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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M 100T
iPAD 专用安全型安装底座

AA 可将第 2 代、第 3 代或第 4 代
iPad 牢固地安装在桌面、墙面或
其他平面上
AA 适用于运行 Extron 控制应用程序
的 iPad，如 TouchLink iPad 版和
MediaLink iPad 版
AA 隐蔽的电缆管理系统
AA 随附所有安全扣和紧固工具
AA 支持 Kensington 安全锁
AA 兼容 Extron SMA-1 旋转式安装适
配器和 LPVM-1 薄型 VESA 安装
支架
AA 可以使用一个一单元或两单元 US
接线盒，或一个一单元 EU 或 MK
接线盒将其安装在墙面上
AA 加重型底座能倾斜至 45°
AA 安装到 TLM 100T 中时可正常使用
的 iPad 功能：
– 电容式触摸显示屏
– 主按键
– 开机/休眠键
– 扬声器
– 前置摄像头
– 麦克风
AA 可选的 TLM 100A 边框能够隐藏
主按键和前置摄像头

Extron TLM 100T 是一款设计用于第 2 代、第 3 代和第 4 代 iPad 的安全、
雅致型安装底座。TLM 100T 在确保能正常使用 iPad 的主要功能之外，
兼具时尚、防盗的设计。隐蔽的电缆管理系统可最大程度地将电缆隐藏起
来，iPad 的适配器和充电电缆能够穿过可移除的底座。TLM 100T 非常适用
于放在安装了 Extron 控制应用程序的 iPad 或将 iPad 用作演示视频信号
源的人流较多区域。它可以牢固地安装在固定的水平面上，如讲台或其它
平面上，还可以与可选的 Extron SMA-1 旋转式安装适配器配合使用。

技术参数

简介
TLM 100T 是一款设计用作 iPad 的永久或半永久性安装底座，

一般规格

专门放置在特定的房间或地点。当使用随附的安全扣将其锁定

安装

时，iPad 就被完全固定并具有了防盗保障。前面边框可通过安
全扣固定到位，呈现与 Extron TouchLink 触摸屏系列相匹配的雅

设备兼容性
材质
颜色
外壳尺寸
产品重量
装运重量
DIM 重量（国际）
振动

致、现代感的外观。
TLM 100T 采用了隐蔽的电缆管理系统，iPad 的适配器和充电电
缆能够穿过可调整及可移除的底座，避免了电缆的杂乱无章。
TLM 100T 的底座还可以与可选的 Extron SMA-1 旋转式安装适
配器配套使用，能使 iPad 倾斜旋转以供多个用户方便地观

认证标准
安全
环保
保修

看。TLM 100T 还可以与 Extron LPVM-1 薄型 VESA 安装支架配合
使用，增加了安装的灵活性。

主要特性
AA 可将第 2 代、第 3 代和第 4 代 iPad 牢固地安装在桌面、
墙面或其它平面上
AA 适用于运行 Extron 控制应用程序的 iPad，如 TouchLink iPad 版
和 MediaLink iPad 版

平面安装，兼容 VESA 支架，能使
用 SMA-1 进行旋转，兼容 1 单元或
2 单元接线盒
兼容第 2 代、第 3 代和第 4 代 iPad
金属和塑料复合材料
黑色
22.8 cm 高 x 28.3 cm 宽 x 18.6 cm 深
1.2 kg
2.0 kg
5.0 kg
ISTA 1A，纸箱内 (国际安全运输
联合会)
CE
符合 RoHS 及 WEEE 的相关规定
3 年部件和人工

型号
TLM 100T

产品说明
iPad 专用安全型安装底座

产品编号
70-1022-02

可选附件
型号
TLM 100A
SMA-1
LPVM-1

产品说明
TLM 100T 无按键边框
旋转式安装适配器
薄型 VESA 安装支架，黑色

产品编号
70-1022-12
70-747-01
60-1099-02

AA 隐蔽的电缆管理系统

欲了解详细的技术参数，请访问 www.extron.cn
技术参数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AA 支持 Kensington 安全锁
AA 随附所有安全扣和紧固工具

安装示意图

AA 兼容 Extron SMA-1 旋转式安装适配器和 LPVM-1 薄型 VESA
安装支架
AA 可以使用一个一单元或两单元 US 接线盒，或一个一单元
EU 或 MK 接线盒将其安装在墙面上
AA 加重型底座能倾斜至 45°
AA 安装到 TLM 100T 中时可正常使用的 iPad 功能：
– 电容式触摸显示屏
– 主按键
–  开机/休眠键
–  扬声器
–  前置摄像头
–  麦克风
AA 可选的边框能够隐藏主按键和前置摄像头

访问 www.extron.cn/tlm 观看安装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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