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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U 上架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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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清单 

请检查您的包装，若发现物件有所损坏或是有任何配件短缺的情

况，请尽快与您的经销商联络。 

 1 台 IPC-8206 机箱 

 1 本用户手册 

 1 个配件盒 

注：随机出厂附件可能不止包括以上所选附件，物件清单以实际

装箱单或客户需求为准。 

 

声明 

本手册包含的内容并不代表本公司的承诺，本公司保留对此手册

更改的权利，且不另行通知。对于任何因安装、使用不当而导致的直

接、间接、有意或无意的损坏及隐患概不负责。 

EVOC 是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本手册所涉及

到的其他商标，其所有权为相应的产品厂家所拥有。 

本手册内容受版权保护，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机械的、

电子的或其它任何方式进行复制。 



安全使用小常识 

1. 产品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2. 为避免人体被电击或产品被损坏，在每次对板卡进行拔插、重新

装配或配置前，须先关闭交流电源或将交流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中

拔掉； 

3. 在需对产品进行搬动时，务必先将交流电源线从电源插座中拔

掉； 

4. 当产品需增加／减少板卡时，务必先拔掉交流电源； 

5. 当需连接或拔除任何信号线前，须确定所有的电源线事先已被拔

掉； 

6. 为避免频繁开关机对产品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关机后，应至少等

待 30 秒后再开机； 

7. 如果要进行升级或拆装等动作，须在静电放电工作台上完成所有

操作，因为有些精密器件对静电放电（ESD）很敏感； 

8. 如果没有静电放电工作台，可通过以下方法降低 ESD 可能造成的

危害： 

a) 戴上一条防静电腕带并与相应产品的金属部分相连； 

b) 在触摸产品部件前，先触摸相应产品机箱上的金属壳； 

c) 当插拔部件时，身体最好与产品的金属机箱保持接触，以释

放静电； 

 



d) 避免不必要的走动； 

e) 拿产品部件（尤其是板卡）时仅拿住边缘； 

f) 将产品部件置于一个接地的无静电的操作平台上。如果可能

的话，使用一块导电泡沫垫（非部件的包装材料）； 

g) 不要让部件在操作平台上滑动。 

9. 用十字螺丝刀进行操作，最好是强力螺丝刀（带磁性，避免螺丝

遗留在机箱内）。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将工具或零件遗漏在机

箱内； 

10. 保证系统良好的散热与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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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介绍 

简介 

IPC-8206 是一款全新开发的优质钢结构的 19″2U 可上架机箱，

箱内预留光驱、硬盘空间，前面板有透明操作窗，I/O 接口、操作开

关、Reset、指示灯等均在安全门内，保证操作安全性的同时可通过

观察窗清楚地查看到门内指示灯的运行状态。机箱前面板风扇有效通

风面积大，箱盖的侧面板后部均留有通风孔，保证了机箱内良好的散

热性能，防尘过滤网拆卸、更换方便。内部走线合理、工作可靠性高，

EMC 性能优良，抗干扰性好，结构紧凑，抗震动、冲击性能好，可广

泛适用于各种恶劣环境。 

订购信息 

型 号  描 述  

IPC-8206 机箱/底板支架 A/IPC-6105P4 或 PCI-6105PX2 底板 

IPC-8206 机箱/底板支架 B/IPC-6105P4 或 IPC-6105E2 底板 

IPC-8206 机箱/底板支架 C/IPC-6105P3 或 IPC-6106P4(C)底板
IPC-8206 

IPC-8206 机箱/底板支架 D/IPC-6105 或 IPC-6105P1 底板 

产品配置 

 底板：根据客户订购型号配置； 

 硬盘驱动架：1 套 3.5″HDD 驱动架； 

 电源：PS-7270B/A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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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接口：PS/2 接口及 2 个标准 USB 接口。 

注：随机出厂配置可能与上述配置有差异，以实际装机配置清单为准。 

电源选用 

可选用 PS-7270B/ATX 电源。 

机械尺寸与环境要求 

 外形尺寸：88.2mm（高）×482.6mm(宽)×446.6mm(深)； 

 工作温度：0℃～+50℃； 

 相对湿度：20%～93%，40℃无结露； 

 储存温度：-20℃～+60℃。 

电磁兼容性 

 符合 3C 认证要求； 

 符合无线电骚扰限值 GB9254-1998 标准 A 级； 

 抗扰度符合 GB/T17618 标准的限值。 

环境适应性 

 气候环境适应性符合 GB/T9813 中 4.8.1 中对应 2 级别的要

求； 

 抗振动：5-17Hz/1mm 振幅，19-200Hz/1g 加速度； 

 抗冲击：10g 加速度，11ms 周期； 

 电源要求 AC220V 50Hz 保护地 PE 可靠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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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5000h； 

 平均维修时间：MTTR≤0.5h。 

安全性 

 满足 GB4943 中 1.7 标记与说明和 2.3、2.9 电气结构的要求。 

通风与散热 

2 个 8025 进风风扇强劲的送风以及电源上的抽风风扇也散去了

自身及箱体内的大部分热量，箱盖侧面板及后面板均预留散热通风

口，使箱体内的通风状态达到最佳效果。 

运输与贮存要求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能以任何交通工具，运往任何地点，在长途运输时

不得装在敞开的船舱和车厢中，中途转运时不得存放在露天仓库中，

在运输过程中不允许和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同车（或其他运输

工具）装运，并且产品不允许经受雨、雪或液体物质的淋袭与机械损

坏。 

 贮存： 

产品贮存时应存放在原包装箱内，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为 0

℃～40℃，相对湿度为 20%～85%。仓库内不允许有各种有害气体、

易燃、易爆炸的产品及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并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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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和强磁场作用。包装箱应垫离地面至少 10cm，距离墙壁、热源、

冷源、窗口或空气入口至少 50cm。 

常见故障处理 

产品的常见故障处理请参见《工业计算机常见故障分析和处理》，

在此不多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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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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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安装 

主板和电源的安装 

先在主板上安装 CPU、CPU 散热片和风扇及内存等，再将主板平

放于机箱体底部，顺着导轨轻轻推进箱体，对准相应的金手指后用力

插入插槽，再垫上两侧的脚垫，最后装上主板的侧支架。安装主板时，

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安装方向要正确。 

2、 安装时，主板接口部分要与箱体后部在一平面上。并通过表

面与箱体紧密接触。 

3、 安装过程必需带防静电手套。 

电源的安装，将电源固定在其位置上即可。 

最后盖上箱盖，将固定螺丝锁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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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的更换与保养 

机箱前面板进风口的防尘网可外部拆装，需定期对过滤网进行清

洗、更换。 

清洗过滤网时先把过滤网两边的螺丝松开，再沿图示方向将过滤

网拆下，清洗、晾干后，再重新装回原位即可。 

建议每三个月清理一次。 

 

 

若想获得本公司更详细资料可至我司互联网站WWW.EVOC.COM.CN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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