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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原则：

项目背景及建设目标

项目背景：“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国图领导和省图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
通过专用网络将全国各地的数字图书馆系统连接起来，搭建一个高度共享的
统一平台。

建设目标：通过联通遍布全国的强大传输网络，实现数
字图书馆间数据的高速传输，为各图书馆读者提供较好
体验的资源共享服务，实现国图对资源统一管理，提高
复用软件的实用性。

高可靠性



整体通信线路

 扁平化的广域网设计，星型拓扑

结构。

 整个网络分为国家图书馆总部及

各省市的图书馆两级结构。

 国家图书馆总部作为中心节点，

下联33个省市图书馆等分支单位。

 中心点与33个省（市）图书馆之

间采用SDH 155M电路进行点对

点方式的互联。

 与原IP sec互联网相比，采用专

网设计，物理隔离，速率独享，

安全程度更高。

国家图书馆专网拓扑结构示意图



整体方案

采用电路交换的SDH 155M电路进行专线组网，满足系统接口要求；
国家图书馆核心点与各个省图书馆安装路由器设备，与数字图书馆内网互通；
国家图书馆核心点安装一套专网网络管理系统。

国家图书馆

155M SDH专线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吉林省图书馆
江西省图书馆 四川省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内网

155M光口

10GE光口

155M光口

图例说明：

SDH光传输设备

路由器

GE光口

网络监管系统



整体方案

• 国家图书馆中心点，安装一台10G容量的阿卡1660 R5光传输

设备，通过光缆采用10G链路直接上联至中国联通长途骨干；

• 33个省（市）的图书馆，配置622M以上容量的传输设备，通

过光缆采用622M链路就近上联至当地联通局所，开通长途

SDH 155M电路。



长途骨干传输

• 假设，国图的业务（绿色虚线）承
载在A节点和C节点间的网络上，
路由为：C→B主用通道（蓝色实
线）和B→A间的主用通道（蓝色
实线）；当B、C间主用通道（光
缆）发生故障时，客户业务会从原
路由变更为：C→B备用通道（黑
色实线）和B→A间的主用通道
（蓝色实线），倒换时间低于
10ms；如果，此时B、A的主要通
道（光缆）也发生了故障，路由将
变更为：C→B备用通道（黑色实
线）和B→A间的备用通道（黑色
实线），倒换时间低于10ms；这
样，即便网络上同时发生两点故障，
客户业务也不受影响

A

D

C

B

A

D

C

四纤双向复用段保护正常工作图 四纤双向复用段保护正常故障图

骨干网与城域网间采用双板卡、双链路方式进行互联，有效避免因为设备板卡故障
造成对业务中断的影响。



长途骨干传输

• 国家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专网
核心节点提供双局向双路由
自愈环保护，同时各地分支
节点的接入端也大都能够实
现光缆双路由。这样，国家
图书馆专网的骨干传输体系
将具有骨干段和接入段的全
程双物理路由保护的特点，
而且大部分节点均有多方向
的物理路由。

北京本地网 外省本地网

核心点
各地

分支节点

中国联通骨干网

中国联通局所

说明：

专网核心节点到任意一个分支节点的电路路由传输示意图



国家图书馆

电报局 方庄局

10G双向传输保护环
GOLD-LINK

10G 光传输设备

光传输设备

线路倒换时间<50ms

双路由接入

中国联通
SDH传输网络 光传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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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点光缆及传输建设方案

光缆物理双路由：国家图书馆院内已经具备联通的双路由光缆资源
光缆路由1：国家图书馆——72芯光缆环A向——北京联通紫竹院局
光缆路由2：国家图书馆——72芯光缆环B向——北京联通紫竹院局

安装10G大容量SDH光传输设备，物理双路由上联至联通两个不同局所，组成
10G双向复用段保护环路，开通34条155M SDH电路。

电路安全保护机制

设备层保护：单板1+1
保护
光层保护：光线路保
护
电层保护：支持组合
型环网保护功能



分支点光缆及传输建设方案

北京本地网 外省本地网

核心点
各地

分支节点

中国联通骨干网

中国联通局所

说明：
骨干段和接入段的全程双物理路由保护！

光缆物理双路由；
安装622M SDH光传输设备，
双局所上联，组成622M 双向
复用段保护环；
提供155M光接口，且具备
富余端口及容量，用于承载更
多电路需求；
保证 “端到端”SDH 
155M电路的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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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电路三层带宽测试

国家图书馆

测试机构图书馆 山东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共34个点

155M SDH
155M SDH

155M SDH

SDH专网 互联网IPSEC VPN网

国家图书馆
核心交换机

VPN设备

接入路由器

接入路由器

接入路由器 接入路由器

接入路由器

测试机

测试机

两端仪表接路由器后面，

设置用户局域网IP和网

关地址。

两端路由器配置静态路

由，指向两端地址。

核心点测试仪表发不同

字节IP包，经分支点仪

表三层智能环回，进行

吞吐量测试。

测试结论：对全部34条电路进行所有类型数据包吞吐量测试，

测试结果全部满足带宽要求（155M)。

为保障电路带宽155M的可达性，专网建设完成后进行了全部34条电路的带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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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H：准同步数字传输系统； SDH：同步数字传输系统； MSTP：多业务传送平台
DWDM：密集波分复用系统； ASON：自动交换光网络（智能光网络）

