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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槽低成本 PXIe加固便携系统，最高支持 3.1GB/s系统带宽 

  

 

 

 

                                   

 

 

 
IC1000 混合插槽 
 

 

   

 
 

IC1000 一体机系统 

 

 

优势 

－紧凑的一体化系统，多达 6 个 PXI/PXIe 扩展插

槽，可选宽温和电池配置。 

－可选的高亮度（1000cd/m2）、高分辨率 LCD 显

示屏（UXGA），支持外场强光使用环境。 

－ 仅 占 两 槽 宽 度 的 系 统 控 制 器 ， 搭 载 睿 频 达

3.5GHz 的 Intel® CoreTM i7 双核四线程处理器。 

简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子设备的复杂性和集成度越来越高，推动了

大量不同应用的测试需求，日益复杂的测试技术环境，对测试系统也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种测试环境也正在从实验室工作台转向复

杂恶劣的户外现场，这就需要便携式多功能测试仪器来构建现场测试

平台。随着现场测试系统部署量的快速增加，对其成本降低的要求也

在变得越来越迫切。 

立思方 IC1000 是一款 PXIe 加固便携系统，提供专业的一体化结构设

计，具备高集成度和低成本的特性。IC1000 提供了 1 个 PXIe 系统插槽、

3 个 PXI 插槽以及 3 个 PXI/PXIe 混合插槽，最高支持 3.1GB/s 的系统带

宽，和 2GB/s 或 500MB/s 的 PXIe 外设插槽带宽，可选高亮度和高分辨

率显示屏，为各种测试和测量应用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IC1000 配有

功率达 250W 的电源，并且提供电池供电或宽温工作环境选件。综上所

述，IC1000 能够兼顾功能和成本需求，是构建便携测试测量系统的最

佳选择。 

特点 

－坚固耐用的便携式一体机结构 

－满足外场作业需求的高亮度显示屏 

－满足性能的同时将成本控制到最低 

－兼容 PXI/PXIe 和 CPCI 总线规范 

－7 槽 PXI Express 机箱，带有 1 个 PXIe 系统插

槽，3 个 PXI 外设插槽以及 3 个 PXI/PXIe 混 
合外设插槽，具有极强扩展能力 

－高达 3.1GB/s 的系统带宽 

－高达 2GB/s 的 PXIe 外设插槽带宽 

－内置高集成度 PXIe 控制器 

－智能系统健康管理 

－0℃ ~ 55℃的环境工作温度范围 

－10MHz 参考时钟输入/输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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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箱背板 

规格参数 

显示屏 
屏幕尺寸：15 寸 

亮度：500cd/m2 

分辨率：1024×768 
亮度：1000cd/m2 

分辨率：1600×1200 

背板  PXIe 系统槽×1，PXI/PXIe 混合槽×3，PXI 插槽×3 

PXI/PXIe 插槽带宽 
系统插槽：3.1GB/s；PXI 外设插槽：132MB/s； 

PXIe 外设插槽：2GB/s （1 个）或 500MB/s（2 个） 

PXIe 控制器 

Intel® CoreTM i7-7500U 处理器， 
2.7GHz 双核四线程，睿频 3.5GHz 

Intel HD Graphics 620 集成显卡 
8G 内存（最高 16GB），250G 固态硬盘（最高 4TB） 

操作系统：Windows 7 64 位，Windows 10 64 位，Linux 
接口：VGA×1，HDMI×1，100/1000M 以太网×2 

USB3.0×2，USB2.0×2，RS232/485/422×2 

时钟参考 
10MHz 输入×1，10MHz 输出×1 
时钟精度：±5ppm/年，Max 

电源 DC19~36V 250W，标配 AC220V 电源适配器 

外设接口 
100/1000Mbps 以太网×1， 

USB2.0×2，HDMI×1 

环境 
运行温度：0℃ ~ 55℃（可选:-40℃ ~ 65℃） 

存储温度：-20℃ ~ 70℃ 

散热 风扇支持高速、自动模式 

监控 系统工作温度、电源电压 

重量 8.8kg（不含控制器和电池） 

尺寸 374 x 136.5 x 290 mm（宽 x 高 x 深，不含包角和把手） 

①：PXIe 系统插槽 

② - ④：PXI 外设插槽 

⑤ - ⑦：PXI/PXIe 外设插槽 

解决方案  

－IC1000PXIe 加固便携系统集成了高亮度和高分辨率 LCD 显示屏（最高 1000 cd/m2 亮度，1600x1200 分辨率），即使在阳

光直射下，也能提供清晰锐利的屏幕显示。同时，系统重量不到 9kg，并可定制信号连接器和选配电池，实现方便可靠

的现场信号连接，适用于构建高机动性的外场测试系统。 

－IC1000 内置 PXI/PXIe 混合插槽背板，提供 3 个 PXIe 混合插槽（1 个 Gen2×4，2 个 Gen2×1）和 3 个 PXI 插槽，兼容

PXI/PXIe 和 CPCI 规范，支持 PXI 同步总线，提供强冷却能力和可选宽温配置，保证高性能模块的稳定运行，十分适用于

野外作业应用场合。PXI、PXIe 和 CPCI 总线在测控类应用中有广泛的模块支持，IC1000 提供足够的扩展插槽支持这几类

总线模块，具有高扩展性，能够同时满足实验室和外场测试需求。 

－IC1000 搭载高性价比的系统控制器，并集成键盘和鼠标，同时具备常见的外设接口如以太网口、USB、VGA、HDMI、串

口等，大幅降低了复杂外场测试应用的构建成本。IC1000 在提供足够的性能和功能的同时，满足严格的成本控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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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指南 

低成本 PXIe 加固便携系统………………………………. IC1000  

 

配件 

标配 AC220V 电源适配器 

 

 

 

选件 

▪扩展机箱 

6 槽 PXIe 便携扩展机箱……………………………………. IC1111 
5 槽 PXIe 便携扩展机箱…………………………………… IC1116 

▪ I/O 接适配器定制 

机箱后面板定制……………………………………………….. IC1701 
机箱 I/O 接口适配器定制…………………………………. IC1702 

▪控制器性能升级选件 

内存升级选件……………………………………………………. IC1780  
硬盘容量升级选件……………………………………………. IC1785 

▪电池 

规格为 9Ah, 12-16.8V…………………………………IC1731-9Ah 

▪预装正版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中文家庭版………………………IC-OS-WIN7H-CN  
Windows 10 中文家庭版………………….IC-OS -WIN10H-CN 

▪安装和运输 

机箱上架套件……………………………………………………. IC1750  
拉杆运输机箱……………………………………………………. IC1755 

 
 

 

 

立思方  
成都立思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于雷达、通信、对

抗及通用电子测试测量和仿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高新技

术企业。立思方汇集了测控、微波、雷达、通信、对抗

领域的多位行业专家，以技术和创新为立足之本，根植

于西部地区，面向全国测试、验证和仿真市场，为用户

提供一流的产品服务和行业解决方案。 

联系 
电话或者邮件联系了解更多立思方提供

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您的测试测量和

仿真应用提供支持和帮助。 
028-85432566 
info@intellicube.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