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期乐售后服务细则 

 

一、 手机通讯类商品退换货细则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2）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

如非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处理流程 

如您在使用时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对商品质量表示置疑，经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

务中心检测确认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我们会按照国家三包规定予以退换货。 

（1）由生产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务中心确认故障类型，并将故障确认函（维修检测

单据）和商品一并寄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 

（2）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根据故障确认函（维修检测单据）并在收到商品附件、

说明书、发票、保修卡、问题商品后办理退换货手续。 

4、注意事项   

（1）苹果品牌类商品一经激活后不支持 7 天无理由退货。 

（2）手机、数码、IT 商品通过软件升级可以排除的故障，只要送到当地生产厂家指定

或特约售后服务中心升级即可，超过 7 天后不予退换货； 

（3）如当地无授权检测、维修中心的,分期乐可帮助您代检代修，检测周期为：代检大

约 7 到 15 天，代修大约 20-35 天（不含物流时间），自您将问题商品送至我司售后之日起

算； 



（4）未经授权的修理、误用、疏忽、浸液、摔过而造成商品出现故障或损坏的，不予

退换货； 

（5）假性故障或因顾客使用环境影响使用效果的，经核实确认无故障的，不予退换货； 

（6）因个人使用不当造成商品损坏的，不予退换货； 

（7）对于存储类电子商品，分期乐概不提供数据导出服务，请务必在返修前将里面的

数据导出，否则有数据遗失、损坏等分期乐概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洗护美妆类商品退换货细则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2）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

如非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处理流程 

（1）将书面鉴定（如遇过敏问题需要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附件、说明书、发票、购

物凭证、包装、商品一并返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办理退换货手续。 

（2）如果您在使用时对商品质量表示质疑，请出具书面鉴定，分期乐将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及国家质量标准等规定予以处理。 

   4、注意事项 

    （1）在页面中已明示商品保质期将到或外包装有损包括在内的所有活动清仓商品（在



页面中已明示），不予退换货； 

（2）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商品损坏，不符合商品完好要件，不予退货； 

（3）商品外包装完整，商品表面无划痕、无磨（破）损、无磕碰、无使用、无拆卸等

痕迹则予以办理无理由退换货； 

（4）购买化妆品请当场验收，若商品有破损，渗漏，缺少，配送有误等问题，请当即

与分期乐客服人员联系；为了保护您的权益，建议您尽量不要委托他人代为签收；如由他人

代为签收商品而没有在配送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验货，则视为您所订购商品的包装无任何问

题； 

（5）我们保证商品的进货渠道和质量，如果用户在使用时对商品质量表示置疑，请出

具书面鉴定，我们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6）如遇过敏问题产生退货需要提供二级以上正规医院的相关证明； 

（7）部分海外购商品详情页上明确注明不支持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一经销售无质量问

题将不支持退换货。 

 

三、电脑、平板类商品退换货细则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2）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

如非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处理流程 

如您在使用时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对商品质量表示置疑，经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

务中心检测确认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我们会按照国家三包规定予以退换货。 

（1）由生产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务中心确认故障类型，并将故障确认函（维修检测

单据）和商品一并寄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 

（2）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根据故障确认函（维修检测单据）并在收到商品附件、

说明书、发票、保修卡、问题商品后办理退换货手续。 

4、注意事项 

以下情况不在退换货范围内，请您在购买前仔细阅读： 

（1）任何非分期乐出售的商品（商品序列号不符，以分期乐记载为准）； 

（2）超时未提交退换货申请（签收商品之日至提交售后申请之日，时间差超过 7 日或

15 日）; 

（3）商品已使用，且非商品本身质量问题。 

（4）通过软件升级可以排除的故障（您可直接将商品送至当地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

务中心升级解决）; 

（5）未经授权的维修、误用、碰撞、疏忽、滥用、进液、事故、改动、不正确的安装

所造成的商品质量问题，或撕毁、涂改标贴、机器序号、防伪标记的； 

（6）假性故障或因个人使用环境影响使用效果，经鉴定无性能故障； 

（7）未按照《用户手册》使用、维护、保管而造成商品损坏； 

（8）包装含防伪码的商品防伪码一经刮开不予退换货； 

（9）对于存储类商品，分期乐不提供数据导出服务，请务必在返修前将商品内的数据

自行导出，否则若有数据遗失、损坏等分期乐不承担相应责任。 

（10）如您当地无厂家售后检测、维修中心的，分期乐可代您将商品送往供应商处进行



检测、维修，周期为：售后收到商品后代检大约 7 到 15 天、代修大约 30-45 天（不含物流

时间）。在您收到维修好的商品后请及时进行仔细检查，如有问题请在 24 小时内联系分期

乐；如超时未提交，将无法为您处理。 

（11）分期乐代为检测的商品如检测无故障会将原物返还给您，同时，我们会提供检测

无故障单。但部分厂家品牌商品无法提供无故障单，请您谅解。 

（12）电脑类商品系统一经激活使用，直接给商品带来贬损的，非质量问题将不支持退

换货。 

 