光传送网络的发展

SDH的主要优势：接口规范，同步复用 ，运行维护管理（OAM）功能强大，互联互通兼容性好

DWDM主要优势：超大容量，对数据率“透明”按光波长复用和解复用，平滑扩容，兼容光交换

容量增加/业务多样化
1966 80年代 94年 99年

90年代初 98年1976

DWDM
开始建设

SDH标准完善
PDH仍为主力

实用化
产品出现

SDH逐步成为
传输主力设备

PDH产品开始
规模使用

高锟提出
光传输理论

DWDM规模建
设，全光网试验

MSTP/ASON

02年

OTN/PTN/RT
N

21世纪



主要特点：

 由PCM发展而来，主要为话音设计不具备带宽及信息的多样化服

务能力。

 点对点的连接，缺乏网络拓扑的灵活性

 逐级复用/分用，上下电路困难，设备复杂而不灵活。

 网管能力差。

 PDH系统实际上是先有设备后有国际国际标准，即成事实的两

大体系三种标准造成不同设备之间的接口困难。

 PDH体制只定义了标准的电接口无标准的光接口，使得PDH光

传输系统的兼容性差。

数字系列---异步数字系列PDH



 只有地区性的数字信号速率和帧结构，不存在世界性的标准。

 没有世界性的标准光接口规范，导致各个厂商自行开发专用光接口而互不

兼容。

 采用逐级复用/解复用，上下业务设备复杂，费用高，数字交叉连接功能

的实现比较困难。

网管通信通道带宽不足，难以建立集中式传输网管。

 传输网网络拓扑缺乏灵活性。

 通信需求向多样化、宽带化迅速发展，准同步已不能满足现代通信的要求。

PDH已不能满足现代通信的要求



SDH的产生背景

SDH产生的社会背景：通信网传输、交换、处理的信息量增大，向数

字化、综合化、智能化、个人化发展。

 作为通信网的承载体，传输网要求：

 宽带化——信息高速公路

 规范化——世界性统一的标准接口

SDH产生的技术背景：传统的PDH传输系统已不能适应现代通信发展

的要求。



同步数字体系

SDH   Syn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表示一整套可以进行同步数字传输、复用和交叉连接的标准化数字传送

结构等级，用于在物理传输网上传送经适配的净负荷。

SDH的基本概念



 SDH是一套数字传送结构；

 通过物理传输网络传送经适配的业务信息（净负荷）；

 被设计成多用途，允许传送各种类型的信号（包括G.702规定的PDH

信号在内）。

 一种具有标准光接口的高速光纤系统。

 一种同步复用设备。

 一种由基本网元组成,可进行同步信息传输,复用,分插和交叉连接的传

送网。

SDH的基本概念



SDH工作方式

信息包 信息包

PDH/ATM/IP
信号

PDH/ATM/IP
信号

打包

拆包

复用 解复用SDH网络
STM-N STM-N



SDH的优点

 SDH统一了世界上的三种数字体系。

 具有标准的光接口。

 同步复用,上、下支路方便。

 用于网络运行、管理、维护的开销丰富。

 组网灵活。

 网络具有自愈性。

 完全兼容PDH，兼顾未来的发展。



1、线型组网（点对点组网）

2、星型组网

3、树型组网

4、环型组网

5、网孔型组网

SDH的组网方式基本类型



拓扑结构
. 线形网

网络中的所有节点一一相连，并且首尾开放，又称链

型网。结构简单、经济。

. 星型网

网络中的某一点（枢纽）与其它个节点直接相连，而

其它各点之间不再直接相连。优点是除枢纽点外，所

有节点都可配成终端；缺点是安全问题是瓶颈。

. 树形网

可视为线形网与星型网的结合。

SDH的组网方式基本类型



. 环形网

所谓环形网，就是把线形网的首尾相接,从而使任何一点

都不对外开放。

环形网结构在SDH传送网中应用非常广泛，因它具有自

愈能力，使网络具有很强的生存性。

. 网孔型网

网络中的任何二个节点都能直接相连。

它能为二点间的通信提供多种路由可选，因而网络的可

靠性高；但结构复杂、成本较高。

SDH的组网方式基本类型



线型 链型

环型 树型

星型 网孔型

以上拓扑类型综合

SDH的组网方式基本类型



网络的保护

利用预先安排好的备用容量去保护主用容量。

SDH网的保护可分为二大类：路径保护与子网连接保护。

. 路径保护

对业务信号的传送路径进行保护，它既可以在复用段层进

行，也可以在通道层进行。

线路系统的复用段保护（MSP）

业务保护以复用段为基础（复用段信号质量），它可

以分为二种方式：1+1 与1N。

保护方式



自愈的概念：当网络发生故障时，无需人工干预，预即可在极短的时

间内从失效故障中自动恢复所携带的业务，使用户感觉不到网络已出

了故障。

为做到自愈，就必须使网络具备发现故障并能找到替代传送路由的

能力，在较短时限内重新建立通信，即由工作通道倒换到保护通道，

使业务继续传送。

SDH自愈网



四纤双向复用段保护环：

优点：能重复使用节点间时隙，大大增加整个环的

传输容量。

备用光纤PI、P2可传送额外业务。

缺点：倒换速度较慢，因用APS协议，而且需执行

交叉连接功能；对设备要求较高。

环传输容量：k STM-N (k为网络中的节点数)。

注：四纤环对ADM设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系统容量、交叉容量

、软件功能等；它适用于分散型业务。

SDH自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