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近年来，全数字化转型、物联网 (IoT)、移动网络、高性能无线技术（第二代 
802.11ac 和 Wi-Fi 6/802.11ax）以及智能互联解决方案增长迅猛，部署量也持
续激增。随着这些技术趋势的兴起，以太网供电 (PoE) 不仅在企业市场中掀起了 
IP 电话变革，加速了 IP 电话的采用，而且作为一种越来越高效的网络供电媒介
持续受到欢迎。本白皮书重点探讨以太网供电 (PoE) 技术；这种技术随时间推移
而发生的变化；以及它在当今市场不同行业（例如全数字化楼宇、医疗、零售和 
IT 行业）中的发展驱动因素、适用性和应用情况。文中还将介绍思科在 PoE 领
域的独特创新、采用思科® 通用型以太网供电（思科 UPOE®+ 和思科 UPOE）
技术的最新产品，以及思科全数字化吊顶解决方案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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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PoE 和 PoE+
PoE 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局域网交换基础设施技术，可以通过以太网铜缆向终端提
供直流电源。电源通过提供数据连接的现有双绞线以太网电缆从供电设备 (PSE) 
传递到受电设备 (PD)（例如 IP 电话、视频摄像头、无线接入点、销售终端机、
门禁卡读取器、LED 灯具，以及其他工业及楼宇自动化应用），从而减少为这些
设备提供电源和网络连接所需的建筑材料。 

终端的电源要求因其应用、复杂性和功能而异。例如，普通 IP 电话的功耗可能约
为 6W，而现代 LED 照明灯具的日常功耗可能多达 50W。基于标准的 PoE 按照 
IEEE 802.3af (2003) 和 IEEE 802.3at (2009) 中的规范实施，可适应不同功率级
别的要求。PoE 不会影响受电设备的 10/100/1000 Mbps 链路的网络性能。由于
新型应用和网络终端可能会相继出现，IEEE 正在努力使相关电源传输方法实现标
准化，用以提供比以往的标准更高规格的电源。

IEEE 802.3af PoE 标准最高可在供电设备端口（网络端）上提供 15.4W 的直
流电源。但是由于电缆本身存在功率损耗，受电设备实际能够获得的电源只有 
12.95W。受电设备的电源要求不断提高，催生了 IEEE 802.3at 标准，该标准又
称为 PoE Plus (PoE+)，最高可在供电设备上提供 30W 的直流电源，除去功率
损耗，可确保受电设备获得 25.5W 的电源。在这两种标准中，PoE 均通过四对 
D 类/5e 类双绞线电缆或更高级别电缆中的两对来供电。供电设备仅使用信号对
（即引脚 1 和 2 以及引脚 3 和 6 所形成的信号对）将电源从供电设备传输到受
电设备，并让备用对（由引脚 4 和 5 以及引脚 7 和 8 构成）处于空闲状态。此
架构最多可为每个端口提供 30W 电源。

思科通用型以太网供电（思科 UPOE+ 和
思科 UPOE）
近年来，企业工作空间不断演变，越来越多的楼宇设备和工作负载融合到 IP 网
络上。人们日益迫切地希望 PoE 能够支持新型设备以及具有更高电源要求（超
过 25.5W）的设备。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思科推出了通用型以太网供电（思科 
UPOE+/UPOE）技术，它将每个供电设备端口提供的电源功率翻了三倍，最高达
到 90W。网络通过以太网为终端提供更高级别功率的能力反过来大幅促进 PoE 
供电终端领域的发展。借助思科 UPOE+/UPOE，具有更高电源要求的设备（例如
网真系统、虚拟桌面基础设施 [VDI] 客户端、护士呼叫系统、LED 灯具、数字标
牌、紧凑型交换机和适用于金融交易大厅的 IP 转台等）现在可通过网络供电，而
无需进行单独的交流电源接线或对原有以太网布线进行任何更改。融合网络能够
以较低的总拥有成本提供卓越的服务和控制。



PoE/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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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OE/UPOE+ 

