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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由智能樓宇組成。智慧城市的物聯網 (IoT) 和連接元

件——連接各種資產並收集、管理和分析這些資產的資料的網

路基礎設施——是當今智慧工業廠房、辦公綜合體、學校、醫

院、商場、體育館等的延伸。

新興智慧樓宇應用可提升生產效率，並實現創新型工作場所。

隨著這些應用的發展，實現樓宇 IT 和運營技術 (OT) 系統的連接

解決方案能夠讓商業租戶保持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聯網系統

如今可以調節安保、環境條件、照明、通信和其他因素；它們

對於企業運營效率、有效性和經濟性變得越來越重要。

智慧樓宇預示著利用技術實現樓宇智慧化運營的效率和生產效

率獲得進一步提升。例如，新加坡打造智慧城市的雄心抱負使

該國建設局 (BCA) 現有非住宅樓宇綠色標誌 (GM ENRB: 2017) 

中引入了智慧樓宇控制和戰略，涵蓋能源監測、需求控制以及

集成和分析。BCA 還力爭通過其超低能耗專案實現更節能的智

慧樓宇解決方案。

這些舉措鼓勵使用自動化和資料分析，使智慧樓宇經營者和

專業人士能夠通過優化設備和相關流程來提高生產力並保持

能源效率。這些降低能耗以及提升租戶室內環境品質的舉措

均利用了感測器、資料獲取設備、信號調節器以及有線和無

線網路連接。

感測器可根據樓宇空間佔用情況以及租戶的活動或期望的舒適

度來實現照明水準或空調運行的無縫過渡。聯網感測器，再加

上 IP 安防攝像頭，還有助於應急服務人員定位樓宇中被困或處

於危險中的工人，或將租戶帶至安全區域。

這些創新為智慧樓宇的企業租戶創造了一些新方法，以幫助員

工提高工作效率，吸引客戶和供應鏈合作夥伴，以及做出更明

智且更及時的商業決策。此外，乙太網供電 (PoE) 可驅動大量 

IP 聯網的 IoT 設備，使使用者能夠在無需使用電池的情況下智

慧管理這些設備，並將其作為即時情報的關鍵來源加以利用。

室內網路融合

如今，我們可以通過將房產、IT、樓宇管理以及設施應用集成

到統一的融合基礎設施中的有線（銅纜和光纖）和無線（Wi-Fi 

和蜂窩）連接技術，並通過提高成本、可靠性和靈活性來實現 

IoT-PoE 網路功能。

室內網路融合形成了統一的智慧型網路基礎設施，可滿足 IoT 

設備和感測器的電源和備用電源需求。如今，統一的通用網路

基礎設施支援語音和資料通信；室內無線解決方案；安保監控

和監視；電源（通過 PoE）；樓宇環境控制自動化；傳統的運

行技術過渡至 IP；以及一系列推動智慧樓宇概念發展的感測器

驅動型智慧樓宇應用。

對於大多數先進企業來說，其真正目的在於避免使用各自獨立

的網路——每個 IT 或 OT 系統一個網路。實質上，企業必須構

建至少兩個重複的網路——一個公司業務網路，以及一個樓宇

管理網路。例如，銀行必須將其樓宇網路與其高度安全的客戶

銀行網路分開。

http://www.commscope.com
https://www.bca.gov.sg/GreenMark/others/GM_ENRB_2017_full_criteria.pdf
https://www.bca.gov.sg/newsroom/others/FPR_SGBW2018.pdf
https://www.commscope.com/Product-Catalog/Portfolios/Portfolio/Power-over-Eth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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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PoE 網路潛力

