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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FMP-Solar-MB 是集成流量测量、压力测量、液位检测、阀控制、泵控制等于一体的

无线群控灌溉系统的室外控制器，可以和 GG-002-PC/WIFI/3G 无线群控灌溉系统组网

使用。本设备太阳板供电,防水设计，能完全适应室外工作环境。

二、主要技术指标

太阳能板: 17.4V DC /220mA/3.8W(支持外加辅助太阳板)

后备电池: １0*1.2V/ 2.3AH AA 镍氢电池组

标准光照下充饱电池所耗时间：10小时

待机功耗：1mA

续航能力：充满电，持续工作７天

无线频率：902MHz-928MHz

收发距离: 可视距离≧500 米，能中继信号。

使用环境：温度:-30～60℃ 相对湿度：＜90%

使用流量计：

1），电压：12VDC

2），类型：涡轮（三线接口）

3），延长线建议长度 5米内

4)信号：脉冲

使用压力传感器：

1），电压：12VDC

2），范围：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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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延长线建议长度 50米内

4),输出信号：电流 4-20mA

使用电磁阀：

1），电压：6-12VDC 脉冲

2）, 自保持脉磁阀

3），延长线建议长度 20米

泵控制输出：开-（12VDC） 关-（0VDC） 延长线建议长度 50米

控制箱尺寸：长：28cm 宽：17.5cm 高：28.2cm

控制箱防护等级: IP56

三、功能特点

1，防晒喷塑铁箱＋ASA 密封性塑料外壳，防水升级，可以满足长期室外工作。

2，太阳板供电，无线通讯，省掉野外拖 AC电源烦恼。

3，本机自带太阳板，也可外扩太阳板，满足在阳光不够的环境下长期使用。

4，具备无线通讯中继功能。

5，控制器集：流量计探测、压力计探测、泵控制、主阀控制、液位控制等功能于一身。

6，支持现场手动开/关阀和泵，方便现场调试。

7，可通过设定的压力范围或流量计范围来实现保护泵和管网爆裂。

8，能通过液位检测功能，来保护低水位强制关泵，避免水井缺水情况下，泵空转烧坏。

四、如何安装

安装该产品前,请先仔细阅读该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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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控制器，注意太阳板朝向，确保太阳板朝向是每天受光时间最长的方向。阳光

不充足的地方，建议增加一块外接太阳板和自带太阳板组合使用。

2，有泵连接控制，强烈建议安装压力计。如果是水井抽水，建议使用液位检测，防止

空抽。

3，流量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周边配件, 建议使用 ANC 提供的配套产品。特殊情况需

用户自行购买的，需经过 ANC 参数认可后方能连接使用。

4，外部设备均采用防水接头对接安装，对接前，请看清引出线的印刷说明。

4.2 推荐安装:

4.2.1 电池的安装及更换

电池安装说明：

1）电池标准：10节 5号可充电镍氢电池

2）请按照电池盒所示+/+极正确安装电池

3）如果长期不适用机器，请拆下电池保存

4）建议使用 2300mAh 或更大容量电池

电池安装步骤：

1.用螺丝刀拧下控制器上电池盒盖的四个螺丝，将电池盒盖打开。

电池盒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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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出里面的电池盒。

电池盒

3.将 10 节 5 号可充电镍氢电池装入电池盒，注意正负极。

可充电电池

4.将电池盒放回原处，盖上电池盒上盖，拧回螺丝。

更换电池请参考如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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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用作泵控制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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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接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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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压力传感器/压力开关的安装说明

三通转接法 管道钻孔法

注: 因为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开关螺纹小, 推荐小口径管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压力开关

采用”三通转接法”安; 大口径管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压力开关采用”管道钻孔法”.

控制泵时，务必安装压力传感器对泵进行监控保护，如果因为下游管网的阀故障

无法打开，管道压力会巨增，压力监控此时可自动关闭泵，保护管道不受损坏。

如果水泵抽水水井出水量不够完全满足平时的灌溉用水量，建议用户安装液位开

关检测，当水位低于低水位液位检测开关时，控制器强制关泵，不至于控抽而损坏水

泵。设置高水位检测是用来防止泵频繁开关的. 每次开泵首先检测是否有一定量的水

(到达高水位, 够抽一会的)，刚过低水位就去抽，开一会，马上又得关。

也可同时接流量计进行保护，过高（可能水管爆裂）或过低流速（可能堵塞或阀

没打开），超设定范围流速范围，强制关泵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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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用作主阀的连接

主阀支持开／关是否有效的检测。可选择：压力开关、压力计、或流量计其中一种检

测。对于压力开关检测，因为是机械开关，用户安装完后, 必需实际通水调节好压力

开关检测值(打开防水胶套, 调节螺栓往外拧为调小,往里拧为调大)， 在正常开阀浇

水期间，不产生开阀报错；在正常关阀后，不产生关阀报错为止.