四、奢品潮物类商品退换货细则 

（一）箱包皮具类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2）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如非

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处理流程 

将附件、说明书、发票、购物凭证、包装、商品一并返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办理退

换货手续。 

4、注意事项 

（1）从分期乐订购的箱包皮具类（贴身货品除外）商品，在退换货期限内，如商品保持分

期乐出售时原状且配件齐全，可以无理由办理退换货（包含因尺码不合适导致的退换货）； 



（2）箱包皮具类（贴身货品除外）商品签收后，在退换货期限内，如发现有质量问题并经

分期乐或厂商确认问题属实，非人为原因造成，可办理退换货； 

（3）箱包皮具类商品质量问题包括，布料颜色不均、面料开裂、脱皮、五金退换货期限内

有脱色、损坏、衬里缝合开裂，拔丝； 

（4）图片及信息仅供参考，不属质量问题。因拍摄灯光、显示器分辨率等原因可能会造成

轻微色差，在网购中属于正常现象，一切以实物为准； 

（5）商品吊牌，包装破损，发货单、商品配件（如配饰挂坠等）、说明书、保修单、标签等

丢失，不予退换货； 

（6）贴身货品，如内衣裤、袜子、泳衣、抹胸文胸、内衣配件、基础内衣类商品，一经签

收，概不退换。 

（7）箱包皮具类（贴身货品除外）商品申请退换货(包含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时，请您务必将

内带附件（如纽扣等）、商品吊牌、标签、保修单等保存完好，如有赠品需同商品一起退回。

如果缺少上述附件或已穿洗等影响商品完整，退换货将不予办理。 

（8）部分商品详情页上明确注明海外购商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一经销售无质量问

题将不支持退换货。 

 

（二）时尚配饰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2）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如非



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3、处理流程 

将附件、说明书、发票、购物凭证、包装、商品一并返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办理退

换货手续。 

4、注意事项 

（1）对于高档首饰都附带国家级宝玉石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对此有任何质疑，

请到出具该证书的鉴定机构进行复检； 

（2）因个人非正常使用出现问题，如佩戴饰品不慎造成的变色，斑点，污染，折断，变形

开裂，松动，掉石，出现擦痕等不予退换货； 

（3）购买物品被洗过、戴过、人为破坏或标牌拆卸不提供退换。任何经过佩戴的、订制的、

有雕刻的、改动过的或有其他损坏的货品不予退换； 

（4）应用户需求个人定制的商品无质量问题不予退换货。 

 

 

五、名品腕表类商品退换货细则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换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商品

详情页上注明不支持无理由退货商品除外。如非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

承担。 

（2）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贵金属、珠宝及其镶嵌制品中的黄金、铂金、钯制品及 K 金含量不足发票或饰品签上标注的

（允许误差范围+0.01g~-0.01g）； 

贵金属、珠宝及其镶嵌制品与发票或饰品签标注等级不符的； 

贵金属、珠宝及其镶嵌制品不合格或经市黄金协会的授权检测部门检测为不合格产品的。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处理流程 

将附件、说明书、发票、购物凭证、包装、商品一并返回分期乐供应商处办理退换货手续。 

以下情况不在质保内： 

（1）电池的使用寿命； 

（2）正常的磨损和老化【例如：表面的刮损；颜色的改变和/或非金属材料的（如皮质、纤

维质和橡胶质）表带或表链的改变；电镀的脱落】 

（3）因非正常使用/滥用、粗心大意、过失、意外（撞击、敲击、挤压、表面破损及其他）、

不正确使用、不遵守品牌提供的使用说明而造成的手表任何部件的任何破损； 

（4）任何种类的间接损失，例如由于使用品牌表或由于品牌表的瑕疵，不精确而造成的任

何间接损失。 

4、注意事项 

（1）如有缺失附件无法退换。 

（2）佩戴饰品时不慎造成变色、斑点、污染、折断、变形、开裂、松动、掉石、出现擦痕

等不予退换货。 

（3）对于高档首饰都附带国家级宝玉石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证书，如果您对此有任何质疑，