在物聯網時代的工作場所，企業開始使用越來越多的聯網設備

和服務來提高其運營效率。智慧樓宇中部署的 IoT 設備能夠提

高安全/出入控制系統、火警探測系統、照明系統、HVAC 系

統、電梯系統和其他聯網系統的效率。

在推動傳統設施與 IT 基礎設施的融合過程中，瞭解如何在樓

宇中有效且高效地為這些感測器和設備供電是一項日益嚴峻的

挑戰。

樓宇中的有源設備大多數都基於IP。它們通過乙太網、蜂窩、

Bluetooth Low Energy、Zigbee、Wi-Fi 或其他協議進行聯

網，具體取決於應用和設備。IoT 驅動的應用程式依賴於這些

感測器和設備收集到的資料，同時通過處理和分析這些資料來

制定決策。

隨著政府推動二氧化碳減排的舉措，提高樓宇內低壓配電網路

的效率已勢在必行。通過雙絞線將低壓直流電和資料安全地傳

輸至遠端設備中，PoE 技術可實現這一目標。與電池供電型無

線感測器相比，這種通過硬體連線的雙用途設備開始可能會產

生相對高的成本，但卻更安全，同時還可以減少更換電池所需

的時間和精力，而更換電池在處理大量物聯網設備時是一項極

其艱巨的任務。

為符合標準要求，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 (IEEE) 自 2003 年開

始使用 PoE 為 IP 語音系統、CCTV 攝像頭、射頻 (RF) ID 以及

其他門禁設備供電以來，就一直在逐步增強 PoE。隨後出現的

增強型 IEEE PoE 802.3af 和 IEEE PoE Plus 802.3at 一直在為

功耗更高的設備供電，如視訊會議系統、Wi-Fi 路由器、具有

平移、傾斜、縮放或加熱功能的攝像頭，以及門禁聯鎖系統。

最新的 IEEE 802.3bt 增強版最大功率約為 90 W，適用於更多

類型的設備，甚至包括蜂窩小型基站、零售銷售點終端以及數

位標牌系統。

IEEE 802.3bt，亦稱為四對 PoE (4PPoE)，可在不降低資料頻

寬的情況下提升 PoE 容量。“四”表明了供電線纜中的線對

數量。該標準支援延遲 10 Mbps、100 Mbps 和 1 Gbps，以及 

2.5、5 和 10 Gbps 連接。它還允許在乙太網交換機和聯網設備

之間進行功率調節，包括調節和遠端關閉非活動設備以提高效

率的能力。

與更高效的設備結合時，通過 PoE 提升的功率級為將 IoT 的

優勢擴展至整個智慧樓宇中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Grand View 

Research 預測，由於引入了越來越多使用 4PPoE 技術的應用

和設備，到 2025 年，全球 PoE 市場將達到 37.7 億美元。

鑒於 4PPoE 具有更高的功率，建議使用 Cat 6A 類佈線進行遠

端供電，因為與 Cat 5e 類佈線相比，Cat 6A 類佈線可提供更

低的直流電阻和更優的散熱性能。由於電流越高，熱量就越

大，由此單捆線束中允許運行的線纜數則成為一個重要的考慮

因素。

在其位於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的研發實驗室中，通信網路

基礎設施解決方案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康普公司目前正在測試和

驗證支援下一代 PoE 應用的結構化佈線系統在不同的現實安裝

條件下的熱性能和安全性。該實驗室還與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共

同展示了高清安防攝像頭、室內無線 (IBW) 系統和數位標牌系

統等應用。工程師還通過安裝在天花板及牆壁上的 SYSTIMAX 

佈線解決方案中的 4PPoE 分析線纜在現實生活中的熱排放，同

時還運行了這些高功率應用。

散熱、通風、空調

火警警報

門禁控制

局域網佈線

照明

安保攝像頭

無線

集合點

電纜束（建議使用 Cat 6A 類）

http://www.commscope.com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power-over-ethernet-poe-market
https://www.grandviewresearch.com/press-release/global-power-over-ethernet-poe-market
https://www.commscope.com/NewsCenter/PressReleases/CommScope-Opens-Power-over-Ethernet-Lab-for-Research-and-Demonstration-of-Next-Generation-Applications/
https://www.commscope.com/Solutions/In-building-wireless/
https://www.commscope.com/SYSTIMAX-Solutions/?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newscenter&utm_campaign=press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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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無線連接