对于压力计检测，它是以用户设置的压力范围的最小值为参考门限，开阀时，检

测当前压力大于或等于该门限，开阀正常，否则报开阀失败；关阀时，检测当前压力

小于该门限，关阀正常，否则报关阀失败。

压力计和压力开关必需安装在被检测阀的出水口后，因为压力计和压力口径较小，

需用三通和小转大转接件来连接或关闭钻孔安装。建议用来检验阀开关状态的流量计

也安装在阀的出水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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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只用于监控管网流量和压力的连接

如果控制器只用于检测管网流量和压力，建议安装在总管或支总管上，因为一套

GG-002-PC/WIFI/3G 灌溉系统只能同时支持５个流量计和５个压力计。具体情况结合

用户需求和现场情况而定。

4.2.6 液位开关的连接：



12

4.3 如何连接控制器外接设备:

本控制器所有连接设备均采用固定防水接头连接, 强烈建议用户添加的外接设备

从 ANC 购的配套接头的对应设备. 随意剪断接头连线造成的机器损害不在 ANC 保修范

围!连接设备时, 参照引出线或铁箱引出线位置的印刷指示, 对应插好防水插头即可.

如图所示:

注意: 防水接头只有两头插好拧紧才能很好防水。所以未被使用的接头，请放置于金

属内, 防止进水造成接头插片腐烂。

五、如何使用

１－液晶屏 ２－阀手动按键 ３－泵手动按键

４－小数点输入 ５－信息窗口切换 ６－数字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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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电池盒 ２－设备连接线

5.1 用户开机

按下控制盒下边右角的红色电源开关并锁住，控制器“滴滴”两声，显示开机界面，

如下图所示；然后进入运行状态。若电池电量过低，按开关也无法开机。

如果长时间无太阳光充电，为保护电池过放，控制器会低压自动关机，等到太阳

充电到一定电量后，机器会自动重新启动，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5.2 注册设备到 GG-002-PC/WIFI/3G 系统主机

FMP-Solar-MB 控制器包括４类需要注册的设备，分别为：流量计、压力计、主阀、

泵。只有将这些设备在系统主机注册，获得系统的 ID和编号，才能参与系统控制。注

册方法请阅读下面的设备注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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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立通讯网络

开机后，本设备如果已经有注册, 会继续自动搜索一次通往无线群控系统主机的

路径, 搜索期间, 本设备键盘锁死, LCD 显示“正在搜索路径请稍后”，暂时不能处理

其它控制请求, 但按退出键可以退出搜索, 当搜索到路径时，会听到“滴...滴...”

两声蜂鸣表示设备搜索路径成功，自动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果无法搜索到路径，1 分

钟后机器退出回到工作界面，按数字键 4 可以看到路径显示为“×”，表示未找到通

讯路径，请用户查看是否距离太远，或中继关机等等可能的情形，调整后重试。若按

数字键 4 可以看到路径显示为“√”，表示找到通讯路径，在主菜单中帮助菜单下的

通讯路径可查找路径。

开机会自动搜索路径或无路径时进入按【设置】键进入主菜单，然后按【退出】

键退出，也会自动产生一次搜索路径。

搜索路径期间，键盘锁死，LCD 如下图：

搜到路径后 FMPMVP 控制器将路径信息上传给主机，若上传成功，主机设备信号栏

上将会有信号“ ”显示。FMP 路径显示为“√”。如果路径信息上传不成功，设备

信号栏会显示“ ”，室外设备将每隔 1分钟重新上传一次，三次路径信息上传不

成功，设备默认本路径为错误路径，将重新搜索路径。

注 1：为了快速有效组网运行，请用户遵循以下操作步骤：

A 搜索无线链路前, 确保所有设备已经注册到系统, 注册完关机。

B 搜索路径期间, 必须让主机通电, 正常工作, 也不要进入设置。否则主机无法接受

室外设备发来的路径。

C 要以系统控制器主机为中心, 让离主机近的已经注册身份并固定安装好的室外设

备先开机并自动获取通讯路径. 然后再逐步向外围机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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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搜索路径的过程是室外设备找一条通向主机的无线链路, 它中间可能经过中继