请到出具该证书的鉴定机构进行复检。 

（4）手表类商品以下情况不予办理退换货： 



如果商品自身携带的产品序列号与分期乐售出的不符； 

已佩戴过的商品和受损、污染的商品； 

任何因非正常使用及保管导致出现质量问题的商品； 

缺少随商品附带的保修卡、配件等； 

商品已打开塑封包装或撕开开箱即损贴纸的商品，但有质量问题除外； 

将商品存储、暴露在超出商品适宜的环境中； 

未经授权的修理、误用、疏忽、滥用、事故、改动、不正确的安装； 

食物或液体溅落造成损坏； 

商品使用中出现的磨损，非质量问题； 

手表表带经过调整，但有质量问题除外； 

包装含防伪码的商品防伪码一经刮开不予退换货。 

 

 

六、家电家居类商品退换货细则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换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a) 商品安装前，顾客与售后安装人员共同开箱验机发现外观不良、原装配件缺失、发

票型号与实物不符，安装前售后安装人员试机发现性能故障。 

b) 商品送货验机时，开箱发现外观缺陷、原装配件缺失、发票型号与实物不符，安装

时售后安装人员试机发现性能故障。 



发生 a)-b)条的问题可直接申请退换货，如为其他质量问题则需要按照处理流程申请退

换货。 

（2）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如非

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处理流程 

如您在使用时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对商品质量表示置疑，需您提供由厂家售后或授权网

点服务人员出具的故障确认函，我们会按照国家三包规定予以退换货。 

（1）将问题商品送至生产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务中心开具检测报告（维修检测单据）；安

装类大家电商品请联系生产厂家指定或特约售后服务中心上门检测维修。 

（2）将检测报告、附件、说明书、发票、保修卡、问题商品一并返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

售商家办理退换货手续。 

4、注意事项 

（1）未经授权的修理、误用、疏忽、滥用、事故、改动、不正确的安装，不予退换货。 

（2）假性故障或因顾客家中环境影响使用效果的，经厂家售后或授权网点服务人员确认无

故障的，不予退换货。 

（3）因个人使用不当造成的商品损坏的，不予退换货。 

（4）需安装类商品顾客需与安装工程师当场开箱验机，顾客自行开箱产生的外观损坏不予

退换货（商品性能故障除外）。 

（5）因家电类商品运输费用普遍较高，因家电类商品拒收产生的运费亦需要由您承担。 

七、运动户外及服饰鞋靴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7 日内可退货，15 日内可换货。 

2、退换货原因 

（1）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2） 7 天内无理由退货商品如商品品质完好（如不影响二次销售等）的可直接办理，如非

因商品质量问题而退换货的退换运费需由您承担。 

注：细则基于《售后服务总则》而制定，品质完好的定义见《售后服务总则》。 

3、退换货条件 

（1）7 天无理由退货，需要用户保持商品本身完好； 

（2）退换货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如商品无显著穿戴、无洗涤、无沾染化妆品（如口红）

等痕迹； 

（3）（若有）防伪标识码未刮开或撕损、（若有）唯一性三包卡不能缺失或撕损； 

（4）（若有）赠品破损或发票遗失可折价（如能估量折价的，以估值折价为准；无法估值折

价的，折价上限不超过原商品成交价的 10%）、发票遗失按相应退税点由用户自行承担。 

4、处理流程 

（1）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用户需向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提供证据，若收到证据后，

确认商品本身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的，应接受退货或者换货。用户应妥善包装后退回商品，返

回方式及地址以卖家通知为准，产生的退换货运费均由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负责。 

（2）7 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商品非因商品质量问题产生的退换货运费需要由您自行承担。 

5、注意事项 

（1）内衣裤、泳衣、短袜/打底袜/丝袜/美腿袜、塑身裤、塑身连体衣、乳贴、插片/胸垫等

贴身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 商品存在质量问题的除外； 

（2）定制类商品不支持 7 天无理由退换货； 



（3）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产品，如遇过敏问题产生退货需要提供医院的相关证明； 

（4）因您个人原因造成的商品损坏（如自行修改尺寸，洗涤，皮具打油，刺绣，长时间穿

着、体味及香水污染），不予以退换货； 

（5）因款式、颜色、尺码及个人喜好等原因申请退换货的，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属于 7 天无理由退货，所产生的运费需要由您承担； 

（6）图片及商品信息仅供参考，因拍摄灯光及不同显示器等问题可能造成商品图片与实物

存在一定色差，一切以实物为准； 

（7）礼包、套装类商品不接受针对部分商品的退换货申请； 

 

 

八、食品、饮料、酒水 

1、退换货时限 

如无质量问题，不支持退换货。 

2、退换货原因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3、退换货条件 

（1）为了保证食用安全，食品、饮料、酒水类商品一经售出，如无质量问题，不支持退换

货；  

（2）食品、饮料、酒水类商品距离保质期不到 3 个月，卖家在商品详情页有明确说明告知

的情况，用户以临近保质期为由申请退换货的，将不予支持；  

（3）（若有）防伪标识码未刮开或撕损、（若有）唯一性三包卡不能缺失或撕损； 

（4）（若有）赠品破损或发票遗失可折价（如能估量折价的，以估值折价为准；无法估值折



价的，折价上限不超过原商品成交价的 10%）、发票遗失按相应退税点由用户自行承担。 

4、处理流程 

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用户需向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提供证据，若收到证据后，确认商