45W 

45W 

90W 

PoE PoE+ 思科 UPOE 

最低电缆类型 5e 类 5e 类 5e 类

IEEE 标准定义 802.3af 802.3at 思科专有

每个供电设备端口提供的最大功率 15.4W 30W 60W

传输到受电设备的最大功率 12.95W 25.5W 51W

所用双绞线 2 对 2 对 4 对

距离 100 米以内

思科 UPOE+ 

6a 类

思科专有

90W

71.3W

4 对

性能 对连接到受电设备的 10/100/1000 Mbps 链路的网络性能无影响

思科公开信息 

思科 UPOE+/UPO 使用与 PoE 相同的布线标准。但是，它并非通过两对双绞线电缆供电，而是使用全部四对标准以太网双
绞线电缆（5e 类或更高级别）提供最高 90W 的电源。这是通过使用两个供电设备控制器为信号对和备用对同时供电实现
的。思科 UPOE+ 可确保受电设备至少获得 71W 电源。图 1 显示 PoE/PoE+ 和思科 UPOE/UPOE+ 之间的架构差异。 

图 1. PoE/PoE+ 和思科 UPOE 的比较

表 1 汇总 PoE、PoE+ 和思科 UPOE、UPOE+ 之间的比较。 

表 1. PoE、PoE+ 和思科 UPOE、UPOE+ 的比较

设备分类
供电设备和受电设备分为 1 型或 2 型。提供最多 15.4W 或消耗最多 12.95W 功率的设备（分别指符合 802.3af 要求的供
电设备或受电设备）属于 1 型，而提供最多 30W 或消耗最多 25.5W 功率的设备（分别指符合 802.3at 要求的供电设备或
受电设备）属于 2 型。

受电设备根据其功耗进一步分成 0-4 类。在基于硬件的握手期间，供电设备使用受电设备的分类来确定应该为特定受电设
备分配的功率。IEEE 规范定义的分类信息如下所示： 

•  0 类：适用于不支持分类的受电设备

•  1-3 类：将受电设备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功率范围

•  4 类：包括 IEEE 802.3bt 中定义的新功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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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特征 类型 受电设备可用最大功率 分类说明

0 默认值，1 型 15.4W 0.44 至 12.95W

1 1 型 4.0W 0.44 至 3.84W

2 1 型 7.0W 3.84 至 6.49W

3 1 型 15.4W 6.49 至 12.95W

4 2 型 12.95W 至 25.5W

分类 功率 (W) 分类 (mA) 

0 0.44 至 12.95W 0 至 4 mA

1 0.44 至 3.84W 9 至 12 mA

2 3.84 至 6.49W 17 至 20 mA

3 6.49 至 12.95W 26 至 30 mA

4 12.96 至 25.5W 36 至 44 mA 

表 2 进一步介绍受电设备分类。

表 2. 受电设备分类 

PoE 供电设备/受电设备检测和电源协商
当任何设备连接到供电设备上支持 PoE 的端口时，首先需要供电设备检测该设备是否为真正的受电设备。为此，供电设备
会通过电线向设备发送检测电压脉冲，并测量电流。如果它获得有效的检测特征（在 IEEE 802.3af/at 中定义的有效范围
内），则会将其测定为受电设备。然后，供电设备会通过线对发送短电压脉冲，以测量受电设备所需的功率。受电设备通过
短暂消耗预先确定的电量对脉冲进行响应，供电设备根据该电流量来决定设备的分类（表 3）。

表 3. 受电设备分类与电流的映射（用于检测） 

如果供电设备或受电设备为 1 型（最高支持 15.4W 的供电设备或 0-3 类受电设备），则此基于硬件的握手会终止，并在
供电设备端口上根据受电设备分类调配所需功率（最高 12.95W）。标准 1 型供电设备仅提供上述单事件分类，而不考虑受
电设备的分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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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设备最低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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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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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功耗

