維護版本 

●     ● 

主動提供軟體  
版本更新通知 

     ● 

 
 
我們提供的所有服務均遵循各個不同國家/地區的法律條款和條件。 
印度、以色列和巴西不提供有保證的週轉時間。我們將依商業準則盡速提供維修服務。 
 
1. 僅適用於特定國家或地區。請就近聯絡您的是德科技業務專員。 
2. 欲獲得軟體支援，您需簽訂 KeysightCare軟體支援合約。若您的硬體和軟體皆具有技術支援合約，則您可享有兩者中較高的服務等級。 
3. KeysightCare Enhanced中包含的校驗，將依照建議的校驗週期來提供校驗服務。您可根據您的所在國家/地區和產品型號，選擇任何是德科技

校驗選項，包括經認證的高階校驗。標準實驗室校驗和客製化校驗不包含在內。 
4. 維修和校驗週轉時間不包括運送、轉運或報關處理所需的時間。如果是德科技未能在保證的維修和校驗週轉時間內完成維修或校驗，我們將 

提供補償方案。客戶下一次為該資產續訂 KeysightCare服務時，可享 25%的折扣。此補償方案僅適用於續訂相同或更高等級的服務，而且 
不提供現金補償。 
KeysightCare完成維修後，將提供免費的校驗。 

5. 新購儀器可享 1年的支援服務，建議訂購 3或 5年的服務。此外，建議您為核心軟體訂購相同服務期限的 KeysightCare Assured/Enhanced服務。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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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和知識中心 
KeysightCare 客戶可存取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其中提供常見問答集，以及蘊藏豐富資源的知識中心。 
知識中心內含數千篇技術文章和程式設計範例影片。是德科技專家根據真實的測試和量測情境、問題及解決
方案，並運用其數十年來累積的研發和測試專業知識，來撰寫這些技術文章。 

客戶可使用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的自助服務功能，來管理自助支援內容，或與現場工程師交流以獲得 
支援。此外，客戶還可使用此自助服務功能，來建立案件、查看即時的資產維修或校驗狀態、檢視案件歷
史記錄，並找到合適的測試解決方案。客戶和是德科技都可查看案件歷史記錄，方便技術支援工程師針對
應用的測試和量測情境，提供主動且個人化的支援。 

在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中，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Assured、Enhanced 和軟體支援的服務等級，會對
應到不同序號（硬體）或 Host ID（軟體）的資產。請觀看 2分鐘短片，深入了解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的
價值。立即註冊或登入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supportkeysight.com。 
 

等級 1：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 
所有您的是德科技產品，不論其使用模式、保固期或停產狀態如何，我們都可提供技術支援，協助您降低
風險並避免專案延遲。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團隊為您提供個人化技術支援，以及有保證的回應時間。 
 

您可享有下列專屬權益： 
• 2個工作天的技術支援回應時間 

• 線上知識中心 

• 自助式支援入口網站 

KeysightCare 提供年度合約，而非按次計費的技術支援，確保您能不間斷地獲得所需的資源，進而成功 
達成目標。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適用於硬體儀器，提供 2 個工作天的回應時間，以及全年無休的是德 
科技支援入口網站存取。如需軟體支援，請查看 KeysightCare 軟體支援。若您的硬體和軟體均具有技術 
支援合約，則您可享有兩者中較高的服務等級。舉例而言，如果將具有 KeysightCare 軟體支援合約的軟體，
和具有 KeysightCare技術支援合約的硬體搭配使用，則回應時間為 4個工時，而非 2個工作天。 

如果您的特定資產需要技術支援，請購買 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服務，以便在 2 個工作天內獲得是德科技
有保證的快速回應。但維修與校驗服務或其他售後服務不包含在內。如果您的資產對於維持業務運作至關
重要，是德科技建議您購買 Assured、Enhanced 和軟體支援等更高等級的 KeysightCare 服務。針對仍然
有用，但重要性較低的設備，您可選購 KeysightCare技術支援。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keysightcare.keysight.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ZWXqET2rY
https://keysightcare.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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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2：KeysightCare Assured 
業界對於創新的裝置設計和測試系統的需求正持續升高。KeysightCare Assured 提供更完整的支援，可全
面滿足您的應用需求。如果您的工程師有任何問題，他們可快速找到答案。KeysightCare Assured 可在保
證時間內，快速回應您的技術需求。如果您有非預期的維修需求，您可利用專屬服務，獲得有保證的維修
週轉時間，讓儀器盡快恢復正常運作。 
 

