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OPEN Chromebox Mini是一款高可靠性、高效能之企
業級解決方案，能於惡劣環境之下運行(最高達40ºC)。
不同於市面上Chromebox，Chromebox Mini 為同類型
產品中最輕巧且尺寸小，卻擁有高效能之運算能力，專
為商用及企業環境創造的完美解決方案。

Chromebox Mini 為AOPEN 商用Chrome中操作簡單、
速度快、安全性高，並可擴充之產品。透過Chrome裝置
管理服務，允許用戶經由遠端管理，使用戶設備的部署
與管理皆較為輕鬆。

Chromebox Mini的優點：
• 堅 固 與 防 篡 改 設 計 ， 可 在 商 業 和 公 共 環 境

(<40ºC/104ºF)全天候運作。
• 目前市場上最小的Chrome，便於整合安裝(包括支架

和立架)。
• 降低總持有成本的高效的解決方案。
• 全固態和無風扇設計確保在惡劣環境中的一流性能。
• 支援來電自動恢復功能(APAR)。
• 提供雙頻天線提昇無線網路收訊範圍。
• 通過商用接口與Kiosk和POS設備連結。
• 可依需求選購Chrome Device Management服務，

以節省安裝、排程和維護成本與時間。

Chromebox Mini 體積小、功能性強，是現階段市場上
最小型之企業用Chromebox。專為數位看板、銷售時點
情報系統、企業場所與Kiosk市場設計，提供客戶更便利
的使用模式，並有效掌控顧客互動參予資訊。

www.aopen.com/chrome

Chromebox Mini
採用Chrome作業系統之企業用解決方案



Chromebox Mini

www.aopen.com/chrome

了解更多 Chrome Mini資訊，請參見 www.aopen.com/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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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特色 市場上使用Chrome作業系統中最靈活的企業級解決方
案。APAR(來電自動恢復功能)

商用特色 操作震動8G，可在溫度高達40ºC/104ºF環境中正常
運作

操作系統 Chrome作業系統

CPU
Rockchip RK3288C
四核心 Cortex-A17
turbo最高達1.8GHz

顯示晶片 ARM Mali-T764 
MP4 GPU clocked at 600 MHz

記憶體 雙通道4GB LPDDR3
Memory Down設計

儲存 EMMC 5.0 16 GB

網路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 Mbps

外觀規格

尺寸
(寬x深x高)

146 x 93 x 24 mm
5.75 x 3.8 x 0.94 inch

淨重 403g

顏色 黑色

顯示晶片
GPU與ARM Mali-T764 GPU與TE、ASTC、AFBC技術
(僅圖形和基本HTML)。視訊播放解析度最高1080p
圖像增強處理器

音效晶片 Maxim MX98090

網路 Giga LAN Realtek RTL8211E-VB與LED指示燈
Wi-Fi +藍牙;無線網路802.11 b/g/n/ac + BT4.0

前面板
USB 2.0 port 支援BC1.2 x 3

LED電源鈕 x 1

後面板

電源開關 x 1

HDMI x 1

RJ45 x 1

整合式音效孔 x 1 (Line out/Line in)

天線孔 x 2

直流輸入 DC 12~60V 電源孔 x 1

使用環境

工作溫度 0ºC ~ 40ºC 
32ºF ~ 104ºF

儲存溫度 -20ºC ~ 60ºC
-7ºF ~ 140ºF

相對濕度 90%@50ºC

振動 隨機2Grms

配件

用戶手冊
電源線/電源線夾
40W交流至直流19V變壓器
2.4 / 5G雙頻天線(x 2)

選購配件 POS配件連接器
安裝軌道

保固 Chromebox Mini一年保固，可選擇延長至三年

Power  
電源鍵

USB 2.0 w /BC1.2,
每一埠皆支援5V/1.5A

外接電源 整合音
效孔

HDMI RJ45
網路孔

雙頻道Wifi +BT天線

DC- in 電源防脫落
裝置螺絲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