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
迷你电脑和套件

小身材，大创意

通过强有力地整合第 12 代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和英特尔锐炫™独立显卡，小巧时尚的英特尔®

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和套件让创意飞扬。



为内容创建者打造

非常适合内容创建者

特性

• 第 12 代英特尔®酷睿™ i7-12700H 处理器

• 英特尔锐炫™A770M 显卡

• 尺寸：230 x 180 x 60 mm

9.1 x 7.1 x 2.4 in

• 2个M.2 22x80 PCIe x4 Gen4 NVMe和 1个M.2 

22x80 PCIe x4 Gen3 NVMe或 SATA3 固态盘

• 英特尔®Killer™Wi-Fi 6E AX1690i 和蓝牙® 5.2

• 英特尔®2.5GbE 端口

• 2个Thunderbolt™4 端口（1前 1 后）

6个USB 3.2 Gen2 端口（2前 4后）

• 330W 电源

• RGB背光顶盖标识，含可由用户更换的面罩

• 立式或卧式（带立式底座）

• 英特尔三年保修

超小型的多功能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

和套件首次在该系列产品中采用英特尔锐炫™独

立显卡，让内容创作迈入新时代。

英特尔®酷睿™ i7-12700H 处理器和创新的高性能混合架构提供强劲

的性能。高性能混合架构提供直播、编辑、录像、浏览和畅玩游戏

所需的高性能和高能效。

英特尔锐炫™独立显卡具备一系列优异的特性，在现在和未来加速

密集的创作流程。除了全球领先的 AV1编码硬件加速，英特尔锐炫

显卡还包含 AI 加速器、实时光线追踪和英特尔®Deep Link 技术，

充分利用 CPU 和显卡的全部威力来加速计算密集型任务。

每个系统支持最高 64GB 双通道DDR4 内存，三个 M.2 PCIe 插

槽——包括两个第4代插槽——并通过英特尔®Killer™Wi-Fi

6E 和蓝牙® 5.2 支持最新的无线连接。方便地卧式或立式放置，

而两个 Thunderbolt™ 4 端口和六个 USB 3.2 Gen2 端口实现高速

连接。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
迷你电脑:
驱动未来创作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

NUC12SNKi72

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 i7-12700H 处理器
高达4.7 GHz 英特尔®睿频加速Max 技术 3.0 频率，6P + 8E 核，20 线程， 24MB 英特尔®智能缓

存，支持英特尔锐炬® Xe 显卡，高达 1.40GHz

独立显卡

英特尔锐炫™A770M显卡

16GB GDDR6 显存

内存
16GB (2x 8GB) DDR4-3200MHz

存储
1TB PCIe Gen4 NVMe固态盘

其它特性和技术

兼容HDMI 2.1 TMDS 的端口（高达4K60） | 2个DisplayPort 2.0（通过 1.4 版认证）端口 | 2个Thunderbolt™4 / USB4 Type-C 端口
英特尔®2.5Gb 以太网端口 | 英特尔®Killer™Wi-Fi 6E AX1690i 和蓝牙® 5.2 | 6个USB 3.2 Gen2 端口

支持UHS-II 的SDXC 插槽 | 波束形成，双麦克风阵列 | 前置消费级红外（CIR）端口
RGB 背光顶盖标识，含可由用户更换的面罩 | 支持Kensington 防盗锁 | 三年期有限保修

针对特定地区
的电源线

美国

操作系统
预装Windows 11 家庭版

需要什么
—

搭载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

处理器

独立显卡

内存

存储

其他特性和
技术

针对特定地
区的电源线

操作系统

需要什么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套件

NUC12SNKi72

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 i7-12700H 处理器
高达4.7 GHz 英特尔®睿频加速Max 技术 3.0 频率，6P + 8E ，20 线程， 24MB 英特尔®智能缓存，

支持英特尔锐炬®Xe 显卡，高达 1.40 GHz

独立显卡 英特尔锐炫™A770M显卡

16GB GDDR6 显存

内存 双通道DDR4-3200MHz SODIMM 插槽

存储
2个M.2 PCIe x4 Gen4 NVMe固态盘插槽，

1个 M.2 PCIe x4 Gen3 NVMe或SATA3 固态盘插槽

其它特性和技术

兼容HDMI 2.1 TMDS 的端口（高达4K60） | 2 个DisplayPort 2.0（通过 1.4 版认证）端口 | 2个Thunderbolt™4 / USB4 Type-C 端口
英特尔®2.5Gb 以太网端口 | 英特尔®Killer™Wi-Fi 6E AX1690i 和蓝牙® 5.2 | 6个USB 3.2 Gen2 端口

支持UHS-II 的SDXC 插槽 | 波束形成，双麦克风阵列 | 前置消费级红外（CIR）端口
RGB 背光顶盖标识，含可由用户更换的面罩 | 支持Kensington 防盗锁 | 三年期有限保修