高功耗



供电设备类型 受电设备类型 适用方法 

1 型 1 型 单事件分类

1 型 2 型 单事件分类

2 型 1 型 单事件分类（受电设备分类为 0-3 类）

2 型 2 型 双事件分类或 LLDP（受电设备 4 类） 

如果供电设备和受电设备均为 2 型，则会发生以下两种类型中的任意一种第二次握手：

•  基于硬件的双事件分类

•  基于软件的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分类

双事件分类：重复初始分类电压脉冲事件作为向受电设备发出的信号，指示连接的供电设备实际上是大功率供电设备， 
并且能够提供与 802.3at 电源相关的更高功率。当受电设备将第二个分类事件作为 4 类受电设备传递后，它会获得完整的 
4 类 802.3bt 电源。 

LLDP 分类：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是一种在局域网中用于广播身份、功能和邻居的供应商中立链路层协议。LLDP 使
用类型、长度和值字段 (TLV) 来传达信息。IEEE 802.3at 定义为高于 15.4W 且最高为 30W 的电源协商采用 LLDP。思科 
UPOE+/UPOE 使用相同的协商方法提供最多 90W 的功率，这取决于使用 “通过 MDI 提供的 4 线电源”（思科特定 OUI TLV 
的新子类型）进行成功的四线对握手。TLV 用于在启用所有四对电缆并提供高达 90W 的功率之前交换四对电缆的功能。

表 4. 基于类型的供电设备/受电设备协商 

PoE 的应用
在当今全数字化转型时代，组织正在通过为员工提供增强互联性、参与度和移动性的工具来实现无间断的连接、广泛的协
作和无处不在的安全，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在这一行业变革中，PoE 被证明是一种简单、高效且具有成本效益的终端连接
解决方案。PoE 实现了很多新型应用和极具吸引力的使用案例。它不仅适用于现代全数字化楼宇架构，还适用于酒店、零
售、医疗和 IT 等更加传统的行业。

全数字化楼宇和联网照明
越来越多的建筑网络正在让建筑变得极其复杂。监控摄像头、照明设备、高级传感器、登记系统和 HVAC 等子系统都是孤
立的，并且难以集中在一个网络中进行管理和控制（图 2）。PoE 提供了一种通过常见媒介（IP 网络）将这些独立系统融
合在一起的方法，并使它们能够使用首选通用语言（例如受限制的应用协议 [COAP]）互相通信。

© 2019 思科 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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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子系统的增长 

请考虑以下部分全数字化楼宇自动化使用案例：

•  在发生火灾时，除发出警报外，消防报警系统还会触发
紧急出口路径上的联网照明设备，使其变化颜色并闪
烁，从而让员工能够更轻松地找到最快的出路

•  构建能够检测员工到场情况的系统，并根据用户的偏好
和设置自动调控室内温度和照明情景、配置其 IP 电话
等，实现个性化私人办公体验

•  通过办公室 LED 照明设备上的运动传感器在一段时间内
收集的数据可用于确定员工的空间占据行为，从而通过
更好的规划和决策优化座位编排

在过去十年中，LED 在照明领域的广泛采用主要归功于 LED 
相对于传统照明系统具有以下优势： 

-  能效更高，功耗更低

-  预期寿命更长

-  低压和低温运行

-  更明亮、可调光、不含汞

思科全数字化楼宇解决方案支持使用 PoE 或思科 UPOE 为
吊顶 LED 照明设备调配直流电源和数据连接。通过 5e 类
（或更高级别）电缆将这些照明设备连接到楼层通风空间中
部署的思科 Catalyst® 全数字化楼宇系列交换机，使这些设
备连接到 IP 网络中。这样就无需安装任何电气管道。照明
设备的供电以及运行通过软件进行控制，无需对环境进行任
何物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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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集中式（左）和分布式（右）照明架构 

图 3 显示推荐的联网照明网络架构选项。在集中式模型
（左侧）中，照明设备直接连接到中间配线架 (IDF) 中的可
堆叠 PoE 或思科 UPOE 交换机。此模型需要为照明设备提
供较长的电缆，但由于这些交换机上的高级高可用性功能，
其可提供更出色的可用性。在分布式部署（右侧）中，所
需的电缆短得多，照明设备会插入小型封装无风扇内箱式 
PoE 和思科 UPOE 交换机。紧凑型交换机使用普通以太网
上行链路连接进一步连接至 IDF。有关这些架构的更多详细
信息，请参阅此处提供的《思科全数字化楼宇网络架构指
南》。该解决方案可帮助降低电源和照明成本，简化安装，
并以自动化 的受控方式创建宜人的环境。 

