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感谢阁下关注 IDBURG 信息安全存储系列产品。

IDBURG 专业从事防火、防磁、防腐、防爆、防潮等安全储存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推广、维护业务 , 致力于为
客户传输安全防护理念，提供科学的安全防护配套，保障每一位客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IDBURG 针对信息存储中常见的外部磁场过大，热源太强或有强烈震源等原因引起的资料消磁、纸张碳化等现象，采
用优质冷轧钢板，辅以内部专业防磁以及防火构造设计，有效地屏蔽磁场，阻隔热源，使录音带、磁带、移动硬盘、
微缩胶卷、录影带、磁盘、证券、证书、契约等资料的存放更安全可靠。

IDBURG 安全储存专家及流水线各工序训练有素的技工，可靠保障阁下信息存储的安全，安全世家，埃德伯格。

为什么要用信息安全存储产品？

随着办公条件向现代化发展，各种如音带、录像带、磁
碟、碟盘、软盘、U盘、CD光碟等磁化性记录资料会愈来
愈多。如何保存这些资料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而今具有
防磁、防火、防盗等特点的防磁柜是磁碟、磁盘、CD光碟
各种磁性产品的最理想装具。防磁柜等系列产品具有防止
外来磁场对柜内磁性产品磁化作用，到空间磁场强度达到
达6000GS以上时，柜内装具间磁场不大于5GS，完全符
合磁性产品的保质要求。防磁柜外形美观，且容量较大，
是磁性产品保管的理想产品。

根据国家标准GB50174-93《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第3.1.4条要求,已经记录数据、需要长期保存的磁带、磁盘
周围空间的磁场强度必须小于3200A/m ,也就是小于4 mT
(即40高斯)。

国内一般通行的防磁柜行业标准为：柜外施加200高斯
（20 mT）磁感应强度，柜内磁感应强度不得高于5高
斯。在IDBURG防磁数据安全柜外壁施加高达6000高斯
（600 mT）超高磁感应强度，实测柜内磁感应强度仅为
0.3-0.6 mT(3-6高斯)，远优于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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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须阁下注意的是：可引起磁介质信息文件褪磁的物理条件除了磁场干扰之外，还有温度、震动、灰尘等因素，因此防磁柜柜

门在打开后要及时关闭防止灰尘入侵，防磁柜放置时请注意勿放在较强震源（如空压站、柴油机房等）附近。存放国家或单位

不可再生重要信息资料或不具备完善消防系统的库房应配备防火防磁数据安全柜。另外还要注意当环境湿度较高时，应勤换防

磁柜内干燥剂，库房内还应配备空气除湿机等去湿设备。

大容量磁盘 USB闪存盘           录像带 光 盘

   储存卡 移动硬盘 录音带 微缩胶卷

标准配置
Standard Configuration:

抽屉：标配              drawers：standard configuration

钥匙：2/3把            Keys：2/3 pcs

说明书：1本            Instruction：1pc

合格证：1张            Certificate of check out：1pc

隔板：1只/抽屉      1pc/drawer

自封袋：1只            Bag：1pc

顶级防磁处理，通过国家级实验室防磁测试;

外部施加6000GS磁场，内部磁感应强度仅为3-6GS;

使用优质冷轧板制造，保证环保和产品强度;

暗藏式门铰链设计保证美观;

采用国际领先的防锈处理技术和全自动静电喷涂工艺;

人性化设计、美观实用，可防尘、防静电;

整体抗震结构产品设计.

●

●

●

●

●

●

●

产品特点说明
Peatures description:

产品细节展示       
Product details map:

检测报告       
Test report :

安全世家 .埃德伯格
IDBURG IS SECURITY

安全世家 .埃德伯格
IDBURG IS SECURITY

1 - 防磁数据安全柜  Magnetism-Proof cabinets 



  DPC060                        DPC180                         DPC280

DPC280C

MHP280

防磁数据安全柜   Cabinets For Magnetism-proof 

 DPC060               DPC120              DPC150            DPC180            DPC280   DPC320

容量（升）                                  60                         120                         150                      180                       280                    320

净重（千克）                              30                          65                             80                        102                      120                      140                      

尺寸（高*宽*深/mm）      500*525*480       1100*525*480        1300*525*480      1500*525*480      1520*700*500    1800*700*500

配置                                          2抽屉                     4抽屉                       6抽屉                   8抽屉                7个大抽屉          9个大抽屉

Capacity(litre)                               60                        120                         150                         180                       280                   320

N.Wt(Kg)                                      30                         65                             80                           102                       120                    140    

Dimension(H*W*L/mm)       500*525*480      1100*525*480        1300*525*480        1500*525*480     1520*700*500   1800*700*500 