(最多可以经过 3 层中继)。找到链路后的室外设备会马上将搜索到的链路上传到系统

主机保存, 这样主机才能主动按这个保存的链路找到该室外设备。如果室外设备找到

通向主机的无线链路, 但是未能及时上传到主机保存，室外设备每隔一分钟会尝试再

次上传一次, 三次上传不成功设备会重新搜索路径。

注 3: 一旦上次搜索的链路由于某种因素不能畅通通讯，控制器会在一小时后自动搜索

新的路径。

5.4 用户关机

控制器运行期间，按下控制盒下边右角的红色电源开关，解除开关锁，控制器关

机。控制器检测到低电池电量，也会自动关机保护电池,避免过放。

5.5 控制器休眠

系统工作期间，周期性检测后备电池电压，当后备电池电压低于 11V 时，系统将

关断主阀和泵,停止流量计工作,停止无线通讯等所有工作，然后进入休眠状态，等待

太阳板充电。当充电后电池电压达到 11.5V 时，系统又会自动回到正常工作模式。休

眠期间，如果长时间无法充电，当后备电池电压降到 10V 时，为防止过放，系统会自

动关机，以保护电池寿命。关机时只要有太阳仍可以正常充电，充电电池电压达到 11.5V

时,系统自动重新工作。休眠期间，LCD 间隔显示如下提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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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现场手动开/关操作

5.6.1 现场手动开/关主阀

系统运行期间，按“valve”手动键，使显示屏上对应的阀状态显示“Manual on”，

控制器就会打开主阀，并将当前状态通过无线发送给主机。

继续按“valve”手动键，当状态显示“Manual off”，说明手动关阀了。

“valve”手动键是一个循环操控按键，即在“自动关－手动开－自动关－手动关”状

态下循环操作，每按一次该键，操控切换一次。

手动开／关操作状态是一种锁死状态，一直保持，必需手动还原到自动关状态后,

才能继续接受系统主机的自动控制。

手动开／关期间，蜂鸣间隔发声，提醒将手动状态恢复到自动关。

5.6.2 现场手动开/关泵

等同现场手动开/关主阀操作, 参考 5.6.1 说明。

当手动开泵时，会显示如上图所示，05＇（时间范围 00＇-99＇）表示手动开泵 5分钟

(如上图所示).该功能是用来观察当前流速与压力稳定的时间，方便用户设置流速范围

和压力范围以及泵和主阀的检测延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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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信息显示说明

5.7.1 主工作信息显示窗口：

1.泵状态：此处显示为 Auto off,表示当前状态为自动关；泵共有 6 种状态，分别是：

Auto off、Auto on、Manual off、Manual on、Remote on、Remote off。

2.主阀状态：此处显示为 Auto off,表示当前状态为自动关；主阀共有 6 种状态，分别

是：Auto off、Auto on、Manual off、Manual on、Remote on、Remote off。

3.流量计当前流速值。

4.压力计当前压力值。

5.7.2 泵保护期间显示窗口：

泵保护期间, 显示异常原因: 1,高流速+产生高流速的报警流速值; 2, 低流速+产生低

流速的报警流速值; 3, 高压力+产生高压力的报警压力值; 4 低压力+产生低压力的报

警压力值; 5,低水位报警。

5.7.3 通讯期间显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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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P 控制器在和主机无线通讯期间, 显示以上提示. 期间所有按键锁定, 用户键盘操

