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华山科技有限公司系统支持服务
声明：本文件可作为紫光华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华山”）服务合同的附件，在此种情况下，是紫光华山服务
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紫光华山服务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果本文件的内容与紫光华山服务合同内容发生冲突，
以紫光华山服务合同内容为准。

紫光华山硬件支持服务（Hardware Support - HS）
服务说明

紫光华山的硬件支持服务是紫光华山按照客户业务的时效性需求，对单个 IT 组件的响应式
服务。其服务对象包括单个的硬件，响应级别由低到高包括 5x9 及次日、5x9*4、24*7*4 级
别。随着用户 IT 成熟度和业务需求的不断增长，将过渡到关键业务（MC）服务组合。
通过拨打指定的紫光华山支持服务电话号码，提出服务请求后，紫光华山将在合同限定的服
务时间内与客户密切合作，共同解决系统出现的问题。在提供任何必要的现场服务之前，紫
光华山会首先使用远程支持服务工具（可行的情况下），对提供支持的系统进行远程诊断，
或通过其它方式为远程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现场响应时间是指，在规定的服务时间范围内，从紫光华山接到客户呼叫并确定硬件故障的
时间开始，到紫光华山工程师到达客户现场的这段时间。

第一部分：服务索引
表1-1.基于服务器或存储设备的硬件支持服务
内容

频度

现场

1.工程师到达现场时间

持续全年



2.技术支持中心工作时间

持续全年



3.技术支持中心响应时间

持续全年



4.远程问题诊断和支持服务
5.现场硬件系统支持服务
6.备件和材料
7.不间断工作
8.疑难问题升级服务
9.远程电子化支持服务
10.访问相应技术资源
11.远程访问支持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持续全年










备注
 级别 1：4 小时
 级别 2：4 小时
 级别 3：次日
 级别 1：7x24
 级别 2：5x9
 级别 3：5x9
 级别 1：30 分钟内
 级别 2：30 分钟内
 级别 3：2 小时内

必定和现场维修相关
必定和现场维修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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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紫光华山硬件支持服务（Hardware Support - HS）具有三种可选择的服务级别：
 级别 1：技术支持中心 7x24 时段内提供 30 分钟报障响应，工程师 4 小时内到达现场
 级别 2：技术支持中心 5x9 时段内提供 30 分钟报障响应，工程师 4 小时内到达现场
 级别 3：技术支持中心 5x9 时段内提供 2 小时报障响应，工程师次日内到达现场

第二部分：服务描述
表2-1.基于服务器或存储设备的硬件支持服务
内容

1.工程师到达现场时间

服务描述
简介：
客户通过拨打指定的紫光华山支持服务电话号码，提出服务请求后，紫
光华山将在合同限定的服务时间内与客户密切合作，共同解决系统出现
的问题。在提供任何必要的现场服务之前，紫光华山会首先使用远程支
持服务工具（可行的情况下），对将要提供支持的系统进行远程诊断，或
通过其它方式为远程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现场响应时间是指，在规定的服务时间范围内，从紫光华山接到客户呼
叫并确定硬件故障的时间开始，到紫光华山工程师到达客户现场的这段
时间。紫光华山将在服务级别所定义的时间段内响应客户的服务请求，
对于需现场维修的问题，紫光华山工程师将在记录了服务请求后，按下
列服务级别所定义的时间到达现场。
时间说明：
 级别 1：技术支持中心接到问题解决需求后 4 小时内
 级别 2：技术支持中心接到问题解决需求后 4 小时内
 级别 3：技术支持中心接到问题解决需求后的次日
简介：
客户通过拨打指定的紫光华山支持服务电话号码，提出服务请求后，紫
光华山将在合同限定的服务时间内与客户方密切合作，共同解决系统出
现的问题。

2.技术支持中心工作时间

时间说明：
 级别 1：7x24 全天候，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
 级别 2：北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7：30（国家法定节假日
除外）
 级别 3：北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8：30-17：30（国家法定节假日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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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客户通过拨打指定的紫光华山支持服务电话号码，提出服务请求后，紫
光华山将在合同限定的服务时间内与客户方密切合作，共同解决系统出
现的问题。
3.技术支持中心响应时间

