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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故事

精彩 从冒险开始！

在充满冒险与惊喜的爱莉丝梦游仙境，透过不

设限的想像与奇幻旅程，让一切不可能都成真!

Alice 就是冒险的代表，如你所见，与众不同！

全轻量化的机框搭配多彩多姿的潮服造型，让

你发挥前所未有的创意飨宴。在这新的时代里，

颠覆传统才能引领潮流。解开你的束缚，与

Alice一起展开奇幻的冒险旅程！



规格

* 本产品符合欧盟有害物质使用限制指引 (RoHS)
* 产品规格视各销售区域略有不同

机种
产品型号

颜色 ( 机框 / 上盖 )

机箱型式
材质
标准外罩

主板兼容
显卡扩充槽
高兼容性

隐藏式硬盘位

散热系统兼容

电源兼容
产品尺寸 (高 X 宽 X 长)
包裝尺寸 (高 X 宽 X 长)
净重
毛重

Alice
IW-ALICE-GRY
IW-ALICE-ORG
浅灰/ 深灰
浅灰/ 橘
中直立式机箱
ABS, 镀锌钢板
颜色 : 迎广Logo
材质 : 100%聚酯纤维
12” x 11” ATX, Micro-ATX, Mini-ITX
PCI-E x 8
支持高规格显卡长度: 300mm
支持CPU散热器高度: 195mm
3 x 2.5’’
1 x 3.5’’
1 x 120 上置风扇 / 120mm 水冷排
3 x 120 下置风扇 / 360mm 水冷排
PSII : ATX12V - 安裝长度达 220mm
584 x 282 x 433 mm
628 x 294 x 445mm
3.7kg
5kg



包装内容
1. Alice 机箱

2. QR Code卡片

3. 零件包

4. Alice外罩
  （迎广Logo）

注意 ：
颜色可能因不同地区
而有所差异。



零件包

1. 主板固定铜柱X 11

2. 主板铜柱套筒X 1

3. 六角头螺丝X 20

4. 2.5” 硬盘螺丝X 12

5. 3.5” 硬盘螺丝X 4

6. 水冷排垫片x 8

7. 束线带X 5



机体结构

1. 上盖

2. 迎广Logo （上盖）

3. 电源开关

4. 把手



机体结构

5. 2.5硬盘槽

6. 3.5 硬盘槽

7. 上置风扇/ 水冷排安裝区

8. 下置风扇/ 水冷排安裝区

9. 主板安裝区

10. CPU 散热器快速安裝孔

11. PCI-E( 适配卡 ) 扩展槽

12. 电源安装区

13. 防震脚垫

14. 接地线



安装步骤 (请按照相关章节进行组装)

1. 打开机箱
请將上盖向上移除

2. 主板安装
零件 : 铜柱 , 铜柱套筒 , 六角头螺丝

3. 显卡安装
零件：六角头螺丝



安装步骤 (请按照相关章节进行组装)

4. 开关键线材安装

5. 风扇/水冷排安装
零件：水冷排垫片

6. 2.5”/ 3.5” 磁盘槽安装
6.1. 零件：2.5” 硬盘螺丝
6.2. 零件：3.5” 硬盘螺丝



安装步骤 (请按照相关章节进行组装)

7. 安装电源供应器
零件 : 六角头螺丝
* 将电源供应器安装于机箱右下方位置。
* 请拆下橡胶脚垫，安装电源线后，将橡胶脚垫安装回原本的位
    置。

8. Alice 外罩穿戴
零件: Alice外罩
请将机箱底座朝上，将外罩底部四孔对准机箱四个角落的脚垫并
且套上。



安装步骤 (请按照相关章节进行组装)

9. 完成安装
请完整拉上外罩并且盖上上盖。

* 请扫描QR Code或至以下网址观看影片教学：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NDMzMjgxNDM0NA==



注意事项和保固范围
注意事项

1. 请确实遵循本使用手册之指示进行安装!

2. 安装计算机产品的过程中,请戴上静电环及手套进行安装,否则

     可能会导致人员及机器的伤害与损坏。错误的接头安装,严重

     时可能导致主板及其他零件烧毁。

3. 请勿使用错误方法进行操作或采取指定范围以外之用途,以免

     导致本产品及计算机相关装置损坏。

4. 请勿将本产品进行改装使用,以免发生故障。

5. 如需搬运,请先卸下机壳内所有装置,包含电源供应器、硬盘、

     光驱、主板、散热器等,以免造成本产品及计算机相关装置损

     坏。

6. 存放此产品时请远离高温区: 如电暖器、暖气机或其他会产生

     高温的设备。

7. 请避免任何可能导致玷污的物品触及外罩

8. 为避免任何损坏，请勿于上盖上堆放任何物品。

9. 我们尽可能于网页上准确展示出产品的颜色和样式。因此，

     我们无法保证您的显示器显示的任何颜色或样式与实际产品

     的准确度。

保固范围 

 * 产品之保固范围及内容等相关信息,请至迎广网站

     www.in-win.com查询。

 * 产品请以实际出货内容为准,迎广科技保留最终修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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