在單個統一的架構中部署融合網路基礎設施以支援房產、設施

和 IT 服務可為動態聯網工作場所帶來多種優勢。

如今，大多數移動蜂窩通話都是在室內開始或結束的。人們對

蜂窩覆蓋的普遍期望就是無處不在且始終開啟，無論是資料還

是語音都是如此，但無線信號差會使呼叫人受挫，中斷企業與

客戶之間的通信，以及降低員工的生產效率。

要確保實現無處不在的連接，就需要在室內部署 Wi-Fi 和蜂窩

網路。室內的蜂窩覆蓋可增強 Wi-Fi 連線性，並在提高員工生

產效率和客戶滿意度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IBW 解決方案（即蜂窩）可將巨集無線網路無縫擴展到以其他

方式信號很難達到的室內場所。與 Wi-Fi 不同的是，IBW 作用

于無線運營商使用的許可頻段，所以樓宇經營者必須確保其系

統支援租戶使用的無線運營商，以及幾乎所有頻段，包括重要

的公共安全頻段。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支援公共安全頻段可能

是獲取佔用許可的先決條件。

常用的 IBW 解決方案主要有兩種。通常，分散式天線系統 

(DAS) 解決方案支援蜂窩信號（如 2G、3G 和 LTE），並將室

內呼叫人連接至多個無線運營商網路。小型基站通常為特定運

營商的網路，但成本可能更低。DAS 部署可由企業、樓宇所有

人、移動網路運營商或協力廠商供應商進行。

雖然無線連接開始普及，但仍需要可靠的有線主幹來支持回程

傳輸。有線網路利用新的和現有的光纜和銅纜（雙絞線和同軸

線）佈線解決方案來連接樓宇和大型邊緣設備，如 Wi-Fi 接入

點、監控攝像頭、小型基站和 DAS。

隨著 Wi-Fi 不斷演變，速度高達 10 Gbps，我們需要使用高級

佈線和交換機來支援該速度。IT 結構化佈線（如 Cat 6A 類銅

纜、OM5 多模和單模光纜）的新標準促進了 Wi-Fi 和 IBW（即

建築物室內蜂窩網路）解決方案的融合。

當今的 IBW 解決方案可使用普通的 Cat 6A 類線纜，而不是成

本更高且難以處理的 RF 基礎設施（如同軸線纜），這大大簡

化了安裝和擴展過程，並擴大了可能的應用範圍。系統前端

（接收、處理和分發信號）的操作方式與傳統 IT 伺服器和交換

機類似。

實際上，新型 IBW 解決方案（包括 DAS 和小型基站解決方

案）現在可與許多企業均已部署的 Wi-Fi 共用 Cat 6A 類和光纖

基礎設施，以提高效率。這些解決方案曾被視為僅在超大型場

所中可行，如今成為極具成本效益的 IT 融合型解決方案，可優

化智慧樓宇中的無線覆蓋。

通過將基於網格的有線連接設施作為理想的基礎網路，這些發

展為智慧樓宇提供了一個企業連接的集成方法。這種方法有助

於智慧樓宇實現潛在的物聯網連接新機遇，滿足 PoE 的相關增

長需求。

針對動態工作場所的結構化佈線

在智慧樓宇內，通信網路的基礎設施包括兩個基本部分——主

幹佈線以及水準佈線。融合式網路的結構化佈線（包括一個承

載語音、資料、視頻和無線通訊的乙太網或光纖主幹）是智慧

樓宇成功的基礎，也是所有聯網設備所依賴的基礎設施。

http://www.commscope.com
https://www.commscope.com/Solutions/Structured-cabling/
https://www.commscope.com/solutions/fiber-ca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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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目前和未來應用的頻寬需求，康普公司建議將水準段連

