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2021 ZIH Corp 及其关联公司. 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亚太地区 

维修订单门户网站 （移动设备终端、扫描仪和打印机维修)   

 

 

维修订单门户网站 

（移动数据终端、扫描仪、Xplore 平板电脑和打印机维修） 

常见问题  

2021年9月 

Zebra 提供以下信息，以帮助解决与使用 Zebra 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授权维修和提交移动数据终端、条码扫描仪、射频标签

（RFID）、平板电脑和打印机维修订单相关的最常见问题。本文档以及其他信息可在 Zebra.com 的 “Zebra 支持和下载”

区域的“申请维修”部分中找到。 

  

1. 我可以在收费维修订单上为每台设备输入单独的采购订单编号和单证吗？ 

是的，可以。在付款屏幕上有一个复选框，上面写着“我有多个采购订单”，选中后，订单中的收费行会单独列出。每

行都有一个字段，让您能够输入该设备的专属采购订单编号。在文件附件部分，您可以使用附加文件按钮附加无限数量

的采购订单文档。 

  

2. 我如何为我在巴西的合同授权单位安排上门取货服务？ 

在“添加产品”屏幕上向您的维修订单添加有权享受上门取货服务的单位时，您将看到一个新增复选框“安排上门取

货”。当您选中此复选框时，Zebra 将安排当地承运人就选定的送货地址和联系人安排上门取货服务。 

  

3. 如何输入多个采购订单编号和采购订单文件？ 

在显示采购订单付款选项时，付款屏幕上有一个复选框“我有多个采购订单”。选中此复选框后，将显示维修订单中的

所有收费行，每一行可以都输入一个单独的采购订单编号。“附加文件”按钮将允许您将多个采购订单文件附加到维修

订单上。 

  

4. 我可以收到以我首选语言书写的维修通知电子邮件吗？ 

是的，可以。我们在“设置”屏幕选项中添加了“首选语言”选项。此下拉菜单允许您选择以我们支持的一种语言接收

维修通知电子邮件。 

  

5. 如何指定操作系统版本或不在我的旧版 Xplore 或 Zebra 强固式平板电脑上重新映像操作系统？ 

在“添加产品”屏幕上添加产品时，屏幕右侧有一个新增的“选择操作系统”下拉菜单。此下拉选择器中包含各种 

Android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版本。如果您选择不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则还可以选择“不重新映像”选项。上面还有一

个“其他”选项可供选择，让您能够必要时在“问题详细说明”部分指定未列出的操作系统版本。 

  

6. 我可以在付款时更改我的账单信息吗？ 

是的，只要您在 Zebra 有一个附有采购订单付款条款的财务账户就可以。如果没有，则需要联系 Zebra 支持人员以更新

账单信息。 

 

7. 我注意到，维修订单选项卡中有一个与批量加载有关的新字段。这个功能有变化吗？ 

“批量加载”功能已得到增强。该功能现在在后台加载您的数据。作为用户，您可以注销或导航到门户网站的其他区域

（例如，您可以同时转到“维修状态”选项卡）。加载完成后，您将收到一封自动电子邮件通知。 

您还可以使用“维修订单”选项卡中的这个新的“批量加载”状态字段来检查批量加载的进度。批量加载完成后，状态

会显示“完成”或“完成但有错误”，通知您可以继续提交订单。 

 

https://www.zebra.com/us/en/support-downloads/request-repai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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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注意到，提供设备上门取货信息的屏幕发生了变化，对吗？ 

是的。我们为您简化了上门取货流程。将上门取货服务列入其合同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将会发现，现在在提交维修订单后

申请上门取货变得容易了。承运人的可用取件时间现在会根据您提供的取件信息自动计算。 

此外，您可以在“维修详情”屏幕中查看您的上门取货信息。您只需搜索维修订单，即可查看您的上门取货信息。 

  