企业 IT
图 4. 由于功能多样化和带宽要求提高，对无线接入点的电源要
求也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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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工作空间的不断演变，网络终端所需的功率也随
之增加。使用 PoE 为无线接入点和 IP 电话供电已成为多年
来的常态。随着无线功能的增强以及带宽的大幅增加（第二
代 802.1ac 和 Wi-Fi 6/802.11ax），无线接入点的电源要
求也有所提高（图 4）。思科 UPOE（作为一种供电选择）
加上思科多千兆技术，提供一种智能解决方案，不仅能够实
现最佳性能，而且无需任何新布线即可达到超过 1 Gbps 的
网速。即便是个人网真系统和大功率视频监控摄像头现在也
可使用思科 UPOE 供电。为了在协作工作场所（PoE 到办
公桌）提供灵活的网络连接，企业在配线柜以外更靠近所连
接的用户和终端的位置部署紧凑型桌面交换机。思科紧凑型
交换机（思科 Catalyst 3650 CX 系列交换机）可通过思科 
UPOE 从上行链路供电，并可进一步将 PoE 电源传递到终
端设备，例如 IP 电话、无线接入点和门禁卡读取器。用于
提供多租户和 随时随地访问的VDI 客户端也可使用标准以
太网布线基础设施通过思科 UPOE 进行供电。 

医疗行业
医疗专业人员希望能够提高移动性并且更便捷地访问病历、
医疗系统及应用，以便可以随时随地记录患者生命体征和药
物剂量。很多医疗组织将瘦客户端或零客户端视为提供这种
访问体验的首选解决方案，因为这些解决方案能为用户提供
高度可用、安全一致的虚拟桌面体验。这些客户端的电源要
求可通过思科 UPOE 满足。思科 UPOE 还为目前在医院部
署的高级护士呼叫系统提供数据和电源。此外，PoE 还用于
为标准 IT 应用（例如医疗设施中安装的无线接入点和 IP 电
话）供电。总体而言，该解决方案有助于融合园区和医疗网
络，并通过减少敏感区域（例如医疗设施中的重症监护病房
和病房）的电线数量来提升安全性和改进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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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行业
图 5. 由 PoE 供电的零售系统



白皮书
思科公开信息 

在零售行业，PoE 和思科 UPOE 也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应用
和用途。无线接入点可提供无线连接，为购物者实现思科
互联移动体验，从而帮助商店分析顾客行为并增强与顾客
的个人互动。商店正在使用 “聚焦照明” 来吸引客户查看特
定范围的产品。这些照明系统可以通过 PoE 或思科 UPOE 
进行供电和控制。一些制造商正在将 PoE 和思科 UPOE 供
电功能引入数字标牌和交互式信息亭中，这些系统目前广
泛用于零售商店，用于显示媒体、信息和广告内容，并通
过点击聊天功能提供对在线目录的访问。结账柜台有销售
终端 (POS)、IP 电话、传感器、刷卡机等，所有这些设备
现在都可以选择以太网供电（图 5）。要简单起见并降低
布线成本，在结账柜台部署思科紧凑型交换机并使用短以
太网电缆将终端连接到交换机就是一种合适的解决方案。

思科 PoE 创新
PoE 透传
PoE 透传功能可在无法接触电源插座的位置实现 IP 应
用的调配。思科 Catalyst 3560-CX 系列交换机 (WS-
C3560CX-8PT-S) 支持此功能。这款紧凑型交换机使用
上行链路通过以太网电缆从配线柜中支持思科 UPOE 的交
换机为自身获取电源，并进一步将电源传递给直接与其连
接的 PoE 设备。这可以显著简化更靠近用户位置的布线挑
战，并且非常适合布线和空间受到限制的应用。透传电源
可与交换机的辅助输入电源结合使用，为连接的受电设备
提供更高的 PoE 预算。