品本身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的，应接受退货或者换货。用户应妥善包装后退回商品，返回方式

及地址以卖家通知为准，产生的退换货运费均由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负责。 

5、注意事项 

（1）为了保证食用安全，在收到商品时请仔细查验商品及商品的保质期，商品一旦签收将

不接受退换货，但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公告的有质量问题的商品除外； 

（2）对于食品、饮料、酒水品类商品，用户在食用前应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如为禁忌人

群切勿食用。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可联系卖家或生产厂家进行咨询； 

（3）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用户需向卖家提供证据。用户应妥善包装后退回商品，返回方式

及地址以卖家通知退货地址为准，产生的退换货运费均由卖家承担； 

（4）食品类商品详情页因拍照效果、光线等因素影响，实物可能与图片有少许误差，请以

收到实物为准，这部分不作为用户质量问题退货依据。 

 

 

九、保健品类 

1、退换货时限 

如无质量问题，不支持退换货。 

2、退换货原因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3、退换货条件 



（1）为了保证食用安全，保健品类商品一经售出，如无质量问题，不支持退换货； 

（2）保健品类商品距离保质期不到 3 个月，卖家在商品详情页有明确说明告知的情况，用

户以临近保质期为由申请退换货的，将不予支持； 

（3）（若有）防伪标识码未刮开或撕损、（若有）唯一性三包卡不能缺失或撕损； 

（4）（若有）赠品破损或发票遗失可折价（如能估量折价的，以估值折价为准；无法估值折

价的，折价上限不超过原商品成交价的 10%）、发票遗失按相应退税点由用户自行承担。 

4、处理流程 

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用户需向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提供相应证据，若收到证据后，确

认商品本身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的，应接受退货或者换货。用户应妥善包装后退回商品，返回

方式及地址以卖家通知为准，产生的退换货运费均由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负责。 

5、注意事项 

（1）为了保证食用安全，在收到商品时请仔细查验商品及商品的保质期，商品一旦签收将

不接受退换货，但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公告的有质量问题的商品除外； 

（2）对于保健品类商品，用户在食用前应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如为禁忌人群切勿食用。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可联系卖家或生产厂家进行咨询； 

（3）对于商品质量问题，用户需向卖家提供证据。用户应妥善包装后退回商品，返回方式

及地址以卖家通知退货地址为准，产生的退换货运费均由卖家承担； 

（4）保健品类商品不能替代药物，不宜超过推荐量或与同类营养补充剂同时食用。保健品

类商品服用后功效因人而异，该原因不属于质量问题。 

（5）部分商品详情页上明确注明海外购商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的，商品一经销售无质量问

题将不支持退换货。 

十、生鲜类 



1、退换货时限 

自实际收到商品之日起 48 小时内可退换货。 

2、退换货原因 

商品售出时即存在质量问题。 

3、退换货条件 

（1）生鲜类商品为易腐类特殊商品，不支持 7 天无理由退货，自收到货 48 小时内，商品

如果有质量问题可以享受退换货服务，超过 48 小时商家有权不予处理； 

（2）（若有）赠品破损或发票遗失可折价（如能估量折价的，以估值折价为准；无法估值折

价的，折价上限不超过原商品成交价的 10%）、发票遗失按相应退税点由用户自行承担。 

4、处理流程 

若商品签收后 48 小时内商品有质量问题，请将商品、发票、包装、赠品及相关食品检验部

门的质检证明，一并返回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办理退换货。用户应妥善包装后退回商

品，返回方式及地址以卖家通知为准，产生的退换货运费均由分期乐平台或平台销售商家负

责。 

5、注意事项 

（1）生鲜类商品（蔬菜水果、水产海鲜、肉禽蛋奶等）由于受季节、气候、生长环境等因

素影响，不同批次略有差异属正常现象； 

（2）图片及信息仅供参照，商品将以实物为准。因拍摄灯光及不同显示器色差等问题可能

造成商品图片与实物有一定色差，不属质量问题； 

（3）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签收时在付款后与配送人员当面核对商品的种类、数量、规格、

赠品、金额、保质期等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再进行签收。建议您尽量不要委托他人代为签

收；您签收后的商品将不接受退货，但有质量问题的商品除外； 



（4）对于商品数量缺失的情况，我们只受理当场投诉，即货物送达后，您当面清点货物数

量并及时向配送员提出的投诉。一旦签收，我们将不受理此类退货、补货等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