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

IMDC One
IO-24UA 进取版

IMDC One
IOC-42UA 精英版

IMDC ROW
IRC-42UA 精英版

IMDC ROW
IRC-42UB 精英版

尺寸 (W x D x H) (mm)
除去包装

600 x 800 x 1200

600 x 1200 x 2000

(3 x 600) x 1400 x 2000

(4 x 600) x 1400 x 2000

电源保护

3kVA

6kVA

10kVA

20kVA

电源输出

机柜自带
智能机架式配电单元

机柜自带
智能机架式配电单元 20 口

3 x 机柜自带
智能机架式配电单元 20 口

4 x 机柜自带
智能机架式配电单元 20 口

8 口 (10A) 国标插座

(10A)+4 口 (16A) 国标插座

(10A)+4 口 (16A) 国标插座

(10A)+4 口 (16A) 国标插座

/

√

√

√

冷却装置

自然冷却

3.5KW 机架式精密空调 *

3.5+3.5KW 机柜冷却

3.5+3.5+3.5KW 机柜冷却

环境监测

温度湿度检测，
烟雾探测器

温度湿度检测，
烟雾传感器，门磁开关

温度湿度，烟雾传感器，
封闭通道，门磁开关

温度湿度，烟雾传感器，
封闭通道，门磁开关

管理系统

HMI ( 人机交互界面 )

HMI ( 人机交互界面 )

HMI ( 人机交互界面 )

HMI ( 人机交互界面 )

√
连接到施耐德电气中国云

√
连接到施耐德电气中国云

√
连接到施耐德电气中国云

√
连接到施耐德电气中国云

/

快速标准化扩展

快速标准化扩展

快速标准化扩展

10 英寸多点触屏

在线服务支持

可扩展性
*：旗舰版配 4KW 机架式精密空调。

一站式服务提供商：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最大限度提升电气可靠性、延长设备寿命、提高工作场所安全性、
改善能效。
全生命周期厂商级服务：我们的厂商级服务涵盖电气设备、软件和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
认证服务：全球共有 6700 多名获得施耐德电气认证的现场服务代表（FSR）。
如果您所购买的产品在质保期内，施耐德电气承诺在施耐德电气责任范围内对故障产品进行免费专业的
维修或现场服务。
若您希望确定产品质保期，请点击主页 -> 产品与服务 -> 产品列表，选择您想了解的产品系列进行查看。
若您希望了解延长质保期方案，或咨询过保产品维修方案，欢迎您致电售后服务热线 400-810-1315 转 3。

IMDC 智能微型数据中心

我们的技术支持提供 24 小时 / 天－ 7 天 / 周的全天候服务。

客户关爱热线：400 810 1315
如果您想了解APC的其他相关信息及其全球化的“端到端”解决方案，
请访问APC的中文站点：www.apc.com/cn

本手册采用生态纸印刷

产品简介

施耐德电气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6号
施耐德电气大厦
电话: 86 (10) 8434 6699
传真: 86 (10) 6431 5686
邮编: 100102

沈阳
中国沈阳市东陵区上深沟村
沈阳国际软件园860-6号9号楼412
电话: 86 (24) 2396 4339
传真: 86 (24) 2396 4296/2396 4297
邮编: 110016

广州
中国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3号
发展中心25层
电话: 86 (20) 85185188
传真: 86 (20) 85185195
邮编: 510623

福州
中国福建省福州仓山区浦上大道272号
仓山万达广场A2楼13层11室
电话: 86 (591) 3872 9998
传真: 86 (591) 3872 9990
邮编: 350001

西安
中国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211号
环普产业园C栋1-4层
电话: 86 (29) 6569 2599
传真: 86 (29) 6569 2555/66/77/88
邮编: 710077

上海
中国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89号
长风国际大厦12层
电话: 86 (21) 6065 6699
传真: 86 (21) 6076 8993
邮编: 200062

深圳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同沙路168号
凯达尔集团中心大厦20楼
电话: 86 (755) 3667 7988
传真: 86 (755) 3667 7989
邮编: 518052

成都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南路599号
天府软件园D区7栋5层
电话: 86 (28) 6685 3777
传真: 86 (28) 6685 3763
邮编: 610041

武汉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光谷大道77号
金融港二期B11栋2层
电话: 86 (27) 5937 3000
传真: 86 (27) 5937 3215
邮编: 430205

重庆 86 (23) 6383 9700
贵阳 86 (851) 8588 7006
南京 86 (25) 8319 8376
杭州 86 (571) 8982 5800
兰州 86 (931) 8795 058
长沙 86 (731) 8511 2588
昆明 86 (871) 6364 7550
济南 86 (531) 8167 8100
青岛 86 (532) 8579 3001
乌鲁木齐 86 (991) 6766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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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DC 智能微型数据中心
简单选型

典型应用行业

> 标准化、模块化的架构和方案
> 按需部署，提前预制

简单操作

p 金融网点分布广泛，机房建设效率很重要！

p 可以提前预制在现场

p 金融网点处于基层，部分网点可能偏远，客户数据存储十分关键，

p 高可靠性 UPS, 供配电
p IMDC 高度集成模块化的设计，单机柜、

电能稳定很重要！

> 10' HMI 多点触控屏，可视化图形界面操作

金融

> 非专业人士也可轻松上手

简单保有

IMDC One

> PUE<1.4 *，超级节能

p 金融网点往往地处商圈，空间宝贵。设备高度集成，节省空间很重要！

行级机柜就能满足要求

p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政务信息数据库建设日益丰富，

p 模块化扩容，简单快速

IMDCRow

> 通过施耐德电气数字化运维服务平台，可在 web 端和手机端直接查看并管理设备
> 扩容简单，调度灵活

p 可对设备加装门禁，对设备的管理设置

简单的实现扩容很重要！
p 政府信息系统，信息安全格外重要！

时尚外观，引领机房科技感外观潮流

权限，为您的数据安全保驾护

政府

支持单柜向多柜无缝扩展

企业级
应用
解决方案

边缘计算

应用、数据库、服务

物联网

IMDC One

p 现代化学校的教学、管理、科研都离不开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的稳

更快、更灵活的数据中

定性可靠性很重要！

心部署

p 百年施耐德电气品牌质量，一站式售后
服务，可信可靠
p PUE<1.4 *，可视化设备管理，做到资源

p 建设高能效，绿色校园很重要！

最优化，利用率最优化

教育
可以在各种应用环境下

IMDC Row

支持客户 IT 和智能设备
的使用
p 可整机配置，简单快速

高带宽
内容

IMDC POD

p 线上线下的新零售模式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云端边缘化的零售网

标准化、模块化的部署

点业务也可以用 IMDC 来进行管理。

可以实现更高的可用性

应用、分析、服务

边缘计算

视化操作，即便是无 IT 专业知识的售货

p 即便是缺乏专业的 IT 人员，也不会成为障碍！

新零售

员，也可操作

p 网点分散，管理人员远程监控，无需到场检查设备情况！

p 客户通过账号密码登录施耐德电气管理
平台实现远程 WEB、手机端管理

互联互通的产品

医疗

*：实验室工况测试值。

p 10' HMI 液晶触屏操作，设备状态管理可

交通

制造

边缘计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