控,需耐心等待通讯结束, 按键锁定解除。

5.7.4 详细信息分屏显示窗口：

在主工作信息显示期间，按【０】【１】【２】【３】【４】数字按键，可切换

显示更详细的工作信息数据; 也可通过按【确认】键，循环切换工作信息显示：

按【０】键，显示主信息窗口(不按的话，控制器也会从其它窗口自动返回主信息窗口)。

按【１】键，显示流量计信息：

1.流量计注册编号：此处注册编号显示为 1，说明本机流量计已经注册成为灌溉系统的

１号流量计(若没注册,提示”未注册”)。

2.流量计流速：显示当前流量计每小时的流量。

3.显示流量计累计总流水量。

按【２】键，显示压力计信息

１.压力计注册编号：此处注册编号显示为 1，说明本机压力计已经注册成为灌溉系统

的１号压力计(若没注册,提示”未注册”)。

２.压力计显示的当前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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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压力计的压力范围：用户设置的正常工作压力范围。

按【３】键，显示阀和泵信息

1.主阀编号：此处注册编号显示为 1，说明本机的阀已经注册成为系统的１号主阀(若

没注册,提示”未注册”)。

2.主阀状态：分别是：Auto off、Auto on、Manual off、Manual on、Remote on、Remote

off。

3.泵编号： 和主阀类同。

4.泵状态： 和主阀类同。

按【４】键，显示ＩＤ／路径和信号强度信息

1.系统 ID：是 FMP 控制器通过注册到灌溉系统主机后,所获得的系统身份编码, 同一个

灌溉系统的所有工作设备拥有相同的 ID 号码.只要本控制器的流量计或压力计或其它

任意一个设备注册, 就能自动获得和主机相同的 ID编号.

2.当前电池电量显示,充电期间同时显示充电图标。

3.是否有通讯路径, 有”√”,无”×”。

4.无线通讯信号强度。

注：控制器持续大约１分钟无任何按键，LCD 将自动关闭，节约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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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屏节电期间,按任意按键, 可重新点亮 LCD 显示.

六、用户设置

本控制器集成 1 个流量计控制器，1 个压力计控制器，1个主阀控制器和 1 个泵控

制器 4 种控制器于一体，分别有各自的编程菜单。 按【菜单】键进入控制器设置主菜

单，继续按【菜单】键，可选择其它菜单。按【确认】键进入选中菜单。按【退出】

键退出设置或 1 分钟后自动退出.

6.1 流量计设置

本设置菜单下有: 注册/注销流量计-设置流量计系数-设置流速范围-累计总流量

清零 4 个可编程选项.按【菜单】键选择, 按【确认】键进入, 按【退出】键返回上级

菜单或 1 分钟后自动退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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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注册/注销流量计

进入“注册/注销流量计”菜单，首先显示当前的注册信息，如下图所示；如果未

注册，显示“未注册”。按【菜单】键选择注册或注销操作菜单，按【确认】键执行

注册或注销。

注册操作：

注册任何设备都需要和主机同时进行，都要双方都进入注册状态下方可完成注册。

例如：要将当前流量计注册成为系统的 1 号流量计,具体操作如下:

设置->选择流量计菜单->选择注册/注销菜单->选择注册->按【确认】开始，如下

图显示：

主机进入设备注册／注销菜单->选择流量计注册／注销菜单->填写编号１->选择

注册->按【确认】开始。具体方法参考主机说明书。

如果注册成功，主机和 FMP 控制器都会“滴滴”确认注册成功，LCD 也都会提示注

册成功。FMP 控制器会显示新的注册信息。

注: １，搜索主机的无线注册命令期间,可以按【退出】键放弃操作, 返回显示注册/

注销流量计页面。

２，原来的注册信息不用注销也可执行注册操作,新的注册信息将去覆盖老的注册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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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操作：

注销操作可以分单独注销和主机同步注销两种情形：

单独注销：

当[注销]菜单反白期间(说明选中)，按【确认】键, LCD 显示正在注销中..如下图

显示：

期间 FMP 控制器会尝试连接主机，但主机不进入同步注销状态，

FMP 控制器无法同步主机，此时若按【退出】键，LCD 会显示是否立即清除控制器当前

的流量计注册信息？选择“是”，删除当前控制器的流量计注册信息，或选择“否”

放弃退出。如下图所示：

注：FMP 控制器的流量计单独注销后，记得在主机上也单独注销该编号的流量计，否

则主机长期显示该编号流量计通讯失败，也会延长系统主机的扫描时间长度。具体操

作参考系统主机中的无线设备注销说明。

同步注销：

同步注销就是注册的 FMP 控制器的流量计和主机的流量计同步注销。FMP 控制器的

操作方法基本相同，搜索主机期间，不要按【退出】键，在搜索期间进入主机也进入

流量计注销操作。这样 FMP 的流量计注册信息和主机上该流量计的注册信息会同步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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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建议用户采用同步注销法注销设备！