Configuration                           2 drawers            4drawers                 6drawers               8 drawers          7 big drawers    9 big drawers

       DPC200C                                            DPC280C                                    

容量（升）                                            200                                                                280

净重（千克）                                        112                                                                122 

尺寸（高*宽*深/mm）               1500*525*480                                                1520*700*500  

配置                                                     9 抽屉                                                            9 抽屉                                                      

Capacity(litre)                                          200                                                                280                                                             

N.Wt（Kg）                                            112                                                                122                                                                 

Dimension（H*W*L/mm）              1500*525*480                                               1520*700*500                                                

Configuration                                       9 drawers                                                        9 drawers                                                

防磁数据保密柜   Confidential Cabinets For Magnetism-proof 

       MHP280                                           MHP350                                    

容量（升）                                            280                                                                350

净重（千克）                                        130                                                                150 

尺寸（高*宽*深/mm）               1500*700*500                                               1800*700*500  

配置                                                     8 抽屉                                                            10 抽屉                                                      

Capacity(litre)                                          280                                                                350                                                             

N.Wt（Kg）                                            130                                                                150                                                                 

Dimension（H*W*L/mm）              1500*700*500                                               1800*700*500                                                

Configuration                                       8 drawers                                                      10 drawers                                                

电子防潮防磁数据安全柜    Humidity & Magnetic Protect Cabinets

单个抽屉尺寸   Single drawer dimension
 DPC060              DPC120             DPC150            DPC180           DPC280           DPC320

宽（毫米）                                405                         405                       405                       405                      548                       548

深（毫米）                                356                         356                         356                       356                      388                       388                  

高（毫米）                                150                         150                         150                     120/80                   150                       150

Wide（mm）                  405                         405                       405                       405                      548                       548                   
Deep（mm）                    356                         356                        356                       356                      388                       388            

High（mm）                  150                         150                         150                     120/80                   150                       150

防磁柜必须放置在室内，开启柜门，存取资料后应及时关闭，保持防磁柜密封状态。

Please close the door after use and keep the cabinet sealing state.

防磁柜出厂时已配备干燥剂，但环境湿度较高时，还应配备除湿装置。

The room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dehumidifier if the humidity of the air in the room  is too high.

防磁柜具有良好的防震功能，但不适用于有强震源的场所（如空压站、柴油机房）附近。

The cabinet  has the  strong shockproof function , but it,s not suitable for placement in the strong 

vibration places(such as air compressor room,diesel room, etc.).

常 规 锁 具 配 置
Option for Lock:

防磁数据安全柜等产品采购依据
                     
                             ——相关标准法规摘要

【备注】DPC180标配抽屉7大1小（可选配4大5小，量大接受订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场地要求》-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936-88

7.3.1 计算机房所使用的磁盘柜、磁带柜、
终端点等辅助设备应是难燃材料和非燃材
料，应采取防潮、防静电等措施。

2.《证券经营机构营业部信息系统技术管
理规范》

23-（5）备份数据保管地点应有防热、防
潮、防尘、防磁、防盗设施。

3.《中国建设银行计算机系统安全运行管
理办法》（其它银行也有相关规定）

第十章第七十三条 技术 档案保管须满足防
盗、防潮、防鼠、防虫、防磁、防震等要
求。重要技术档案应有冗余保护措施。

4 . 《 军 队 通 用 计 算 机 系 统 使 用 安 全 要
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GB 
1295-91》

5.2.2.2  A、B类媒体应放入防水、防震、
防 腐 蚀 、 防 静 电 及 防 电 磁 场 的 保 护 设 备
中。C类媒体应放在密闭金属文件箱或柜
中。

5.《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
全 程 同 步 录 音 录 像 技 术 工 作 流 程 （ 试
行）》

第十条 技术部门应当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录制资料正本存放于专门的录制资料档案
柜内，长期保存，并做到防尘、防潮、避
免高温和挤压，以磁介质存储的资料要 存
放在防磁柜内。

6.《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第三章第二十条4（1） 存放胶片、照片、
磁带要用特制的密封盒、胶片页夹和影集
等 ， 按 编 号 顺 序 排 列 在 胶 片 柜 或 防 火 柜
内。缩微母片和拷贝片应分别存放。

SIEMENS、GE等世界500强公司《安全手
册》中都明确规定：重要文件信息档案资料
必须存放在金属制的防火柜中，磁介质信息
资料存储必须经过防磁、防潮处理。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中国正与世界接轨，单
位普遍配备防磁数据安全柜产品在近年已成
为趋势。

2 - 防磁数据保密柜
        Confidential Cabinets For Magnetism-proof   

3 - 电子防潮防磁数据安全柜
       Humidity & Magnetic Protect Cabi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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