9. 好像我无需为每个客户都申请一个唯一的用户标识号，对吗？ 

是的。拥有多个不同客户的门户网站用户不再需要为每个客户进行唯一登录。自2019年2月下旬开始，用户可以申请账

户隶属关系。 

  

10. 我注意到几个字段旁边有一个圆形信息图标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希望用户体验的每一步都为用户提供帮助。 为您提供有关关键字段的更多信息。该信息将指导您作出选择。请

注意，您可以从维修订单门户网站中的每个页面访问“即时帮助”。您可以从屏幕右下角访问“帮助”以显示与当前页

面相关的工作辅助工具和培训指南。 

 

11. 我可以使用 Zebra 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提交哪些维修订单？ 

请注意，我们来自欧洲、中东、非洲地区（EMEA）、亚太地区（APAC）和 北美（NA）地区的门户网站用户可以就任

何不合格产品（移动计算、数据采集和打印机）提交维修订单。打印机维修订单也可以在墨西哥提交。有关我们产品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Zebra.com 

  

12. 我可以收到哪些类型的自动维修状态电子邮件通知？ 

可用于 Zebra 维修的通知（无论是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上提交，还是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提交）如下： 

1. 设备尚未收到 –（14 天第一次提醒） 

2. 设备尚未收到 –（21天最后一次提醒） 

3. Zebra 维修中心收到设备 

4. 设备运出Zebra 维修中心 

5. 未收到申请的维修所涉及的采购订单或信用卡付款（第一次提醒） 

6. 未收到申请的维修所涉及的采购订单或信用卡付款（最后一次提醒） 

7. 故障设备预计应到但尚未收到（第一次提醒） 

8. 故障设备预计应到但尚未收到（最后一次提醒） 

9. 维修等待零件到货 – 第一次通知 

10. 维修等待零件到货 – 每两周更新一次 

11. 维修零件到货 

  

13. 我可以设置维修状态电子邮件优先级吗？ 

是的，您可以订阅接收自动维修状态电子邮件通知。“设置维修电子邮件通知优先级”指南中提供了有关不同通知和可

用订阅选项的完整说明。您需要按照第 3 页上的说明进行操作：“设置电子邮件通知优先级”。或者，您可以使用与提

交维修申请所用的同一电子邮件地址，联系我们的维修帮助台申请订阅。 

  

14. 为什么我现在看到了来自我司但非我创建的其他维修订单？ 

如果您看到自己未曾创建的维修订单，则表示属于贵司的 2 个账户已合并。您可以转到“用户优先级”选项卡。向下滚

动到名为“要显示的订单”的部分。您会发现有一个过滤功能。您可以选择仅查看您保存或提交的维修订单。 

 

15. 如何编辑联系人或账单/收货地址？我可以删除联系人或站点地址吗？ 

如果您想编辑联系人或账单/收货地址，请联系服务台。我们的客户代表将为您提供指导。请注意，门户网站用户只能编

辑联系人部分中的电话字段。 

  

16. 我的维修状态显示为暂停，我如何知道零件何时到货？ 

有时，当 Zebra 技术人员分析和/或测试提交维修的设备时，发现该故障在维修时需要更换一个或多个更换部件，而我们

目前的库存中没有这些部件。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上，暂停执行等待零件的订单用“维修订单”选项卡上的“维修订单

详情”屏幕上的“行子状态=暂停”标示。到货入库日期也在“零件到货日”字段中的行一级上标明。 

  

https://www.zebra.com/us/en/produ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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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应该使用什么互联网浏览器来优化我的体验？ 

Zebra 建议您在访问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时使用 Google Chrome。虽然可以使用其他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Firefox 等）运行门户网站，但您可能会遇到性能问题或其他屏幕内容限制。 

  

18. 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支持哪些语言？ 

当您单击“申请维修”页面左侧的“登录”按钮时，显示的下拉列表就会显示门户网站当前可用语言的列表。截至 

2018 年 7 月，门户网站支持以下 18 种语言：阿拉伯语、中文、捷克语、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意大

利语、日语、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泰语和土耳其语。 

  