您可享有下列專屬權益： 
• 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 

o 線上知識中心 

o 自助式支援入口網站 

• 在 4 個工時內提供技術支援回應 

• ≤ 10 天的儀器維修週轉時間 

• 完成維修後提供免費的校驗 

• 韌體或核心軟體更新通知 

大多數新購產品均提供 1 年的 KeysightCare Assured 服務，以及 1 年的標準保固。當初始合約到期時， 
您可選擇續約或將 KeysightCare合約升級，以滿足您的特定業務需求。 

具有 KeysightCare 合約的是德科技原廠翻新儀器，在購買時隨附 1 年的 KeysightCare Assured 服務。 
是德科技二手儀器提供 30 天保固，到期後客戶可購買 KeysightCare Assured 服務支援升級，和/或延長 
保固服務。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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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3：KeysightCare Enhanced（建議） 
您的首要任務是讓貴公司團隊，按部就班地進行產品設計、開發和製造，而這有賴於可靠、準確且可重複
的結果。除了提供更快的技術支援和保證維修週轉時間外，KeysightCare Enhanced 還可根據建議的設備
校驗期限，提供不同的校驗服務。是德科技建議使用 KeysightCare Enhanced，因為校驗是確保測試設備
具有準確度和可重複性的關鍵。研究顯示，未定期進行校驗的測試設備，可能導致產品召回、產品不合格、
退貨率增加，或良率下降等後果。請查閱電子書以獲得更多資訊。 

全方位的優質服務，確保您的專案如期完成。 
 

您可享有下列專屬權益： 
• KeysightCare Assured 

o 線上知識中心 

o 自助式支援入口網站 

o 包含維修服務 

• 2 個工時的技術支援回應時間 

• ≤ 7 天的儀器維修週轉時間 

• 完成維修後提供免費的校驗 

• 包含校驗服務 

• ≤ 5 天的儀器校驗週轉時間。如需了解各個地區的詳細情形，請參閱選購指南。 

• 韌體更新通知 
 

KeysightCare Enhanced 適用於下列國家或地區： 

地區 國家或地區 

美洲 加拿大、墨西哥、美國 

亞太地區 澳洲、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 

歐洲、印度、中東、非洲 
奧地利、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 
荷蘭、挪威、波蘭、羅馬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 

大中華區 中國、香港、台灣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7018-06520/ebooks/5992-3722.pdf
https://www.keysight.com/us/en/products/services/calibration-services/calibration-service-selection-gu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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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驗選項因國家或地區而異。KeysightCare Enhanced 包含校驗，可依照建議的校驗期限對您的資產進行
校驗。您可根據您的所在國家或地區和產品型號，來選擇任何是德科技校驗選項，包括經認證的高階校驗。
標準實驗室校驗和客製化校驗不包含在內。常見的校驗選項包括： 
 

校驗 適用地區 

是德科技校驗 全球 

是德科技校驗 + 量測不確定度 全球，日本除外 

是德科技校驗 + 量測不確定度 + 保護帶 全球，日本除外 

認證校驗 全球 

Z540-1 校驗 美洲 

INMETRO 校驗 僅限巴西 

KOLAS 校驗 僅限韓國 

NATA 校驗 僅限澳洲 

CNAS 校驗 僅限中國 

JCSS 校驗 僅限日本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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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是德科技Windows儀器，例如 Infiniium示波器和 PNA分析儀，均隨附 PathWave 

Calibration Advisor (PCA)。這款內建的應用軟體讓您能輕鬆追蹤並管理儀器的校驗週期， 

包括到期日、提醒訊息和校驗證書。PCA可連接到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以便簡化儀器 

的維修或校驗案件管理。欲知詳情，請參閱 PCA簡易說明書。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assets/3121-1430/flyers/PathWave-Calibration-Advisor-Maintain-Peak-Perform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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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4：KeysightCare應用軟體支援 
KeysightCare 應用軟體支援可確保您的軟體測試和設計工具隨時保持在最新版本，並且包含最新標準。 
這項服務可提供主動通知和軟體更新。您可在保證時間內，優先與熟悉是德科技軟體和最新標準的應用 
專家取得聯繫，以便排除問題。我們的專家可提供技術建議，讓您能突破測試極限，以便游刃有餘地因應
最具挑戰性的新興技術。 
 

