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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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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保护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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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任何方式进行复制。除列明随产品配置的配件外,本手册包含的内容并不代

表本公司的承诺,我们非常小心地编写此手册,但我们对于本手册的内容不保

证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持续地改良及更新,故我方保留随时做出

修改而不予另行通知的权利。对于任何安装、使用不当而导致的直接的、间

接、有意或无意的损坏及隐患概不负责。您在订购产品前,请向经销商详细了

解产品性能是否符合您的需求。 

 

商标 

本手册使用的所有商标均属于各自的商标持有者所有： 

Intel和Pentium以及Celeron是Intel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PS/2和OS/2是IBM Corporation的注册商标 

Windows98和WindowsXP是Microsoft的注册商标 

Netware是Novell 的注册商标 

Award是Phoenix Technologies,Inc的注册商标 

AMI是American Megatrends,Inc的注册商标 

WG是上海福升威尔智能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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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物品检查 

请确认您所购买的主板包装盒是否完整,如果包装有所损坏、或是有任何配件

欠缺的情形,请尽快与您的经销商联络。 

 一台无风扇工业计算机 WIPC-7210 

 配线盒 

 一根电源线 

 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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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简介 

该系列产品可视为工控机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物，2U无风扇架构，供电

采用宽温工业级开关电源，支持PCI与PCIE扩展，支持多串口通讯，显示输出支

持HDMI与VGA模式，支持同步或异步双显模式。该系列产品基于Intel B75芯片组，

支持intel第三代i3/i5/i7处理器，具有强大的计算性能。存储方面支持mSATA和

4个SATA2.0接口，设计了丰富的通讯接口，2千兆网口，6个USB端口（其中4个为

USB3.0），6个COM口。广泛应用于电力等工业现场。 

主要特点如下： 

 整机无风扇设计，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和抗冲击、防尘防潮。两侧大面积

鳞状铝型散热片，可有效将系统内部热量快速散发；选用工业级元器件，

适应恶劣环境下运行，保证主机可靠性和更长使用寿命 

 AC220V工业级开关电源，具有过流，过压和浪涌保护功能 

 内部接线少，有效减少线缆接插故障点，美观整洁 

 前面板直观的串口和网络工作指示灯，方便调试和故障判断 

 该产品搭载intel B75芯片组，支持intel第三代i3/i5/i7处理器，

2xSO-DIMM插槽，最大支持16GB 

 1*VGA,1*HDMI 

 标准板载2个DB-9标准RS232串口 

 支持6个标准USB（4 USB3.0+2 USB2.0)接口 

 2 x Realtek RTL8111DL 千兆网络接口 

 1xPS/2键盘接口，1xPS/2鼠标接口 

 Retaltek ALC662高清音频控制器，MIC In/Lint Out 

 AMI UEFI BIOS 

 支持XP、Win7、Win8、Linux等操作系统 

 1xPCIE x16,1xPCIE x4,1xPCIEx1,4xPCI 

 AC220V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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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温度： -20℃～60℃(宽温硬盘、宽温电源) 

 相对湿度： 10%～95%@40℃，非凝结状体 

 储存温度： -40℃～70℃ 

 震动：50~500Hz，1.5G，0.15mm 峰峰值 

 冲击：10G(11ms) 

 产品尺寸：产品尺寸为421 x 89 x 350 mm(宽x高x深) 

 

产品平面图： 

 

 

 

 

 

WIPC-7210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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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板构造图  

主板上接口/接针标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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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后视接口说明 

 

 

• Mic-In (麦克风): 连接至来自外部麦克风的插头。 

• Line-Out (音源输出): 连接至音响系统的左前方声道以及右前方声道，或是一般

的立体声音响系统。 

• USB: 6xUSB接口(前面板2xUSB2.0,后面板4xUSB3.0)。 

• COM: 6xCOM通讯接口。 

• PS/2: PS/2键盘接口, PS/2鼠标接口 

• VGA: 模拟视频信号显示接口。 

• HDMI: 数字视频信号显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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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 2xRJ-45网络接口，可经Gigabit网络电缆连接至LAN网络。 

• AC In:AC220V电源输入接口。 

• Power Button：电源开关按钮。 

2.1.1 内存安装 

该主板提供2根204Pin DDRIII SO-DIMM内存插槽。 

在开始安装内存前，请遵守以下的警告信息： 

1.请先确认您所购买的内存适用本主板所支持的规格。 

2.在安装或移除内存之前，请先确定电脑的电源已经关闭以免造成损毁。 

3.内存设计有防呆标示，若您插入方向错误，内存就无法插入，此时请立刻更改插入

方向。 

安装内存: 

1. 在安装或移除内存之前请先关掉电源，并且拨下AC电源线。 

2. 小心握住内存条的两端，不要触碰到上面的金属接点。 

3. 将内存条的金手指对齐内存条插槽，并且在方向上要注意金手指凹孔对上插槽的

凸起点； 

4. 将内存条斜30度插入内存槽处，然后将内存条往下压，压至可以听到“咔”的声

响,说明 

内存已安装成功，可以使用。（注意：将内存条下压的力度，不可过大，以免损坏内

存） 

5. 要移除内存条，请将DIMM插槽两端的卡榫同时向外推，然后拿出内存条。 

内存安装图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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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静电会损害电脑或内存的电子元件，所以在进行以下步骤之前，请务必先短暂

接触接地金属物体，以去除身上的静电。 

 

2.1.2 跳线设置 

2针脚的接头：将跳线帽插入两个针脚将使其关闭（短路）。移除跳接帽或是插入其它

针脚 

（为未来扩充预留）将会使其开启。 

3针脚的接头：跳线帽可插入针脚1～2或针脚2～3使其关闭（短路）。 

 

怎么辨认跳线的第1脚位置？ 

1.请仔细查看主板，凡有标明"1"或是有白色粗线标记的接脚即为1脚位置。 

2.观看背板的焊盘，通常方型焊盘为第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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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清除 CMOS 设置 

如果 (a) CMOS数据损毁、(b) 您忘记BIOS菜单中的管 

理员或使用者密码、(c) 因为BIOS菜单中的CPU频率设定错 

误而导致无法开机、(d) 当CPU或内存模块有变动时，就是 

该清除CMOS设置的时候了。 本接头使用跳线帽来清除CMOS 

设置，并将BIOS重新设定为默认值。 

• 针脚1与2短路 (默认值)：正常状态 

• 针脚 2 与 3 短路：清除 CMOS 设置 

 

清除CMOS设置并加载默认值： 

1. 关闭系统电源。 

2. 使用跳帽将针脚2及针脚 

3短路，静待3-5秒钟，接着 

将跳线帽插回预设的位置 

--- 针脚1及针脚2短路。 

3. 开启系统电源。 

4. 如果BIOS的CPU频率设定错误，请在重新开机后立刻按下 <Del> 键进入BIOS设定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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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CPU运行速度设回默认值或是适当的数值。 

6. 储存并离开BIOS设定菜单。 

2.2  跳线和插针定义 

2.2.1 跳线定义 

 

 

 

2.2.2  插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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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感谢您使用本公司产品，更多产品请关注 http://www.fushengtek.com 

上海福升威尔智能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dd：上海市漕河泾高科技开发区桂平路 481 号 16栋 2 层 

 

 

 

 

 

 

 

 

http://www.fushengte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