接到主要伺服器的骨幹纜採用 OM4、OM5 或 OS2 多模或單模

光纜。具體選擇何種線纜取決於要覆蓋的範圍。

針對向樓宇內每個樓層的特定網路延伸的水準佈線，建議使用 

Cat 6A 類雙絞線銅纜。儘管對於整合每個樓層敷設的 10G 或 

25G 水準線纜的垂直主幹佈線，建議使用能夠遷移到 40G、

100G 乃至 200G 的 OM5 光纜主幹，但對於水準佈線，仍建議

採用 Cat 6A 類電纜，因為它易於安裝且支持 10G 傳輸。

在租戶經常重組其工作場所，或移動、增加和變更聯網設備的

智慧樓宇中，通用連接網格 (UCG) 架構是部署綜合佈線基礎設

施的一個長期戰略性方法。

在最大限度地提高靈活性和可擴展性的同時，UCG 還有助於規

劃越來越多地部署在天花板中的設備連接。通過將一個綜合網

格分佈在整個天花板上，UCG 可確保連接至每個使用者和設

備，即使在使用者和設備移動時也是如此，反映了從以工作站

為中心的模式轉變為以設備為中心的分散式模式。

該架構只支援 PoE 之類的低壓技術，並可將無線接入點置於天

花板上或附近，這樣一來，這些無線接入點就能夠輕鬆有效地

覆蓋任何數量的聯網設備，同時無需進行昂貴而繁瑣的變更。

UCG 的分區式佈線架構可確保建築物吊頂為水準連接提供良好

的服務，並確保有足夠的路徑和空間進行安裝和變更。使用天

花板連接器元件，可靈活地集成有線和無線技術，如 Wi-Fi、

DAS 或小型基站網路、安保攝像頭和存取控制系統；LED 照明

感測器、HVAC 控制感測器和佔用感測器；以及數字顯示屏、

電話或其他 PoE 設備。使用絕緣位移連接技術和工廠端接跳線

可避免在吊頂上方等緊湊場所中實施現場端接。

因此，除了初始部署階段產生的增量成本之外，天花板中的預

佈線網格顯然是支援常用智慧樓宇系統（如 LAN 綜合佈線和

工作站）的一種靈活且經濟有效的方法。電信或聯網設備（如 

Wi-Fi 或 IBW）接入點；火警和安保攝像頭；照明；樓宇感測

器；或遠端視頻螢幕。

UCG 實施建議包括基於 TIA-162-A 或 ISO/IEC 24704 客戶場所

佈線的高性能無線接入網格佈局；每個 Wi-Fi 單元兩條 Cat 6A 

類電纜，以提供更大的容量和更高的可靠性；以及每個單元安

裝兩條 Cat 6A 類電纜（一條用於 IBW，另一條備用）。

管理 IoT-PoE 基礎設施

智慧樓宇需要使用智慧基礎設施。樓宇經營者和企業需獲得高

品質洞察力，以便做出與業務轉型和增長目標相一致的明智且

即時的通信基礎設施決策。

室內網路的融合以及連接至同一企業網路的 PoE 受電物聯網感

測器和設備的激增推動著企業和工作場所的轉型，以實現可持

續性效率和成本效益。

隨著智慧樓宇中連接的感測器越來越多，感測器在網路中的作

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我們可通過實現自動化基礎設施管理 

(AIM) 系統，利用每個感測器的輸出資訊來確保準確跟蹤 IT 和 

OT 資產，最大限度地減少停機時間，以及實現法規合規性。

http://www.commscope.com
https://www.commscope.com/solutions/universal-connectivity-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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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智慧配線、工單嚮導式配線、智慧配線架和智慧型網路基