19. 忘记密码或想更改密码怎么办？ 

从单击“申请维修”页面左侧的“登录”按钮时显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您在门户网站使用的首选语言。您将被带到

“门户网站登录”页面。选择位于“登录”按钮下方“忘记您的密码？”链接。单击链接并输入您的用户名。临时密码

以及有关重置密码的说明将发送到您的门户网站用户账户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届时，您可能还需要选择并回答您就账

户资料设置的安全问题。 

  

20. 如何更改我的用户资料信息？ 

请联系 Zebra 维修帮助台以获取有关更改用户资料信息（名字、姓氏、电话号码、安全问题、地址等）的帮助。单击此

处访问“联系人支持”页面，然后找到适合您的设备类型（打印机或企业产品/移动数据终端/扫描仪）和位置的支持联

系人电话。 

  

21. 如何修改与维修订单联系人关联的电话号码？ 

2017年10月14日之前：请创建新的联系人记录以体现更新后的电话号码。从2017年10月14日开始：10月份推出的功能将

允许用户修改特定维修订单联系记录的电话号码。单击联系人下拉字段，选择您要编辑的联系人，然后单击“更新电话

号码”按钮输入并保存新电话号码。 

  

22. 如果我使用门户网站的时间过长，我的会话会自动结束吗？ 

只要您在使用门户网站，您的登录会话就会保持活动状态。如果您的非活动时间超过 2 小时，您的会话将超时，您将被

迫退出系统。这一方法使我们能够为那些正在使用门户网站提交和跟踪其维修订单的活跃用户维护良好的系统性能。 

  

23. 为什么门户网站首页有时加载时间很长？ 

对于某些用户，主页的初始加载可能需要一分钟或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示启动屏幕的所有组件。加载时间可能会受到高

峰时段系统中用户数量的影响。门户网站的某些语言版本的加载时间也比较长。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性能问题。 

 

24. 我如何知道我的设备是否在保修或合同期内？ 

登录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后，单击“验证保修和权利”选项卡。在适当的字段中输入序列号，单击“验证”按钮，系统将

显示设备的型号和当前保修/合同信息。 

  

25. 如何在我的设备上找到序列号？ 

支持社区上有一篇通用知识文章。 

  

26. 我无法找到/看到（或不知道）我受损设备的序列号。我该怎么办？ 

在这些情况下，在“添加产品”屏幕上，单击“我没有序列号”复选框。系统将提示您选择您的产品型号。如果在没有

序列号的情况下将设备添加到维修订单，则无法验证权利。维修会被视为按次维修（收费/按工料收费维修）。如果您认

为该设备在保修或合同范围内，请在将商品添加到购物车后（但在提交维修订单之前）立即使用争议流程。请参阅本文

档中后面的常见问题解答“如果我的设备在保修期内或合同期内，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将维修显示为‘收费’，我该怎么

办？”。 

  

27. 当被要求从多个选项中选择时，如何选择正确的序列号？ 

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序列号可能与多个产品描述相关联。在序列号/产品名称列表弹出窗口中，选择第一个选项。在“添

加产品”屏幕上，检查“作业类型”（保修、合同或收费）。如果类型不符合您的预期，请从购物车中删除该行项目，

然后重新输入，从序列号/产品名称列表中选择下一个选项。连续进行此操作，直到作业类型符合您的预期。如果没有，

请执行“服务权利争议”流程。 

  

https://www.zebra.com/us/en/about-zebra/contact-zebra/contact-tech-support.html#telephone
https://www.zebra.com/us/en/about-zebra/contact-zebra/contact-tech-support.html#telephone
https://supportcommunity.zebra.com/s/article/Where-Can-I-find-Serial-Number?language=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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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什么是客户查询号？ 

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允许客户在每台设备的维修订单上注明贵公司自己的内部跟踪编号。“客户查询号 (#) ”字段是一个

自由格式的文本框，可在“添加产品”屏幕中使用。添加到维修订单的每台设备都可能具有相同或唯一的查询号。 

  