您可享有下列專屬權益： 
• KeysightCare 技術支援 

o 線上知識中心 

o 自助式支援入口網站 

• 在 4 個工時內提供技術支援回應 

• 軟體更新及增強功能 

• 主動提供軟體更新通知 

KeysightCare 軟體支援針對特定軟體，提供 4 個工時的回應時間、軟體更新與通知，以及全年無休存取 
是德科技支援入口網站的權限。如果您的硬體和軟體都具有技術支援合約，則您可享有兩者中較高的服務
等級。在此情況下，KeysightCare Enhanced的回應時間是 2個工時，而非 4個工時。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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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期限 
大多數新款的中階和高效能儀器，均提供 1 年的 KeysightCare Assured 服務，所有地區的客戶皆可享有此
服務。大多數基礎儀器均提供3年保固和3年KeysightCare技術支援。除了第一年的KeysightCare Assured
保固範圍外，在中國銷售的是德科技儀器提供 3年保固，在日本銷售的是德科技儀器提供 5年保固。 

是德科技建議客戶在購買儀器或軟體時，購買多年期 KeysightCare 服務合約。如此一來，您可透過技術 
支援，大幅延長設備的正常運作時間，以減輕專案風險，並獲得有保證的週轉時間。對於大多數的硬體儀
器和軟體，可以選擇的期限包括 2年、3年和 5年。 

 

特殊狀況 
是德科技遍布全球各地的技術專家，可針對具有 KeysightCare 合約的儀器和軟體，在保證回應時間內提供
各項支援。此外，客戶可隨時登入是德科技全年無休的支援入口網站，並查閱知識中心的文章。是德科技
會盡可能在客戶所在地提供維修和校驗服務。然而，在某些狀況下，儀器必須運送到位於其他地區的服務
中心或工廠進行維修和校驗。 

 

異地維修與校驗的週轉時間 
保證週轉時間（TAT）適用於維修和校驗服務。您的 KeysightCare 服務請求會先被劃分優先等級，我們將
於 KeysightCare 服務等級保證的週轉時間內進行處理。有保證的 TAT 適用於實際執行校驗的校驗站點 
（服務實體）。維修和校驗 TAT不包括運送、報關處理，或轉運至是德科技服務單位的時間。 

 

送回原廠維修 
多數是德科技產品會在客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服務中心進行維修。不過，有時會有一些例外狀況，視產品
複雜度和儀器推出時間而定。一般而言，在一段時間不長的過渡期內，最近剛推出的儀器可能需在其原始
研發或製造地點進行維修，亦即「送回原廠（RTF）」維修。請參閱服務定義工具，確定產品是在本地進
行維修，還是需送回原廠（RTF）維修，並確認是否為有保證 TAT 的例外狀況。客戶如有儀器需要維修，
是德科技會採取以下步驟，確保客戶持續享有 KeysightCare優先服務： 

• 擁有 KeysightCare合約的資產，將在原廠獲得快速的優先服務。 

• 針對 RTF服務請求，是德科技會將 KeysightCare合約的期限延長 90天。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s://www.keysight.com/us/en/support/service-definition-tool.html


 

 

 

如需是德科技產品、應用或服務的詳細資訊，請瀏覽：www.keysight.com 

本資訊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Keysight Technologies, 2022, Publ ished in USA, 
July 27, 2022, 3121-1053.ZHTW 

超出 TAT保證時間 
如果是德科技未能在保證的維修和校驗週轉時間內完成維修或校驗，我們將提供補償方案。客戶下一次為
該資產續訂 KeysightCare 服務時，可享 25%的折扣。此補償方案僅適用於續訂相同或更高等級的服務， 
而且不提供現金補償。 

 

租賃儀器 
向是德科技租賃的資產，在租賃期限內可享保固和 KeysightCare Assured服務。 

 

KeysightCare服務範圍 
KeysightCare 服務涵蓋數千種硬體儀器和軟體資產。不過某些是德科技產品，例如 Ixia 產品、客製化解決
方案和某些升級套件，不適用 KeysightCare 服務，而是享有其他服務和支援。連接到具有 KeysightCare 
合約儀器的探棒和配件，可享同等的支援服務。 

 

保持市場領先地位 
KeysightCare 讓貴公司團隊能夠享有隨時存取是德科技資源的專屬權益。我們提供有保證且易於取得的 
主動式服務，以便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為您排除各種障礙。立即啟用 KeysightCare 服務，加快致勝腳步，
成為產業佼佼者。欲知詳情，請聯絡是德科技業務專員或上網查詢：www.keysightcare.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http://www.key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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