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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

机主板和国产一体机，属于计算机应用技术领

域，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单元、控制单元和扩展

插槽，中央处理器采用申威处理器，申威处理器

连接南桥芯片并引出USB接口、千兆网络接口、音

频接口、扩展m-PCIE接口、MXM显卡接口和TCM安

全可信模块插槽，其中，所述USB接口至少2路，分

别为后置接口和侧置接口；所述千兆网络为自适

应网络；m-PCIE接口为mSATA兼容插槽；该主板连

接至显示屏，输出LVDS信号。一种国产一体机，包

括机壳、支座、显示屏，以及安装在机壳内的主

板，所述主板为上述的一体机主板。本发明可实

现台式机同等功能，结构简单，安全可靠，可适用

于各种办公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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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单元、控制单元和扩展插

槽，其特征在于中央处理器采用申威处理器，申威处理器连接南桥芯片并引出USB接口、千

兆网络接口、音频接口、扩展m-PCIE接口、MXM显卡接口和TCM安全可信模块插槽，其中，

所述USB接口至少2路，分别为后置接口和侧置接口；所述千兆网络为自适应网络；m-

PCIE接口为mSATA兼容插槽；

该主板连接至显示屏，输出LVDS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申威处理器

为SW421处理器，4核，主频1.8GHz。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南桥芯片采

用ICH2，SW421处理器通过ICH2连接CPLD。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该主板设

置有两个DIMM形式内存插槽，并分别连接两条8G  ECC内存。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输出信号除LVDS

信号外，还扩展一路VGA信号和一路HDMI信号，支持三屏显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该主板内置有电

子盘槽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盘槽位

为两块。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置USB接口

为两路USB3.0接口，侧置接口为两路USB2.0接口。

9.一种国产一体机，包括机壳、支座、显示屏，以及安装在机壳内的主板，其特征在于所

述主板为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一体机主板，该一体机采用模块化设计，机壳内部还设

置有电源隔离模块，电源隔离模块设置在适配器与主板之间；独立显卡通过MXM显卡接口连

接主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国产一体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一体机内还设置有散热模

块，所述散热模块包括显卡散热模块。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045795 A

2



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和国产一体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算机应用技术领域，尤具体地说是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

板和国产一体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对国产化需求的不断增多，国产设备的发展增快，我国自主研发的科技

产品不断涌现，国产处理器的性能也越来越高，促成国产化设备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对于

国产计算机，传统使用的普通台式计算机占用空间大，连接线路复杂，且同时需要单独配置

显示设备，这种结构形式可以适用固定的办公场所，但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和办公条件的改

变，这种弊端日益显露，对于必须使用国产计算机的场所，这种传统的台式机已经不能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技术任务是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

和国产一体机，采用国产申威处理器，可实现台式机同等功能，结构简单，安全可靠，适用于

各种办公环境。

[0004] 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单元、控制单元和扩展

插槽，中央处理器采用申威处理器，申威处理器连接南桥芯片并引出USB接口、千兆网络接

口、音频接口、扩展m-PCIE接口、MXM显卡接口和TCM安全可信模块插槽，其中，

[0005] 所述USB接口至少2路，分别为后置接口和侧置接口；所述千兆网络为自适应网络,

在网卡接入时不用进行手动设置，可以自动分辩是哪种网络并调整自身相应端口的传输速

率相适应网卡；m-PCIE接口为mSATA兼容插槽；

[0006] 该主板连接至显示屏，采用屏上显示，输出LVDS信号至显示屏。

[0007] 优选的，所述申威处理器为SW421处理器，4核，主频1.8GHz。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南桥芯片采用ICH2，SW421处理器通过ICH2连接CPLD。CPU搭配ICH2

桥片，具有较高的性能以及丰富的扩展能力，可保证设备的性能满足要求。采用CPLD作为主

板控制核心，控制整机上电和核电上电，由其控制设备关机与复位，控制内置温度传感器调

节风扇转速。

[0009] 优选的，该主板设置有两个DIMM形式内存插槽，并分别连接两条8G  ECC内存。该设

计可以保证主板运算速度快，且保证数据运行稳定可靠。

[0010] 进一步的，输出信号除LVDS信号外，还扩展一路VGA信号和一路HDMI信号，支持三

屏显示。三屏显示时，分别将输出的LVDS信号、VGA信号和HDMI信号分屏显示。

[0011] 优选的，该主板内置有电子盘槽位。用以安装电子盘。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电子盘槽位为两块，即硬盘模块满配支持两块电子盘，可实现RAID

功能。由于使用该主板的一体机设备整体尺寸受限，内部空间紧张，为了更好的控制重量与

厚度，将硬盘进行模块化设计，硬盘模块满配支持两块电子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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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为保证使用效果，该主板设计四路USB接口，两路为后置接口，两路为侧置

接口，所述后置USB接口为两路USB3.0接口，侧置接口为两路USB2.0接口。侧置接口较为常

用，故设为USB2.0接口，USB3.0接口则可设置在后置接口。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国产一体机，包括机壳、支座、显示屏及其他基础配件如适配

器排热扇等，以及安装在机壳内的主板，基础配件与主板相连实现主板的供电及散热等操

作，所述主板为上述的一体机主板，在主板安装后，机壳上会留出所述的USB接口、千兆网络

接口、音频接口；

[0015] 主板设置的TCM安全可信模块在应用于一体机时，可配备摄像头与指纹识别模块，

增加设备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0016] 该一体机采用模块化设计，以节约内部空间，并更好的控制重量和厚度；硬盘模块