29. Zebra 使用什么返运方式将维修后的设备寄回给我，我可以指定用于返运维修后设备的承运商吗？ 

维修后的产品将使用 Zebra 首选运输公司的经济型服务（通常是陆运）免费运回给您。您可以自费选择指定承运商和/或

升级为更快的运输方式。请使用“货件详情”屏幕中的“返运货件详情”部分来指定适用的承运商选择选项。 

  

30. 我是否必须输入返运货件详情？ 

不需要，“返运货件详情”部分是选填的。如果您选择指定承运商和/或升级为更快的返运方式，则请填写这些字段。如

果您的合同包括提前更换或 Fastrack 服务以从备件池补充您的设备，则不应填写此部分。 

 

31. 如果我的设备在保修期内或合同期内，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将维修显示为“收费”，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认为您的设备应包含在合同或保修范围内，请在“维修订单”创建屏幕的详情部分中选择“争议”，然后根据需

要选择合同或保修。请注意：如果您选择合同，则需要填写合同编号，如果您选择保修，则需要填写购买日期。您还可

以选择附上任何证明文件（您的合同副本或购买单据）以帮助解决争议。Zebra 的维修帮助台将审查争议并验证您设备

的保修状态。如果需要其他信息，我们可能会与您联系。单击此处或从“资源和培训”页面选择“争议权利、维修中心

和重复维修”培训指南）以查阅有关对收费维修提出争议的分步指南。 

 

32. Zebra 是否承担将设备发运到维修站的运费？ 

对于合格国家/地区内使用在线维修订单门户网站申请维修 Zebra OneCare 合同涵盖范围内的设备的合作伙伴和客户，

Zebra 提供免费、预付费的入站货运标签，以支付使用Zebra 首选承运商提供的陆路送货服务将设备运回 Zebra 维修中心

的费用。 

“预付运费标签优惠”页面提供了完整的详细信息。 

  

33. 如何生成预付运费标签？ 

对于符合条件的客户（请参阅上面的相关常见问题解答），请单击此处获取生成预付运费标签的分步指南，也可以从

“预付运费标签优惠”页面或“资源和培训”页面访问该指南。 

  

34. 当我点击“生成运费标签”时，我收到一条消息，指出我不符合条件。为什么？ 

提交维修订单后，只有符合条件的订单才有资格获得预付运费标签（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常见问题解答“Zebra 是否

承担将设备发运到维修站的运费？”）。同样，只有附带托收/取件服务的合同涵盖的设备才有资格享受此服务。所有其

他情况都应该退出屏幕，并等待对于您的订单的电子邮件授权，包括退货授权申请（RMA）号和带有送货地址和指示的

货运清单。如果您认为自己有权享受上门取货/取件服务，请使用争议处理程序（请参阅常见问题解答“如何为合同范围

有争议的产品安排预定上门取货/取件？”）。 

 

35. 收费维修的报价是如何确定的？ 

对于按次维修服务，Zebra 根据所需维修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使用固定的三层定价结构： 

• 诊断服务（层级1）包括以下诊断服务，以及使用 Zebra 首选承运商和标准方法将设备返运给客户：对以下产品进行

评估：未发现故障的产品，或通过软件、操作系统或固件恢复方式完成了维修且没有消耗部件的产品，或因提供的

信息/授权不足而退回给客户的产品，或因 Zebra 提供的报价（或重新报价）被拒绝而退回给客户的产品或在30天内

未收到客户对报价（或重新报价）的回复的产品。 

• 小修（层级2）包括问题诊断和外部组件的维修，例如键盘和触发器。层级2定价还包括使用 Zebra 的首选承运商和

标准方法将设备返运给客户。 

• 大修（层级3）涵盖问题诊断和内部组件维修，包括电路板维修和对未滥用显示器的显示器更换。电路板按照 Zebra 

当前的制造规范进行维修或更换。层级3定价还包括使用 Zebra 的首选承运商和标准方法将设备返运给客户。 

在门户网站上填写维修申请期间，客户将被要求提供故障代码，该代码将用于提供维修报价。客户负责进行充分的分类

以准确诊断问题，以此作为 Zebra 产生报价的基础。如果经 Zebra 维修中心检查发现所需要的维修与自我诊断不同，将

向客户重新报价。 

 