永久 PoE/UPOE
永久 PoE 和永久思科 UPOE 允许思科交换机为 PoE 受电
终端提供不间断电源，即使交换机重新启动期间也不会中
断供电。只要交换机继续从其电源来源获得电源，PoE 受
电设备就会继续运行并获得最后协商的电源。借助此功
能，任何维护升级或软件重新加载都不会导致终端供电中
断。它对于以下部署非常有效：即对终端设备断电的容

忍度低于丢失数据连接的部署，例如联网照明和医疗行
业。在这些交换机中，电源子系统由独立的微控制器单
元 (MCU) 控制，即使主 CPU（负责运行操作系统）出现
故障，MCU 也会保持运行。只要有电源连接到交换机，
MCU 就会继续向受电设备供电。

快速 PoE/UPOE
快速 PoE 和快速思科 UPOE 可在交换机因电源故障而重
新启动的 5 秒内为 PoE 终端调配预先协商的 PoE 或思科 
UPOE 电源。这有助于确保在停电时 PoE 终端的停机时
间降至最低。使用此功能时，PoE 子系统会初始化，并
开始为连接的终端调配电源，而无需等待思科 IOS® 软件
后台守护程序启动。快速 PoE 在联网照明使用案例中非
常有用。该功能有助于确保在交换机重新启动期间受电设
备连接不发生变化。 

有关这些 PoE 功能的信息，请参阅相应的交换机产品 
手册。

PoE 的主要优势
•  安全：PoE 使用相对较低的电压，因此不容易造成电
气危害。

•  具有成本效益：PoE 消除了安装布线和终端的电工成
本，并且无需在墙壁上走线。将电源调配与数据分析
和集中控制相结合，可进一步优化支出。例如，实践
证明，定时通电断电、运动感知照明、差分电源模式
（休眠和睡眠）等功能在降低总体成本和碳排放方面
非常有用。

•  简单：PoE 不需要复杂的交流电路或布线。只需插入
数据连接可能已经需要使用的以太网电缆，即可为设
备供电。它还消除了终端对任何交流到直流适配器的
需求，而且 PoE 设备与行业领先者的互通性已通过验
证，因此可以缩短部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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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产品 ID 说明

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 

C9400-LC-48H

C9400-LC-48U

C9300-24U 

C9300-48U

C9300-24UX 

WS-X4748-12X48U+E

WS-X4748-UPOE+E

© 2019 思科 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思科 UPOE+ 
（所有端口） 

思科 UPOE（所有
端口） 

思科 UPOE（所有
端口） 

思科 UPOE（最多 
30 个端口）

思科 UPOE（所有
端口）

请参阅产品手册

请参阅产品手册

1 个 PWR-C1-1100WAC 
和 1 个 PWR-C1-715WAC

2 个 PWR-C1-1100WAC

2 个 PWR-C1-1100WAC 

请参阅产品手册

请参阅产品手册

•  灵活：设备几乎可在任何位置放置和供电。使用思科 
Catalyst 紧凑型交换机和全数字化楼宇系列交换机部署
的 PoE 大幅提高了终端的可访问性。无需连接到交流
电源即可进行远程或室外设备安装。

•  可靠：网络的中央电源备份本身可保障 PoE 可靠性。
思科交换机上的永久和快速 PoE/UPOE 等高级 PoE  
功能有助于确保高水平的供电和连续性。

•  可管理：思科 EnergyWise® 和其他终端供应商特定软
件可以提供跨网域的高级分析、控制和管理功能。

思科 UPOE 生态系统
思科 Catalyst 全数字化楼宇系列交换机是业界最节能的交
换机，针对低压 PoE 部署和连接进行了优化。它们为在一
个 IP 网络上为分散的建筑子系统供电并进行融合奠定了基
础，并且完全可在每个端口提供高达 90W 的功率。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交换机是思科最新的下一代可堆叠企业
交换平台，专为安全性、物联网、移动性和云而打造。它
们通过高密度思科 UPOE+/UPOE 和 PoE+ 扩展功能为每
个堆叠提供 384 个思科 UPOE 端口，从而实现优异的 PoE 
性能。思科 Catalyst 9400 系列交换机是思科领先的模块
化企业交换接入平台，在单个机箱上支持多达 384 个思科 
UPOE+/UPOE 端口。