满配支持两块电子盘，可实现RAID功能，另外为保证安全，一体机内部还设置有电源隔离模

块，电源隔离模块设置在适配器与主板之间；

[0017] 独立显卡通过MXM显卡接口连接主板，该一体机整机采用独立显卡形式，提高了一

体机的显示性能，并支持三屏显示与1080P高清屏幕，提升使用体验效果。

[0018] 进一步的，为保证使用效果，主板工作性能，所述一体机内还设置有散热模块，其

中，所述散热模块中又包括显卡散热单元，由于该一体机采用的是独立显卡，而独立显卡功

耗较高，显卡散热单元可使用热管对独立显卡进行散热，增加其散热效果。

[0019]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和国产一体机，具有以下优点：

[0020] 该主板基于国产申威421处理器，处理速度快，适用于一体机，可以满足国产一体

机的设计需求。

[0021] 该一体机采用笔记本形式架构，具有同台式机一样的计算性能，外观简洁大方，占

用空间小，支持标准交流电源输入，配备摄像头与指纹识别模块，增加了设备的安全性与可

靠性，适用于各种办公环境。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3] 附图1是本发明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设计框图；

[0024] 附图2是本发明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3是附图2的侧视图；

[0026] 附图4是国产一体机的正视图；

[0027] 附图5是国产一体机的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方案，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

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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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主板，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单元、控制单元和扩展

插槽，中央处理器采用申威处理器，所述申威处理器为SW421处理器，4核，主频1.8GHz。

[0030] 该主板设置有两个DIMM形式内存插槽，并分别连接两条8G  ECC内存。该设计可以

保证主板运算速度快，且保证数据运行稳定可靠。

[0031] 申威处理器连接南桥芯片并引出USB接口、千兆网络接口、音频接口、扩展m-PCIE

接口、MXM显卡接口和TCM安全可信模块插槽。所述南桥芯片采用ICH2，SW421处理器通过

ICH2连接CPLD。CPU搭配ICH2桥片，具有较高的性能以及丰富的扩展能力，可保证设备的性

能满足要求。采用CPLD作为主板控制核心，控制整机上电和核电上电，由其控制设备关机与

复位，控制内置温度传感器调节风扇转速。

[0032] 所述USB接口至少2路，分别为后置接口和侧置接口。本实施方式中，为保证使用效

果，该主板设计四路USB接口，两路为后置接口，两路为侧置接口，所述后置USB接口为两路

USB3.0接口，侧置接口为两路USB2.0接口。侧置接口较为常用，故设为USB2.0接口，USB3.0

接口则可设置在后置接口。

[0033] 所述千兆网络为自适应网络,在网卡接入时不用进行手动设置，可以自动分辩是

哪种网络并调整自身相应端口的传输速率相适应网卡。本实施方式中，主板设计一路1000/

100自适应网络。

[0034] 所述m-PCIE接口为mSATA兼容插槽。

[0035] 该主板连接至显示屏，采用屏上显示，输出LVDS信号至液晶显示屏。另外，为保证

使用效果，输出信号除LVDS信号外，还扩展一路VGA信号和一路HDMI信号，支持三屏显示。三

屏显示时，分别将输出的LVDS信号、VGA信号和HDMI信号分屏显示。

[0036] 该主板内置有电子盘槽位。用以安装电子盘。所述电子盘槽位为两块，即硬盘模块

满配支持两块电子盘，可实现RAID功能。由于使用该主板的一体机设备整体尺寸受限，内部

空间紧张，为了更好的控制重量与厚度，将硬盘进行模块化设计，硬盘模块满配支持两块电

子盘。

[0037] 一种国产一体机，包括机壳、支座、23.6寸液晶显示屏及其他基础配件如适配器排

热扇等，以及安装在机壳内的主板，主板尺寸为宽200mm、长263mm，加工时的偏差在±

0.01mm，基础配件与主板相连实现主板的供电及散热等操作。主板及基础配件安装在机壳

内，液晶显示屏固定于机壳上，即可通过支座进行支撑，使用时可通过支座进行调节显示屏

的高度及角度。

[0038] 所述主板为上述的一体机主板，在主板安装后，机壳上会留出所述的USB接口、千

兆网络接口、音频接口；

[0039] 主板设置的TCM安全可信模块在应用于一体机时，可配备摄像头与指纹识别模块，

增加设备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0040] 主板设置的一路1000/100自适应网络在网卡接入该一体机时不用进行手动设置，

可以自动分辩是哪种网络并调整自身相应端口的传输速率相适应网卡；

[0041] 该一体机采用模块化设计，以节约内部空间，并更好的控制重量和厚度。主板内置

有电子盘槽位，用以安装电子盘，硬盘模块满配支持两块电子盘，可实现RAID功能，又可尽

可能的减轻重量节省空间；另外为保证安全，一体机内部还设置有电源隔离模块，电源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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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设置在适配器与主板之间，保证主板的供电安全；

[0042] 主板设置MXM显卡接口，在一体机安装使用时，独立显卡通过MXM显卡接口连接主

板。该一体机整机采用独立显卡形式，提高了一体机的显示性能，并支持三屏显示与1080P

高清屏幕，输出信号除LVDS信号外，还扩展一路VGA信号和一路HDMI信号，提升了一体机的

使用体验效果。

[0043] 该一体机采用CPLD作为主板控制核心，控制整机上电和核电上电，由其控制设备

关机与复位，控制内置温度传感器调节风扇转速。

[0044] 为保证使用效果，主板工作性能，所述一体机内还设置有散热模块，其中，所述散

热模块中又包括显卡散热单元。由于该一体机采用的是独立显卡，而独立显卡功耗较高，显

卡散热单元可使用热管对独立显卡进行散热，增加其散热效果。

[0045]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是本发明的具体个案，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任何符合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申威处理器的一体机的权利要求书的且任

何所述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其所做的适当变化或替换，皆应落入本发明的专利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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