https://www.zebra.com/content/dam/zebra_new_ia/en-us/support-and-downloads/rma/repair-portal-job-aids/Disputing-Entitlement-Repair-Center-or-Repeat-Repair-en.pdf
https://www.zebra.com/us/en/support-downloads/request-repair/resources-training.html
https://www.zebra.com/us/en/support-downloads/request-repair/prepaid-shipping-label.html
https://www.zebra.com/content/dam/zebra_new_ia/en-us/support-and-downloads/rma/repair-portal-job-aids/generating-a-pre-paid-shipping-label.pdf
https://www.zebra.com/us/en/support-downloads/request-repair/prepaid-shipping-label.html
https://www.zebra.com/us/en/support-downloads/request-repair/resources-trai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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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如何知道我的订单何时成功完成然后我可以将我的设备送去维修？ 

一旦您确认您的合同或保修范围内的订单（或者对于按事件/收费维修而言，一旦提交付款详细信息），您将被带到订单

确认页面，其中显示“您的维修订单已被受理”。 

 

37. 我可以查看我或我司其他人提交的维修订单的状态吗？ 

是的，可以从门户网站主页点击“订单状态”查看。默认情况下，此屏幕按时间顺序显示过去30天内贵司创建的所有订

单。您可以按日期过滤结果 — 或搜索特定的订单号、序列号和/或客户查询号。用户可以修改他们的默认用户设置以仅

显示他们提交的维修订单。单击此处查阅设置用户优先级的分步指南。 

  

38. 维修订单有哪些状态，它们的含义是什么？ 

维修订单有 2 个状态级别 — 订单状态和行项目状态。订单状态是整个订单的高级别状态。行项目状态是维修订单上每

台设备的状态。以下是所有订单和行项目状态的列表，包括简要说明： 

 

订单状态值 

• 待处理：订单已创建，但作业信息尚未发送至维修服务中心。 

• 已提交：信息已发送至维修服务中心，但正在等待接收。 

• 已关闭：维修订单已完成。 

• 已取消：维修订单已被取消。 

 

行项目状态值 

• 待处理：订单已创建，但作业信息尚未发送至维修服务中心。 

• 待接收：信息已发送至维修服务中心，但正在等待接收。 

• 已收到：授权维修中心已收到产品。 

• 维修已开始：产品的维修已在维修中心开始。 

• 维修完成：维修已结束。 

• 发运中：商品已发运。 

• 退货授权申请（RMA）已关闭：订单已完成并关闭。 

• 已取消：维修行已被取消。 

  

单击此处访问相关培训指南，或者您可以访问“资源和培训”页面上的“搜索和查看维修订单信息”指南。 

 

39. 如何修改或取消已提交的维修订单？ 

请注意：如果在 30 天内未收到设备，维修订单将自动取消，您无需采取其他措施来更改订单状态。要在 30 天内编辑或

主动取消已提交的订单，请联系维修服务台并提供您的订单号和申请的详细信息。单击此处访问“联系支持”页面，然

后找到适合您的设备类型（打印机或企业产品/移动数据终端/扫描仪）和位置的支持联系电话。 

  

40. 我可以重新打印我的维修订单文件吗？ 

是的，访问“订单状态”选项卡以找到维修订单。单击维修订单，“订单详情”屏幕会在“单证”部分（屏幕右侧）显

示维修订单的相关文档。单击“单证”超链接可下载可查看和打印的本地副本。 

  

41. 如何从门户网站中的视图中删除联系人？ 

虽然您可以编辑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但您目前无法使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删除联系人，因为联系人可能用于维修订单以