6.1.2 设置流量计系数

进入“设置流量计系数”菜单,LCD 上会显示当前的设置系数,如下图所示：

直接按数字键编辑，按【退出】删除一位数，满８位数自动保存退出；不满８位

数按【确认】键结束编辑，再按【确认】键保存新编辑系数， LCD 会提示“保存中”

同时蜂鸣器“嘀-嘀”确认保存。若数据和上次设置的数据相同，蜂鸣器“嘀。。。。。”

提示，拒绝再次保存。

编辑的系数必需是当前的流量计传感器上注明的标称系数，否则会导致流量读值

错误。不精准时，可适度修正。

6.1.3 设置流速范围

进入“设置流速范围”菜单，LCD 会显示当前设置流速的最大最小范围，如下图所

示；

按【菜单】键选择 MIN 或 MAX，选中处反白. 按数字按键开始编辑反白处数值,按

【退出】键,删除一位数字; 编辑数据不到 5 位,可按【确认】键确认编辑,编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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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MAX 值, 按【确认】键保存设置并返回上级菜单.如果误设置 MIN 大于或等于 MAX,

蜂鸣器“嘀。。。。。”提示错误，并拒绝保存。

该范围是用户管网正常灌溉期间的流速范围, 用户可以通过观察平时的流速或流

速历史,合理设定该值，否则一旦泵检测传感器设置选择流量传感器，会造成不必要的

超范围关泵保护。

注：流量范围除了可以本机设置，也可通过ＰＣ软件或物联网平台设置。

6.1.4 累计总流量清零

进入“累计总流量清零”菜单，LCD 会显示当前所累积的总流量值。按【退出】键

放弃并返回上级菜单，按【确认】键就会将总流量值清０，清零后，原来的总流量数

据无法恢复，请用户谨慎操作。

6.2 压力计设置

进入“设置压力计”菜单: 注册/注销压力计—设置压力范围 2 个可编程选项，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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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注册/注销压力计

请参考 6.1.1 流量计的注册/注销。

6.2.2 设置压力范围 (0 - 1Mpa)

请参考 6.1.3 流量计的流速范围设置。

6.3 泵设置

进入“设置泵”菜单，有 注册/注销泵--设置泵保护传感器--设置泵检测延时 3

个可编程选项。如下所示:

6.3.1 注册/注销泵

请参考 6.1.1 流量计的注册/注销。

6.3.2 设置泵保护传感器

进入“设置泵”菜单，有 禁用-流量计-压力计-液位开关 4 个可编程选项。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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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置为０，即为无传感器检测保护时，控制器不对泵进行保护。可单独选择流

量计，压力计，液位开关进行检测，也可同时有多个选择，共同监控保护。

流量计检测泵：

泵开期间，如果检测到当前流速不在设置的流速范围内，控制器会自动关闭本机

的泵并锁住。流速过小，可能是阀开启失败或管路堵塞，关泵防止爆裂，保护管道；

流速过大，可能是管道破裂，关泵减少水资源浪费。

压力计检测泵：

泵开期间，如果检测到当前压力不在设置的流速范围内，控制器会自动关闭本机

的泵并锁住。压力过小，可能是管道破裂，关泵减少水资源浪费；

流速过大，可能是阀开启失败或管路堵塞，关泵防止爆裂，保护管道。

液位开关检测泵：

泵开期间，控制器检测到低液位，关泵，防止泵空抽；开泵前，先检测高液位，

满足机井有一定量的水才开泵，否则拒绝开泵，防止泵的频繁启动和关闭。

注：没有安装的传感器，设置中不要加入，否则影响泵的正常运行。

6.3.3 设置泵检测延时

进入“设置泵检测延时”菜单，LCD 显示当前的设定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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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范围是１－99分钟，数据编辑和保存，参考前面其它数值设置，编辑风格相

同。

这个时间就是从开泵到流量计流速和压力计值开始稳定时所花的时间长度。设置

延时太短，管道水未稳定，就开始用传感器检测值进行泵保护，会导致误关泵；设置

延时太长，保护作用就会打折扣。请用户依据实际情况设置并修正到最佳时间。

6.4 主阀设置

进入“设置主阀”菜单，有：注册/注销主阀--设置阀开关检测传感器--设置阀开

/关检测延时 3 个可编程选项。如下所示:

6.4.1 注册/注销主阀

请参考 6.1.1 流量计的注册/注销。

6.4.2 设置阀开关检测传感器

进入“设置阀开关检测传感器”菜单，有 禁用-流量计-压力计-液位开关 4个可

编程选项，用户可选择其中一个设置。如下所示:

当设置为０禁用时，控制器不检测当前阀的开/关状态。当选择其中一种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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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当阀开或关操作，并等到设定的延时时间结束后，控制器会通过选择的检测传感

器来检测阀是否可靠开关。检测到开／关失败，产生开／关失败状态显示并尝试３次

再操作。

流量计检测阀

开阀后，如果当前流速为０值，则开阀失败，否则开阀正常。关阀后，如果当前

流速０值，则关阀正常，否则关阀失败。

压力计检测阀

开阀后，如果当前压力值小于设定的压力范围的 MIN 值，则开阀失败，否则开阀

正常。关阀后，如果当前压力值大于设定的压力范围的 MIN 值，则关阀失败，否则关

阀正常。

压力开关检测阀

检测原理和压力计检测类似，只是压力开关是个机械开关，需要用螺丝刀调节一

个合理的检测压力值。

6.4.3 设置阀开/关检测延时

设置请参考６.3.3 泵检测延时时间设置。该处延时作用和工作原理基本类似，只是

此处是针对阀的开／关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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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帮助

6.5.1 疑难问答

暂无帮助信息显示。

6.5.2 通讯链路

上图说明泵控制器和系统主机直接通讯，不经过任何中继。如果通讯路径有中继，

将会显示中继设备名称和编号。未搜索到通讯路径时，如下图显示：

上图说明本控制器未搜索到无线通讯路径。

七、无线升级

1.准备：首先将待升级的无线分机关机，和一台最新版本的无线分机备用（用户可以

从艾美克购买一台最新版无线分机，或寄回一台已购买的无线分机到厂家升级到最新

版本，即可作为程序发送的最新版无线分机使用）

2.待升级的无线分机：同时按住菜单键和电源键，当看到图 2.1 界面，再按菜单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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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程序升级】，并按下确认键进入下载程序界面如图 2.2

图 2.1 图 2.2

3.最新版本的无线分机：同时按住菜单键和电源键，当看到图 2.3 界面，再按菜单键

选择【程序发送】，按下确认进入程序代码发送，如图 2.4

图 2.3 图 2.4

4.进入升级界面后，可以看到屏幕显示当前进度，升级过程大约需要几分钟，请耐心

等待，升级过程中保证两个机器之间距离大于 2 米，小于能够通讯的最大距离以确保

两个机器能正常可靠通讯，防止升级失败。

5.待升级的无线分机升级成功后，会显示如下图 2.5。

图 2.5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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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包装清单

1.FMP－Solar－ＭＢ控制器（1）

2.1/4”压力计（1）

3.使用手册（1）

4.保修卡（1）

上海艾美克电子有限公司产品保修卡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对 ANC电子的厚爱，为方便售后服务，我公司在此提醒您：

1. 本产品 15日内可退货，保修期为一年，自购机之日起计算。

2. 产品保修卡及发票，请用户妥善保管。

3. 请您在购买时仔细核对《说明书》中的“基本配置”，检查附件是否齐备。

4. 产品维修的邮寄费用：寄往本公司的由客户负责，回邮费用由本公司负责。

5. 超过保修期及产品因使用不当或不可抗拒力而造成损坏，均不属于保修范围。但

本公司可提供维修服务，将酌情收费（修理费 10-20元，材料费另行收取）。

6. 本公司设有销售热线：021-59743993，可以随时电话咨询或保修。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用户名称 出厂日期

详细地址 出厂编号

电 话 购买日期

传 真 邮 编

检
修
记
录

检测日期 故障现象 处理方式 维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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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工业园（A）区鹤祥路 60号

公司电话：021-59741131 传真：021-59741132

售后服务电话：021-59743993 邮编：201709

网址：www.anctech.com.cn E-Mail: sales@anctech.com.cn

http://www.anctech.com.cn
mailto:sales@ancte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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