针对特定地区
的电源线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中国或可选无电源线

操作系统
Windows 11（标识），兼容各种Linux 发行版

需要什么 内存、存储、操作系统

搭载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套件

处理器

独立显卡

内存

存储

其他特性和
技术

针对特定地
区的电源线

操作系统

需要什么



英特尔产品并非设计用于医疗、救生或延长生命的应用领域。英特尔可以随时在不发通知的情况下修改规格和产品说明。所有指定的产品、日期和数字均为基于目前预期的初步结果，随时可能更
改，恕不另行通知。不同渠道产品的上市日期可能不同。

英特尔® NUC 迷你电脑或套件实物可能与显示的图片有所不同。

对于从英特尔®授权分销商购买的英特尔® NUC 产品，英特尔提供三年期有限保修。保修涵盖包装盒内的所有硬件组件。

英特尔技术可能需要支持的硬件、软件或服务激活。

没有任何产品或组件是绝对安全的。

本文件中包含关于英特尔® 产品的信息。本文件不以明示或暗示、禁止翻供或其他方式授予对任何知识产权的许可。除相关产品的英特尔销售条款与条件中列明之担保条件以外，英特尔公司不对
销售和/或使用英特尔产品做出任何其他明确或隐含的担保，包括对适用于特定用途、适销性，或不侵犯任何专利、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担保。

©  英特尔公司版权所有。英特尔、英特尔标识以及其他英特尔商标是英特尔公司或其子公司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其他的名称和品牌可能是其他所有者的资产。0922/LH/RW/PDF

处理器

•英特尔®酷睿™ i7-12700H 处理器，高达
4.7 GHz 英特尔®睿频加速Max  技术 3.0，

6P + 8E 核，20 线程，24MB 英特尔®智
能缓存，支持英特尔®锐炬® Xe 显卡，高
达 1.4 GHz

独立显卡

•英特尔锐炫™A770M显卡，

16GB GDDR6 显存

存储功能

• 2个M.2 PCIe x4 Gen4 NVMe固态盘插槽

• 1个M.2 PCIe x4 Gen3 NVMe或SATA3 固态
盘插槽

系统内存

•双通道DDR4-3200MHz SODIMM，1.2V，最
大 64GB

连接

• 1个兼容HDMI 2.1 TMDS 的端口（4K60）

• 2个DisplayPort 2.0（通过1.4版认证）端口

• Thunderbolt™4 / USB4 Type-C 端口

•英特尔®2.5 Gb (i225-LM) 以太网端口

•英特尔®Killer™Wi-Fi 6E AX1690i 和蓝

牙® 5.2

• 6 个USB 3.2 Gen2 端口

•支持UHS-II 的SDXC 插槽

系统BIOS

• 256Mb Flash EEPROM，采用支持EFI Plug and 
Play 的英特尔® 平台创新框架

•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V5.0, SMBIOS3.4

•英特尔®BIOS

•支持英特尔®Express BIOS 更新

硬件管理特性

• 电压和温度感应

• 符合ACPI 的电源管理控制

扩展能力

• 2个USB 2.0，通过内置通用 I/O 接头

音频

•通过HDMI 或DisplayPort 信号支持高达
7.1 多声道数字音频

• 3.5 毫米前置立体声耳机插孔

• 3.5 毫米后置扬声器/TOSLINK 二合一插孔

• 波束形成，远场，双麦克风阵列

• 前置消费级红外（CIR）端口

操作系统兼容性

• Windows 11（标识）

•兼容各种Linux 发行版

•迷你电脑SKU：预装Windows 11 家庭版

机箱特性和尺寸
•采用金属内部框架的塑料机箱，支持

Kensington 防盗锁，含基础安全保护
• RGB 背光顶盖骷髅头标识，含可由
用户更换的面罩

•包含立式底座
• 9.1” x 7.1” x 2.4"
• 230 mm x 180 mm x 60 mm

电源要求

• 19.5V 直流 330W 电源，包含针对不同地区
的C13 交流电源线

环境运行温度

• 0°C 到 +35°C

存放温度

• -20°C 到 +60°C

安全法规和标准

• IEC/EN/UL 60950-1

• IEC/EN/UL 62368-1

EMC/RF法规和标准

• FCC 第 15B/15C/15E部分

• CISPR/EN 55032/55035

• ICES-0003

• VCCI CISPR 32

• BSMI CNS 13438

• KS C 9832/9835

• AS/NZS CISPR 32

• EN 300 328

• EN 301 893

• EN 300 440

• EN 301 489-1/17

• EN 62311

• AS/NZS 4268

• AS/NZS 2772.2

• ARPANSA

环境法规

•欧盟RoHS

•中国RoHS

•台湾地区BSMI RoHS

• REACH

迷你电脑的能效法规

•美国能源之星和CEC

•欧盟ErP指令

•中国CEL

•韩国E-standby

•澳大利亚GEMS

•以色列能源

•日本节能法2022年修正案
年度基準: 15区分，80.3kWh/年

英特尔®NUC 12 性能版迷你电脑和套件
其它技术规格

小身材，高性能
www.intel.com/NUC

http://www.intel.com/NU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