外的多种用途，并且联系人可能与处理中的订单相关联。要请求从门户网站中的视图中删除联系人，请联系 Zebra 维修

帮助台。 

 

42. 我可以在一个维修订单上处理多个产品吗？ 

是的，维修订单中可以添加的产品数量没有限制。在“产品详细信息”屏幕上输入第一个产品的信息并将该商品添加到

购物车后，数据输入字段将被清除，您可以添加其他设备。对于较大的订单，我们建议您使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中简单

快捷的批量加载功能。有关如何执行批量上传的简要说明，请参阅 Zebra.com “申请维修”部分的“资源和培训”页面

上的“执行批量加载”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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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如果我之前在订单创建过程中犯了错误，但直到到了摘要屏幕才意识到，我可以返回并编辑该信息吗？ 

是的，在“查看订单”屏幕的底部有一个“上一步”按钮。单击它可返回上一屏幕。继续单击此按钮可返回到订单创建

过程中的任何先前屏幕。 

当您到达包含您要编辑的信息的屏幕时，只需进行编辑并继续单击“下一步”按钮即可返回“查看订单”屏幕。 

  

44. 我应该将我的设备发运到哪里？ 

提交维修订单后，用户将收到一份回执，包括货运清单（附有送货地址），或者根据服务权利级别 — 也可以从门户网

站工具内生成货运标签或安排上门收取设备。 

请注意：Zebra 有多个专门针对不同设备的维修中心，我们正在为许多客户更换维修地点。因此，您可能需要将设备发

运到与您熟悉的地址不同的地址 — 如果您要运回多台设备，则可能需要将它们运回到不同的地点进行维修。运往同一

地点的设备可放在同一个包裹内进行运输。 

  

45. 如何为合同范围有争议的产品安排预定上门取货/取件？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种情况。您可以致电维修服务台寻求帮助。您还通过维修订单门户网站采取以下步骤。首先，您

必须填写争议范围/权利部分，并提交订单以供维修帮助台审核。当您收到电子邮件通知说争议已以对您有利的方式得到

解决，请重新登录门户网站。导航到“订单状态”页面，查看订单，然后选择屏幕顶部的“安排上门取货/取件”按钮。 

  

46. 提交维修订单后，我需要随设备一起发运什么？ 

提交维修订单后，请打印货运清单文件，其中提供了设备收货地址的详细信息。打印的货运清单必须与送修的设备放在

同一个箱子里。请不要寄送耗材或配件，例如 SIM/存储卡、天线、电缆、保护套、触控笔或手册，因为 Zebra 无法保证

将它们运回给您。 

  

47. 维修订单的标准处理时间是多久？ 

标准维修周转时间取决于设备是否在 Zebra OneCare 服务合同范围内，或者产品是否仅在制造商保修范围内。 

对于 Zebra OneCare SV（特殊价值）合同涵盖的设备，Zebra 会尽合理努力在服务中心收到产品后五 (5) 个支持日（“周

转时间”）内维修相关产品。对于 Zebra OneCare Essential 合同涵盖的设备，Zebra 会在服务中心收到产品后的三 (3) 个

支持日内尽合理努力维修相关产品。对于 Zebra OneCare Select 合同涵盖的设备，Zebra 会为需要维修并拥有适当维修授

权的 Zebra故障产品提供更换件，并在当天或 24 小时内发货。 

某些地区的周转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联系您的 Zebra 服务代表以确认您所在地区的周转时间。我们会使用所有合理

的技能，认真细致地提供服务。由于产品问题的严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周转时间是目标时间，而不是保证。在支

持日期间执行维修服务并计量周转时间。 

按次维修（按工料计费或收费）的标准维修周转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Zebra 无法为保修范围内的维修做出周转时间 

承诺。 

 

48. 我刚购买了一台设备，但在到达时损坏/有故障 (DOA)。我该如何处理？DOA 设备无法通过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提

交。请联系您所在地区的维修服务台以提交 DOA 退货申请。 

  