表 5 提供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系列中的思科 UPOE+/UPOE 产品的详细信息。

表 5. 思科 Catalyst 交换机中的思科 UPOE+/UPOE 产品 

思科 Catalyst 
9300 系列

思科 Catalyst 
4500E 系列 
交换机

电源要求思科 UPOE 端口

支持每个端口提
供最多 60W，
共计最多提供 
1440W；即 24 个
思科 UPOE 端口

支持每个端口提
供最多 60W，
共计最多提供 
1440W；即 24 个
思科 UPOE 端口 

48 端口思科 
UPOE 线卡， 
带 12 个多千兆 
端口

48 个思科 UPOE+ 
端口 

48 个思科 UPOE  
端口 

24 个思科 UPOE  
端口 

48 个思科 UPOE  
端口 

24 个多千兆思科 
UPOE 端口

48 端口思科 
UPOE 线卡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witches/catalyst-digital-building-series-switch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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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Catalyst 
3850 系列交换机

WS-C3850-24U

WS-C3850-48U

WS-C3850-24XU

WS-C3850-12X48U

思科 UPOE（所有
端口）

思科 UPOE（最多 
30 个端口）

思科 UPOE（所有
端口）

思科 UPOE（最多 
30 个端口）

1 个 PWR-C1-1100WAC 
和 1 个 PWR-C1-715WAC

2 个 PWR-C1-1100WAC

2 个 PWR-C1-1100WAC 

2 个 PWR-C1-1100WAC 

请参阅产品手册 

固定内部电源

Cree Inc. Molex Philips Eaton  Hill-Rom 

思科与多家组织和独立软件供应商合作，以期加速实现全数字化楼宇转型。这些合作伙伴带来了照明、建筑自动化和控制
方面的特殊领域专业知识，其中一些合作伙伴包括：

有关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链接：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igital-ceiling/partner-ecosystem.html

系列 产品 ID 说明 电源要求思科 UPOE 端口 

思科 UPOE（所
有 8 个端口）

思科 Catalyst 
3650-CX 系列
交换机

思科全数字化楼
宇系列交换机

思科 UPOE 电源输
入； 3560-CX PD 
PSE 交换机 8 千兆
以太网 PoE+，上行
链路：2 x 1 千兆以
太网铜缆

24 个思科 UPOE 
端口

48 个思科 UPOE 
端口

24 个多千兆思科 
UPOE 端口

48 个思科 UPOE 
端口，带 12 个多
千兆端口

8 个 10/100 快速 
以太网思科 UPOE 
端口

C3560CX-8PT-S

CDB-8U

2 个用于供电的
思科 UPOE 上行
链路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digital-ceiling/partner-ecosystem.html


总结
总而言之，PoE 技术正在成为全数字化转型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PoE 具有多个方面的优势，在当今行业发展趋势下， 
它会实现很多极具吸引力的应用和使用案例。思科以其 PoE 创新、合作伙伴生态系统和下一代企业产品一路领先。

其他资源
思科全数字化楼宇解决方案：https://www.cisco.com/c/en_in/solutions/workforce-experience/digital-building/index.
html

思科全数字化楼宇白皮书：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workforce-experience/digital-
building/digital-whitepaper.pdf?CAMPAIGN=Digital+Building&COUNTRY_SITE=us&POSITION=link&REFERRING_SITE=
cisco%2Ecom+homepage&CREATIVE=Digital+Building

思科全数字化楼宇概览：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workforce-experience/digital-
building/at-a-glance-c45-738207.pdf

思科多千兆技术：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witches/index.html

案例研究
•  万豪酒店：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workforce-experience/customer-marriott.pdf
•   Alpiq：https://www.cisco.com/c/dam/en/us/solutions/collateral/workforce-experience/digital-building/customer-

alpiq.pdf

•  迈阿密戴德县公立学校：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enterprise/operational-efficiency/
miami-dade-schools-voc-case-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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