礎設施管理，AIM 系統可在智慧部署和規劃需使用 PoE 的 IoT 

應用程式時提供所需的強大且直觀的控制。

在實現硬體和軟體集成的同時，AIM 解決方案還可映射出整個

實體層網路基礎設施。它們可檢測出線纜的任何插拔情況，包

括任何未經授權或意外的變動。它們可準確地記錄智慧樓宇的

物理網路，包括至終端設備的所有佈線和連接，直到埠級別。

它們還能夠與其他系統進行資料交換，以支援需要詳細準確的

資訊來提高運營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智慧樓宇應用。

例如，通過康普公司的 imVision AIM 系統，可全面查看樓宇的即

時網路連接和 PoE 連接，同時無需附加鋪設電力和管理網路。

imVision AIM 系統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增強，能夠跟蹤 PoE 受

電設備的位置，同時能夠更加清楚地掌握 PoE 服務的位置以及

該服務可以部署的位置。由於多個智慧樓宇管理和控制系統在

同一 PoE-IoT 網路上融合和運行，所以這一新功能變得越來越

重要。

該系統能夠反映可能威脅或破壞業務目標並導致成本和資源浪

費的潛在故障點、安全性漏洞和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產。作

為一種“技術服務”應用程式，imVision 可即時觸發警告和工

單，同時可從生成故障報告到解決故障全程跟蹤説明請求的流

程。它甚至還可提供物理網路故障的根本原因分析，以更快速

地恢復服務。通過提供預端接銅纜和光纖基礎設施解決方案以

及集成和優化這些解決方案的技能，優秀的集成解決方案提供

商可進一步加快部署。

此外，TIA、CENELEC 和 ISO/IEC 中的佈線標準可根據環境和

線纜類別確定採用何種建議的線束尺寸，而 imVision 是首個實

施這些標準的 AIM 解決方案。通過跟蹤和記錄線束大小和每個

線束所攜帶的總功率，imVision 還可自動準確地記錄 PoE 安裝

配置。

ImVision 可監測線束中產生的熱量，以避免線束中的任何線纜

過熱。它可優化遠端電力傳輸的電路分配，以減少發熱並改善

散熱。

通過跟蹤支援 PoE 的埠和插座，並強制實施每捆線束供電的電

纜的數量等策略，AIM 解決方案可降低運營成本，並確保最佳 

PoE 性能。當線纜數量超過相關標準定義的安全閾值時，就會

自動發出警告。

正如連接開始成為公共事業公司整合城市智慧電網與智慧城市

的基礎一樣，我們應該從水、電和煤氣等任何基礎設施的角度

來考慮樓宇中的網路連接。而且，利用 AIM 的 PoE 網路實際上

為智慧樓宇應用創建了一個智慧電網。隨著 IT 和 OT 系統的融

合，智慧樓宇網路可以將企業的業務驅動因素和目標與日常的

負載需求、使用情況及對 IoT-PoE 基礎設施的潛在影響緊密地

結合在一起。

網路連接成為實現室內網路融合、下一代 PoE 標準和創新型 

IoT 驅動應用所必需的公用設施。利用這些技術趨勢，康普公司

的 SYSTIMAX 物理連接解決方案和 imVision AIM 系統對於釋放 

IoT-PoE 網路能量以及最大限度挖掘智慧樓宇在企業和工作場

所轉型方面的潛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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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World Asia》印刷版和線上版 (www.networksasia.net) 由 Questex 

Asia Limited 製作和管理。該公司隸屬於 Questex Media Group, Inc。

《Network World Asia》的讀者包括超過 16,000 家企業 IT、電腦、互聯網

專業人士及網路公司及其他使用網路的公司的員工。專為 IT 和網路專業人

士、工程師以及負責批准、規範、推薦或購買網路設備或軟體的高級管理

人員編寫。

康普通過創意構想和突破性發現，推動通信技術的發展。這些構想和發現

均足以激發偉大的人類成就。我們與客戶和合作夥伴合作設計、創造並構

建世界上最先進的網路。發現新的機遇並實現更美好的明天是我們的熱情

和承諾。瞭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commsco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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