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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泽电源产品手册
品质与服务的完美结合

深圳市美泽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www.mezeups.com 

深圳市美泽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SHI MEZE ELECTRON CO.,LTD.

美泽全国咨询服务热线：400-6191-008
地址：广东省龙华区龙华街道建辉路82号富联工业园3栋
电话：0755-27659789 27659969
传真：0755-27659235
邮箱：meize@mezeups.com
网址：http://www.mezeu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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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美泽电源成立于1999年 ，迄今为止，已发展为 UPS 不间断电源、微电脑无触点全电子交流稳压电源、 EPS 应急电源,变压器

等产品广泛的综合性电源企业。产品源自欧洲知名品牌，采用国际先进智能数字化电源技术，产品应用范围涉及：金融、政府、科研

院所、交通、航天、 电子、医疗、服务业等领域，以满足全球电子及通迅业对电源设备日益蓬勃的市场需求。2008年深圳市美泽

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专业生产UPS电源，稳压电源，变压器，变频电源等电源产品。公司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公司产品通过CE，泰尔TLC, SGS认证, 高新技术产品等高标准质量认证。 因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15

年8月成立美泽电源（缅甸）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成立美泽电源（孟加拉）技术有限公司， 2018年9月成立美泽科技

印度私人有限公司， 2021年7月成立越南美泽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公司始终坚持客户至上，品质至上，服务至上的经

营理念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有竟争力的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电源保护！

产品源自欧洲知名品牌，采用国际先进智能数字化电源技术，多年来已积累丰宫的经验，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禹品质

的全方位电源保护，除标准产品外，也能为用户盘身订做定制的电源产品和解决方案，以满足广泛的应用、安装和操

作条件。美泽电源的销售技术支持能提供专业的常规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为系统设计人员与荣成商提供支持，向用

户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和售后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

O 专门的呼叫中心：直接连接到UPS专业技术人员，中心人员随时准备向用户提供有关UPS安装、维护、故降查询、维修的建

议和帮助。

O 售前服务：经电话初步沟通，视需要进一步现场勘察，针对客户负载、配电恬况、使用环境等进行专业的评估，并依客户要

求做出虽适合的解决方案。

O 现场维修：在现场提供针对中大型UPS不间断电源的服务，在保修期内／外为不见运输的功率较大的UPS提供现场务。UPS

不间断电源的快速修衷得益于先进的模组化设计、专业的UPS团队成员和经授权的支持中心，以及完全的备件库存，以确保原
UPS电源的安全、可靠和质忌性能。

O 应邀维修：在设备试运转及启动期间，UPS电源工程师可以提供帮助和人员培训，进行安装现场勘查，分析潜在的现场问题

以及设备的连接和移机。建议所有UPS不间断电源的布线连接都由UPS电源工程师完成。

保修合同：

©（三年质保）保修合同可降低用户风险和维修成本，合同范围可以从周期性检查到全程服务，包括人工和材料。

0 保质期外，为保证电源产品长期可隶运行，用户可与我司续签维修合同，以获得与保质期内同等的服务.包括24小时免费热

线、免费的技术支待、及UPS故降后免备件费用和维修人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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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RELIABILITY IS NOT ACCIDENT
SERVICE IS EVERYWHERE 

可靠绝非偶然， 服务无处不在

产品满足于功能的需求 ， 服务更是价值的体现
Products meet the demand of functions and service embody values

美泽人以服务为中心

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以客户需求为焦点

以提升客户效益为使命
MEZE take service as the center 
Constantly improve the service system 
Focus on customers'requi 『ements
Enhance the customers'benefits as  a mission

美泽全国咨询服务热线：

分享行业经验、 想客户之所想、 急客户之所需 400-6191-008Share experience of industry and take customers·requirements into ac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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