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科为什么是您将网络升级到支持以太网供电功能的千兆位以太网的理想选择  

 

思科系统公司正在通过为整个 Cisco Catalyst 系列智能交换解决方案提供兼容 802.3af 的以太网供电

解决方案 促进技术创新和普及行业标准 通过扩展支持范围 思科将 Catalyst 智能交换功能与集

成电力供应结合到了一起 提高了对新型服务和应用的网络支持 从而为用户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

和移动性 思科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提供支持基于标准的 IEEE 802.3af 以太网供电功能的

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的供应商 思科提供了 10/100 和 10/100/1000 以太网供电端口 可以实现更高带

宽的连接 从而提供更高的网络性能和用户生产率 通过部署支持以太网供电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

不仅可以获得千兆位以太网所带来的更高性能和生产率 还让机构可以投资于可扩展的技术 从而

在不需要额外升级的情况下部署新型应用和服务 这将让您的机构能够通过优化 LAN 基础设施的

使用 降低网络的总体拥有成本 从而降低投资开支 简化管理和降低经营成本  

 

思科在以太网供电方面处于行业领导地位 
思科在业界率先推出了创新的馈线供电功能 并且通过为 Cisco Catalyst 系列智能交换设备提供兼

容 IEEE 802.3af 的以太网供电解决方案 继续推动技术标准的发展 思科为 Catalyst 6500 和 4500

系列提供了兼容 802.3af 的以太网供电功能 并且推出了 Cisco Catalyst 3560 和 3750 可堆叠固定配

置以太网供电交换机 思科已经售出了超过 1800 万个基于 Cisco Catalyst 6500 4500 4000 和 3500

系列交换机的以太网馈线供电端口 基于标准的思科以太网供电交换机让您可以通过扩展您的网

络 支持新的以太网供电设备 例如 IP 视频监控 用于楼宇管理的磁卡读卡器 以及零售视频服

务亭 Cisco Catalyst 10/100/1000 和 10/100 以太网供电解决方案进一步提升了 Catalyst 系列的价值  

 

投资保护 
思科通过尽可能地 确保 向后和向前兼容性 提供了全面的投资保护 从而让您可以获得最大限

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回报 Cisco Catalyst 6500 和 4500 系列交换机都支持以太网供电 每个型号都支

持基于标准的以太网供电线路卡 从而让您的前期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获得更长的部署寿命 Cisco 

Catalyst 6500系列通过提供可以现场升级的 10/100和千兆位以太网线路卡 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好处

这种线路卡让用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添加以太网供电功能 从而降低了前期投资开支 实现了一种

按需付费 的模式  

 

用于 Cisco Catalyst 6500 和 4500 系列交换机 以及 Cisco Catalyst 可堆叠交换机和 3560 固定配置交

换机的新型 802.3af 以太网供电线路卡将支持思科预标准的馈线供电和 802.3af 以太网供电标准 思

科新推出的思科 IP 电话 7970G 也可以支持思科馈线供电和 802.3af 标准 思科将继续开发受电终端

设备 例如 IP 电话和无线接入点 它们将支持思科自己的部署方案和 802.3af 标准 并且可以利用

预标准馈线供电设备和线路卡为客户提供投资保护 这有助于确保与您现有产品和未来设备的兼容

性  

 

思科 Catalyst 智能交换―利用千兆位以太网和

以太网供电解决方案在推动创新方面保持领先 

解决方案



 
 
 
 
 
 
 

思科 Catalyst 智能交换―利用千兆位以太网和以太网供电解决方案在推动创新

方面保持领先 

智能电力管理 
Cisco Catalyst 智能交换机不仅可以支持全面的 IEEE 可选电力分类功能 还可以利用智能电源管理

IPM 进一步拓展这些功能 IPM 可以为交换机中的所有端口提供可扩展 智能化的供电管理功

能 IPM 让用户可以更加精确地控制每个以太网供电端口的电力供应 从而实现电力节约 电力分

配 电力过载管理和电力优先级 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墙壁电源需求和提高每个端口的电力使用

效率 以及更好地管理每月的供电成本 从而提高以太网供电部署的可管理性  

 

可扩展性和拓展能力 
思科通过高密度的以太网供电端口提供了一个高度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Cisco Catalyst 智能交换机针

对以太网供电进行了特殊的设计 因而本身具有供电系统和容量 可以提供高密度的 802.3af 以太

网供电端口连接能力  

 

另外 以太网供电和 Cisco Catalyst 智能交换功能拓宽了交换基础设施的部署可能性和可用性 可

以支持多种先进的应用部署和新型网络服务 Cisco Catalyst 交换机的固有智能有助于确保高可用

性 精确流量控制和集成化的网络安全 从而支持新型的受电应用 以太网供电的应用非常广泛――

从 IP 电话 无线 LAN IP 视频监控 楼宇管理到零售视频服务亭  

 

思科正在通过为整个 Cisco Catalyst 系列智能交换解决方案提供千兆位以太网和以太网供电端口

加强它的领导地位 通过升级您的现有网络 或者在新的系统中部署支持以太网供电的千兆位以太

网 您可以利用现有的 LAN 投资支持现有的和未来的应用 同时降低您的总体拥有成本 千兆位

以太网 以太网供电和 Cisco Catalyst 智能交换功能的结合将让您的网络在不需要额外升级的情况

下 支持先进的应用和新型网络设备  

 

请立即联系您的思科销售代表或者经销商 了解您可以怎样利用您的 LAN 降低投资开支 简化可

管理性和降低经营成本 从而推动您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更多信息 
支持以太网供电的 Cisco Catalyst 千兆位以太网移植计划 

http://www.cisco.com/go/ 

Cisco Catalyst 6500 系列交换机 
http://www.cisco.com/go/catalyst6500 

Cisco Catalyst 4500 系列交换机 
http://www.cisco.com/go/catalyst4500 

Cisco Catalyst 3560 系列交换机 
http://www.cisco.com/go/catalyst3560 

Cisco Catalyst 3750 系列交换机 
http://www.cisco.com/go/catalyst3750 

Cisco Catalyst 3550 Series Switches 
http://www.cisco.com/go/catalyst3550 

请联系您的思科客户经理  
 
如需查找一个合作伙伴 请访问合作伙伴定位工具 网址是  
http://tools.cisco.com/WWChannels/LOCATR/jsp/partner_locator.jsp



 

  
  
  
  
  
  
  
  
  
  
  
  
  
  
  
  
  
  
  
  
  
  
  
  
  
  
  

 

思科系统 (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

场东方经贸城东一办公楼 19-21 层 

邮政编码 100738 
电话 (8610) 85155000 
传真 (8610) 85181881 

上海 
上海市淮海中路 222 号力宝

广场 32-33 层 

邮政编码 200021 
电话 (8621) 33104777 
传真 (8621) 53966750 

广州 
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

广场 43 楼 

邮政编码 510620 
电话 (8620) 85193000 
传真 (8620) 38770077 

成都 
成都市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

广场 23 层 

邮政编码 610017 
电话 (8628) 86961000 
传真 (8628) 86528999 

 
 
 

如需了解思科公司的更多信息 请浏览  http://www.cisco.com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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