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at Bar & Neat Pad
用户手册



Neat Bar 协作系统

Neat Bar 属于紧凑型高性能会议设备。 Neat Bar 采用一体式紧凑型设计，配
有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和环境传感
器。

可为您的听众、观众和会议空间带来
卓越的音频和视频体验。

Neat Bar 配有专用 Neat Pad 控制器，
并可选装预约显示器。



安装简单

包装盒内附有安装所需的一
切物品，包括安装支架、电缆
和清晰明了的说明书。因此，
任何人均可轻松将此设备安
装在一个或两个屏幕的上方
或下方。

壁装支架

屏幕安装支架

桌面支架



Neat Bar
Neat Bar 开箱即用，包括电
缆、壁装支架、屏幕安装支架
和桌面支架。

包装清单

未随附用于安装到墙壁的螺钉。仅可由合格人员按照适用的设施和地方规定将此设备安装到墙壁
上。墙壁和安装设备必须可安全承受产品负重。

Neat Bar安装支架适配器桌面支架屏幕安装支架壁装支架

将所选支架滑动到安装支架适配器上，并用
六角扳手固定。

4 × M6 螺钉（0.94 英寸/24 毫米），用于 VESA 安装
4 × M8 螺钉（0.94 英寸/24 毫米，用于 VESA 安装
2 个垫片，用于固定平行 TV 安装支架
1 × 5 毫米六角扳手，用于屏幕安装支架
1 × 2 毫米六角扳手，用于安装支架适配器

Neat Bar：一体式音频和视频设备
HDMI 线：6.5 英尺（2 米）
以太网线：9.8 英尺（3 米）
电源线：9.8 英尺（3 米）
安装支架适配器、壁装支架、屏幕安
装支架和桌面支架



Neat Pad

未随附用于安装到墙壁的螺钉。仅可由合格人员按照适用的设施和地方规定将此设备安装到墙壁
上。墙壁和安装设备必须可安全承受产品负重。

Neat Pad 用作 Neat Bar 的控制器，也可配
置为会议室预约显示器。Neat Pad 开箱即
用，包括电缆和安装选件。

包装清单

壁装支架侧面安装支架

将安装支架适配器
挂在壁装支架上，并

用六角扳手固定

安装支架适配器 Neat Pad

Neat Pad：8 英寸触摸屏
2 根以太网线：9.8 英尺（3 米）+ 16.4 英尺（5 米
）PoE 电源适配器
安装支架适配器、侧面安装支架和壁装支架

4 × M4 螺钉（0.30 英寸/7.5 毫米），用于壁装支
架
3 × M4 螺钉（0.19 英寸/4.7 毫米），用于侧面安
装支架
1 × 2.5 毫米六角扳手，用于适配器
1 × 2 毫米六角扳手，用于将 Neat Pad 固定到壁
装支架上



安装和拆卸

安装

将 Neat Bar 滑动到所选
安装选件 (1) 上。Neat 
Bar 完全插入后，向后倾
斜 Neat Bar 至水平状态
，并小心地朝自身方向拉
动 Neat Bar，检查其是
否安装牢固。

拆卸

要将 Neat Bart 从所选
安装选件上拆下，请将装
置倾斜至最大倾斜角度 
(1)，并小心地向自身方
向滑动装置 (2)。

警告：请勿将 Neat Bar 
留在最大倾斜位置（红色
指示灯显示），因为在此
位置处，Neat Bar 未通
过锁紧弹簧固定。



尺寸与重量
Neat Bar

Neat Pad

21.9 in (556 mm)

3 in
(76 mm)

3 in
(76 mm)

7.8 in (198 mm)

5 in
(127 mm)

1.7 in
(42 mm)

宽： 21.9 in (556 mm)
高：3 in (76 mm)

深：3 in (76 mm)
重量：3.75 磅 (1.7 kg)

宽：7.8 in (198 mm)
高：1.7 in (42 mm)

深：5 in (127 mm)
重量：1.15 磅 (520 g)



安装和连接
安装

请使用随附的电缆安装 Neat Bar。按照图示连接
电缆。标有      的电缆已随附。标有     的电缆为选配
件，使用系统的基本功能时不会用到。

完整安装要求显示器

网络连接视频服务

环境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32°到 95°F（0°- 35°C）
储存温度： -4°- 140°F (-20°- 60°C)
相对湿度：10% 到 90%

其他产品信息

https://neat.no/bar

交流电源 9.8 英尺
（3 米）电缆

以太网端口 9.8 英尺
（3 米）电缆

USB-C

出厂复位按钮

HDMI-out，用于外接屏幕，
6.5英尺 (2m) 电缆

HDMI-out，用于外接屏幕

HDMI-in，用于屏幕共享 (1080p)

随附的 16.4 英尺
（5 米）以太网电缆不可用

于穿墙安装。穿墙电缆布
线仅可由合格人员使用
相应设备进行。

USB-C 调试

以太网端口 16.4英尺
（5 米）电缆

出厂复位按钮

以太网供电 (PoE)

交流电源适配器

WiFi

安全锁槽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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