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at Bar & Neat Pad
使用手冊



Neat Bar 協作系統

Neat Bar 是一款小而強的會議裝置。 Neat Bar 將攝影機、揚聲器、麥克風和
環境感測器，全部整合於單一精巧設
計。

它適合將優質影音帶入小型、中型和
大型會議空間。

Neat Bar 附有專用的 Neat Pad 控制
器和選用的排程顯示器。



簡易設置

隨附您所需的一切，包括安裝
架、纜線和清楚的說明。因此，
任何人都能輕鬆安裝和設置
在一或兩個螢幕上方或下方。

牆壁安裝架

螢幕安裝架

桌面立架



Neat Bar
Neat Bar 隨附開始使用所
需的一切，包括纜線、牆壁
安裝架、螢幕安裝架和桌面
立架。

包裝內容物

未隨附用於安裝至牆壁的螺絲。安裝在牆上只能由合格人員，依照適用的設施和國家法規執行。牆
壁和安裝設備，必須安全地承受產品的重量。

Neat Bar安裝架轉接器桌面立架螢幕安裝架牆壁安裝架

將所選的托架滑到安裝架轉接器上，並用六
角扳手固定。

Neat Bar：一體化影音裝置
HDMI 線：6.5 ft (2m)
乙太網路線：9.8 ft (3m)
電源線：9.8 ft (3m)
安裝架轉接器、牆壁安裝架、螢幕安
裝架和桌面立架

4 × M6 螺絲 (0.94 in / 24 mm)，用於 VESA 安裝
4 × M8 螺絲 (0.94 in / 24 mm)，用於 VESA 安裝
2 × 墊片，用於固定平行電視安裝架
1 × 5 mm 六角扳手，用於螢幕安裝架
1 × 2 mm 六角扳手，用於安裝架轉接器



Neat Pad

未隨附用於安裝至牆壁的螺絲。安裝在牆上只能由合格人員，依照適用的設施和國家法規執行。牆
壁和安裝設備，必須安全地承受產品的重量。

Neat Pad 作為 Neat Bar 控制器，也可以配
置為會議室的排程顯示器。隨附您所需的
一切，包括纜線和安裝選項。

包裝內容物

牆壁安裝架側面安裝架

將安裝架轉接器掛在
牆壁安裝架上，並用六
角扳手固定。

安裝架轉接器 Neat Pad

包裝內容物
Neat Pad：8 吋觸控螢幕
2 × 乙太網路線：9.8 ft (3m) + 16.4 ft 
(5m)PoE 電源變壓器
安裝架轉接器、側面安裝架和牆壁安裝架

4 × M4 螺絲 (0.30 in / 7.5 mm)，用於牆壁安裝架
3 × M4 螺絲 (0.19 in / 4.7 mm)，用於側面安裝架
1 × 2.5 mm 六角扳手，用於轉接器
1 × 2 mm 六角扳手，用以將 Neat Pad 固定至牆壁
安裝架



安裝和釋放

安裝

將 Neat Bar 滑到所選的
安裝選項 (1) 上。完全插
入時，將 Neat Bar 向後
傾斜至水平，小心地朝自
身方向拉以檢查是否牢
固。

釋放

若要從所選的安裝選項
釋放 Neat Bar，請將裝
置傾斜至最大傾斜度 (1) 
並小心地朝自身方向滑
動 (2)。

警告：請勿讓 Neat Bar 
處於出現紅色指標的最
大傾斜位置，因為未被鎖
定彈簧固定。



尺寸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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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度： 21.9 in (556 mm)
高度：3 in (76 mm)

深度：3 in (76 mm)
重量：3.75 鎊 (1.7 kg)

寬度：7.8 in (198 mm)
高度：1.7 in (42 mm)

深度：5 in (127 mm)
重量：1.15 磅 (520 g)



設置和連接
設置

使用隨附的纜線設置 Neat Bar。如圖所示連接纜
線。隨附標示     的纜線。標示     的纜線為選購品，
系統為基本使用不需要。

完整設置的要求顯示器

網際網路連線視訊服務

環境要求

環境工作溫度：32° 至 95° F (0° - 35° C)
存放溫度： -4° - 140° F (-20° - 60° C)
相對濕度：10% 至 90%

其他產品資訊

https://neat.no/bar

AC 電源
9.8 ft (3m) 纜線

乙太網路連接埠
9.8 ft (3m) 纜線

USB-C

出廠重設按鈕

外部螢幕用 HDMI 輸出
6.5 ft (2m) 纜線

外部螢幕用 HDMI 輸出

螢幕分享用 HDMI 輸入 (1080p)

隨附的 16.4 ft (5m) 乙太
網路線，不得用於牆內安
裝。牆內佈線只能由合格
人員，使用適當的設備執
行。

USB-C 除錯

乙太網路連接埠
16.4 ft (5m) 纜線

出廠重設按鈕

乙太網路供電(PoE)

AC 電源變壓器

WiFi

防盜鎖插槽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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