4.远程问题诊断和支持服务

5.现场硬件系统支持服务

6.备件和材料

7.不间断工作

8.疑难问题升级服务

时间说明：
 级别 1：接到问题解决需求后 30 分钟内
 级别 2：接到问题解决需求后 30 分钟内
 级别 3：接到问题解决需求后 2 小时内
简介：
客户通过拨打指定的紫光华山支持电话号码提出服务请求后，紫光华山
将在合同限定的服务时间内与客户合作，共同解决系统问题。在提供任
何必要的现场服务之前，紫光华山将在可行的情况下，首先使用远程支
持服务工具对紫光华山提供支持的系统进行远程诊断，或通过其它方式
为远程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简介：
如果紫光华山确定硬件问题不能通过远程方式解决，则一名紫光华山的
工程师将到客户现场进行硬件的维修使其恢复运行。
此外，紫光华山还可能进行一些必要的工程改进，以便这些硬件产品能
够正常运行，并与更换部件兼容。紫光华山可全权决定安装固件更新，
从而使紫光华山所提供支持的产品恢复正常运行。
简介：
紫光华山将提供所有维修所需的备件和材料，确保紫光华山提供支持的
硬件设备恢复正常运行。这些备件和材料包括进行必要的工程改进所需
的备件和材料。更换下来的产品部件归紫光华山所有。
简介：
紫光华山的技术人员到达客户现场后，立即开始进行不间断服务，直至
设备能够重新运行。如需额外的备件或资源，服务工作可暂停，直至这
些备件或资源备齐。
简介：
紫光华山具有完善的的技术支持网络，并设置了正式的疑难问题升级流
程，以便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任何疑难技术问题，都可以利用升级服
务的支持手段，通过紫光华山技术中心和第三方合作伙伴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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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本服务中，紫光华山将提供与系统相关的电子和基于 Web 的工具和服
务，如固件更新、增补软件信息等服务。

9.远程电子化支持服务

10.访问相应技术资源

11.远程访问支持

如果客户与紫光华山签订了支持服务合同，则可以享受到紫光华山针对
所有注册使用该服务的用户提供的服务，以及其它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服
务项目，如：
 网络搜索技术支持文档
 提交和查询现场硬件支持服务请求的状态
 获得使用紫光华山专有诊断工具的密码
等。
简介：
客户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其它电子通讯手段访问紫光华山的技术资源，获
得解决有关系统实施和操作方面问题的帮助。
简介：
在征得客户同意后，紫光华山将使用选定的远程访问工具，帮助客户迅
速解决问题。
客户可以选择任何一种选定的工具，以帮助处理服务请求。作为此项服
务的一部分，客户只能使用紫光华山提供、认可的工具。紫光华山可能
要求客户安装并运行这些工具的软件修订版，而且，向这些修订版提供
支持。

第三部分：其他信息
表 3-1. 紫光华山响应时间
客户所在地与最近一个指定支持服
24*7*4
5x9*4
5x9 次日
务机构的距离
0-40 公里
当天 4 小时内
当天 4 小时内
第二工作日
41-80 公里
当天 6 小时内
当天 6 小时内
第二工作日
81-160 公里
当天 8 小时内
当天 8 小时内
第三工作日
161-240 公里
当天 12 小时内
当天 12 小时内
第三工作日
241-320 公里
当天 16 小时内
当天 16 小时内
第三工作日
321-480 公里
第二日
第二工作日
第四工作日
481 公里以上
需根据具体情况协商 需根据具体情况协商 需根据具体情况协商
并非所有软件产品都提供软件更新，只有指定的紫光华山软件和第三方产品才享有软件更新
服务限制
服务。如果合同涉及的某个软件不提供该项服务内容，则软件支持服务费用中不包含此项。
紫光华山的软件支持服务的提供方式为技术支持中心电话支持，对软件问题不提供现场支持
服务。
服务合同范畴涵盖全冗余存储技术设备（如XP存储阵列）问题的响应和修复时间，应由紫光
华山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某些第三方软件更新、许可协议和许可密钥可能由第三方厂商直接向客户提供。
除非特别规定或安排，否则主动及咨询服务都在标准工作时间内提供。
紫光华山决定，这套服务将同时采用远程诊断与支持服务、现场服务和其它服务交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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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服务交付方法包括通过特快专递交付客户可更换部件（如键盘、鼠标）或整个更换设备。
紫光华山将确定最终的交付方法，以便提供及时、有效的客户支持服务。
对可使用远程诊断、远程支持服务或上述其它服务交付方法能够提供的服务，现场响应时间
承诺不适用。
不适用此服务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操作系统、其它软件和数据的恢复；

应用程序的运行测试，或客户要求或请求进行的其它测试；

互连性或兼容性问题的故障排除；

由于客户未安装紫光华山提供的系统修复、修理、补丁或修改而需进行的服务；

由于客户未采取紫光华山以前建议的规避措施而需进行的服务。

客户责任

客户应该按照紫光华山的请求，采取以下方式配合紫光华山远程解决问题：

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便紫光华山提供及时的专业远程支持服务，并确定需要提
供的支持级别。

协助系统启动，自检并安装和运行其它诊断工具和程序。

及时安装必要的客户可安装更新固件和补丁、可更换部件，以及紫光华山提供给客
户的更换设备。

进行其它合理的活动，帮助紫光华山确定或解决问题。

订购信息

服务内容和服务级别的提供要视当地的资源而定，可能受到服务范畴内产品和合同覆盖地理
位置的限制。如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购买紫光华山的支持服务，请与就近的紫光华山办事
处联系。
紫光华山硬件支持服务（Hardware Support）的产品号是：

级别 1：24*7*4 维修响应：HA104AC，HA104DAC；

级别 2：5x9*4 维修响应：HA103AC，HA103DAC；

级别 3：5x9 次日维修响应：HA101AC，HA101DAC。

更多信息

欲了解有关紫光华山支持服务的更多信息，请与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任何销售办事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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