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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其它普尔世设备使用

DIN 导轨电源 
使用它为供应器 

（例如 CP10.481）供电 

DC-UPS 和缓冲器模块 
用于克服短时输入电压故障 

（例如 UF20.481）

冗余模块 
确保高度正常运行时间 
（例如 YR40.482）

工业以太网供电 
供应器和电源
4 通道或 8 通道  |  每个端口 30 W  |  1.000 Mbps

PoE 供应器
PoE 电源

灵活 · 可靠 · 快速

专为您的应用打造

可选方案
一体化解决方案
由于普尔世标准电源 CP10.481 的可靠性和性能令人
印象深刻，基于该款产品的 PoE 电源可为用户提供高
质量的 PoE 一体化解决方案。由于安装时间缩短，这
款一体化解决方案可以有效降低系统复杂性和成本。

此外，只需要管理一个部件编号。

PoE 供应器和外部电源
独立的 PoE 供应器是现有 PoE 基础设施或升级项目的
完美补充。此款超薄设备用途灵活，可与用户目前使
用的电源无缝衔接。

工厂自动化 楼宇自动化 销售终端系统 
(PoS)

运输基础设施 办公环境

+

医疗和保健

最多为 8 台
设备供电 

交流

电源 + 数据

开关

数据 数据

交流

直流

电源 + 数据

开关

最多为 8 台
设备供电

微信扫一扫 获取联系方式
更多信息轻松查阅



灵活、可靠、快速

优势一览 

高效的 4 通道和 8 通道以太网供应器，堪称各类应用的理想之选。
可搭配 240W 集成电源或作为独立的设备使用。

4 通道和 8 通道解决方案可搭配集成普尔世高端电
源使用，亦可作为独立的 PoE 供应器使用。两款
设备均具有稳定可靠的电源，每个通道的功率可
高达 30W。您仅使用一台供应器便可为最多 8 台 

PoE/PoE+ 设备供电。
该款一体式设备集成了 AC/DC 转换器，可以带来
更多额外优势：它可以直接连接交流电源，因此
允许采用简化的系统架构。在此之前，至少需要
两台设备方能取得如此效果。
以深受信赖的 CP10.481 电源为基础，带来不负众
望的卓越效果，转换效率高达 95.5%，因此功率
损耗更低。这可以显著降低各类应用的温度，从
而降低冷却系统的成本。 

此外，更低的温度可确保电源实现更高的可靠性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699,000 小时）和更长久的
使用寿命（120,000 小时）。

最多为 8 台设备供电
普尔世 PoE 供应器配备最多 8 个端口。每个端口的功率可 

达 30W（有负载时为 25.5W），并符合 IEEE 802.3at 标准 
（每个端口还向后兼容 IEEE 802.3af/15W）。借此，您仅使用
一台 PoE 供应器便可与多台设备进行 PoE 通信。

节省时间和空间 

采用标准 DIN 导轨安装方式，可轻松快捷地将 PoE 供应器安
装到客户的应用中。免除复杂设置，也不需要集成到以太网
局域网中。这款精巧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宽度仅 77 mm，可以
有效节省宝贵空间。您还可以减少系统中设备的数量。

安全第一
普尔世始终保证产品的最大安全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

例如，假如 PoE 供应器的某一以太网通道出现故障，其他所
有通道依然不受影响，持续提供完整功能。这些设备在开关
设计中集成了 ASIC，可以防范数字入侵。

工业应用的完美选择
工业应用更具有挑战性。设备需要能够可靠应对参差不齐的
电网质量、高温，以及振动带来的种种难题。凭借这款全新
的 PoE 供应器，普尔世现在可以为任何希望在工业环境中为
众多 PoE 供应器供电的用户提供可靠、耐用且高效的中跨解
决方案。

技术数据

输出

PoE 标准 PoE+ (IEEE 802.3at) 
PoE   (IEEE 802.3af)

输出功率 每个端口 30 W（有负载时为 25.5 W）

输出电压 每个端口 48 V – 56 V（可调节）

输入（集成电源：CP10.481）

标称交流输入电压 100 V – 240 V

交流输入电压范围 90 V – 264 V

功率因素 PFC 0.98

输入浪涌电流 6 A / 9 A (120 / 230 V)

标称直流输入电压 110 V – 150 V

直流输入电压范围 88 V – 187 V

效率 (CP10.481) 95.5%

MTBF SN 29500, IEC 61709 
(CP10.481) 699kh

预期使用寿命 (CP10.481) > 109kh

一般数据

数据传输速率 千兆以太网

连接端子类型 插入式连接器，以太网 RJ45

尺寸（宽 x 高 x 深） 77 x 131 x 117 mm

重量 900 g

运行温度 -25 °C 至 +70 °C 

产品型号

POE.8AT-AC1 8 个端口

POE.4AT-AC1 4 个端口

输出

PoE 标准 PoE+ (IEEE 802.3at) 
PoE   (IEEE 802.3af)

输出功率 每个端口 30 W（有负载时为 25.5 W）

输出电压 每个端口 48 V – 56 V（可调节）

输入

直流输入电压范围 48 V – 56 V

输入浪涌电流 5.5 A

一般数据

数据传输速率 千兆以太网

连接端子类型 插入式连接器，以太网 RJ45

尺寸（宽 x 高 x 深） 39 x 128 x 117 mm

重量 360 g

运行温度 -45 °C 至 +85 °C

产品型号

POE.8AT-DC1 8 个端口

POE.4AT-DC1 4 个端口

PoE 电源（交流输入） PoE 供应器（直流输入）

产品亮点
 每个端口 PoE+ 30 W 
 1 Gbit/s 以太网 
 DIN 导轨安装 
 集成高端电源版本

标准和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