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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平板电脑

特点
17寸350nits LED工规液晶显示屏
五线电阻式触摸屏
板载英特尔LGA1151处理器
支持2个DDR4 2133MHz内存, 最大32G
支持2个英特尔千兆网口
支持4个串口（串口1/3支持RS422/485）
支持1个2.5寸硬盘接口
1个mSATA插槽, 2个Mini PCIe插槽
支持1个PCI或PCIe x16
前面板IP65防护等级

规格
显示屏

触摸屏

主系统

前置输入/输出

扩展插槽

I/O接口 6* USB3.0, 2* RS232,
2* RS232/422/485, 1* DVD-D,
HDMI, DP, 2* Intel I211AT+I219LM
千兆网口, 1* 音频输出, 1* 电源开关,
1* 交流110~240V输入, 1* 扩充卡

HPC-170SR-ITQ170

电源

前面板 IP65防护等級，鋁面框
显示类型 17寸工規LED液晶显示屏
亮度(cd/m²) 350 nits
显示色彩 262K
分辨率 1280 x1024 @ 60Hz
发光角度(H/V) 170°/160°
像素间距 0.264 x 0.264 mm
宽高比 4:3
对比度 1000:1
响应时间 3.5 ms
工作温度 -20 ~ +70℃

类型 五线电阻式触摸屏
有效范围 337.00 x 269.50mm ±0.2mm
透明度 80 ±3%
表面硬度 ≧ 3H (ASTM D3363,压力750g/45°)
工作压力 ≦ 80g
敲击测试 1千万次点击
工作温度 -20 ~ +70℃

处理器 英特尔LGA1151
内存 2个DDR4 2133MHz内存, 最大32G
BIOS 128MB
存储 1 * 2.5寸硬盘(SATAII), 1 * M-SATA
看门狗 0~255 秒
支持系统 Windows 7/8.1/10 Linux

扩展 2* Mini PCIe

电源输入 交流电压: 100~24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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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水型不锈钢平板电脑

特点
15寸450nits LED工规液晶显示屏
五线电阻式触摸屏
板载英特尔Bay Trail-D J1900四核处理器
板载4G/1333MHz三星低电压内存
支持1个英特尔千兆网口
支持2个串口（支持RS422/485）
支持1个2.5寸硬盘接口, 1个M.2
1个Mini PCIe插槽
全防水型不锈钢触控电脑
前面板IP67防护等级

规格
显示屏

触摸屏

主系统

前置输入/输出

扩展插槽

HPC-150SR-SF1900B

扩展 1* Mini PCIe
电源
电源输入 交流电压: 100~240V

直流电压: 9~28V DC
耗电量 25W

前面板 IP67防护等級，鋁面框
显示类型 15寸工規LED液晶显示屏
亮度(cd/m²) 450 nits
显示色彩 262K
分辨率 1024 x768 @ 60Hz
发光角度(H/V) 160°/150°
像素间距 0.297 x 0.297 mm
宽高比 4:3
对比度 800:1
响应时间 5.7 ms
工作温度 -20 ~ +70℃

类型 五线电阻式触摸屏
有效范围 304.10 x 228.10mm ±0.2mm
透明度 80 ±3%
表面硬度 ≧ 3H (ASTM D3363,压力750g/45°)
工作压力 ≦ 80g
敲击测试 1千万次点击
工作温度 -20 ~ +70℃

处理器 英特尔Bay Trail-D J1900 2GHz/QC
内存 板载4G/1333MHz三星低电压内存
BIOS 64MB
存储 1 * 2.5寸硬盘(SATAII), 1 * M.2
看门狗 0~255 秒
支持系统 Windows 7/8.1/10 Linux

I/O接口 4* USB2.0, 2* RS232/422/485,
1* Intel I211AT千兆网口,
1* 直流9~28V输入, 1*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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