49、如何增加电池维护行？ 

只有 Zebra OneCare 电池维护合同涵盖范围内的电池才可以使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退回以进行更换。（对于其他电池服

务合同选项，请遵循标准的非门户网站流程。）要确认是否在合同涵盖范围内，请在“添加产品”屏幕上，输入电池设

备的序列号以将设备添加到您的购物车上。系统会弹出一个问题“您是否也想退回电池？” 当您单击“确定”按钮时，

将在购物车中添加两行，一行用于设备，另一行用于电池。如果您不想退回设备 — 您只想退回电池，则只需单击设备

行并选择“删除”按钮即可移除设备。收到您的电池后，我们会将更换的电池返运给您。 

  

50. 什么是重复维修？ 

在维修中心完成的所有维修均享有 30 天保修。如果已由 Zebra 授权维修中心维修过的设备随后在从维修中心收到后 30 

天内因相同原因出现故障，则第二次维修符合“重复维修”的条件，前提是该设备未遭受物理或液体损坏。然后将免费

为客户维修该设备。有关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适用的“条款和条件”文档。 

这种情况下的维修订单可以通过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提交。按照正常流程提交维修订单。如果维修显示为收费维修，则可

以使用“争议”功能将设备标记为“重复维修”。单击此处（或从“资源和培训”页面选择“争议权利、维修中心和重

复维修”培训指南）以查阅有关对收费维修提出争议的分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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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可以将移动数据终端、扫描仪和打印机添加到同一个维修订单中吗？ 

是的，所有 Zebra 产品都可以添加到同一个维修订单中。请注意，同一订单中的不同产品可能会在不同的维修机构进行

维修。货运清单将指定哪些产品需要运输到相应的维修机构。此外，在“添加产品”和“订单摘要”屏幕上列出了维修

订单上每个产品的维修机构。 

  

52. 我如何在墨西哥提交收费（按次）打印机维修订单？ 

在墨西哥，收费维修订单（不在Zebra OneCare 服务合同或保修范围内的订单）需要门户网站用户拥有 Zebra 的财务账

户，这样 Zebra 才能使用贵公司的采购订单 (PO) 处理这些维修订单。在墨西哥进行的打印机维修由维修机构在收到并诊

断后给出维修价格报价。报价将稍后确定，并在 可用时通知用户。因此，在使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提交订单时，您可以

在“付款屏幕”上的必填“采购订单编号”字段中输入“不适用”。当您收到有关维修报价可用的通知时，您应该登录

门户网站，搜索维修订单以查看报价，然后通过输入采购订单编号并附上采购订单文件来处理采购订单付款。目前在墨

西哥无法使用信用卡付款。 

  

53. 我注意到收货地址字段中有其他地址，我说得对吗？ 

是的，由于我们的账户清理工作，我们已将我们系统中的非财务账户进行了合并。请注意，我们添加了一个节省时间的

功能。作为门户网站用户，您可以在维修门户网站的“用户优先级”屏幕中设置默认收货地址。 

  

54. 我是 Zebra 打印机维修服务客户。我现在可以使用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吗？ 

是的，可以。Zebra 的维修订单门户网站现在可供您提交维修申请。该门户网站为客户提供了一个全天候可用的简单、

方便、快速的工具。 

  

55. 我如何才能访问维修订单门户网站？ 

要开始使用门户网站，您只需填写维修门户网站注册页面上的简要表格。临时密码将在 24 小时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您。请注意：维修门户网站需要一次性注册，即使您是为其他 Zebra 站点进行的。如果您的公司是 Zebra PartnerConnect 

计划的成员，请联系您的合作伙伴管理员以申请访问 Zebra 应用程序或联系合作伙伴互动中心了解更多信息。 

  

56. 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有关维修订单门户网站功能和优势的更多信息？ 

Zebra.com 为新用户提供了大量资源，包括门户网站功能和优势概述、资源和培训专区（包括工作辅助工具、指南和视

频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