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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教育“新基建”政策

具体内容涉及网
络新建或改造等

2021.7.21

建设目标：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并通过迭代升级、更新完善和持续建设，实现长期、全面的发展。建

设教育专网和“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数字底座。汇聚生成优质资源，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相融合的新校园，

拓展教育新空间。开发教育创新应用，支撑教育流程再造、模式重构。提升全方位、全天候的安全防护能力，保障广大师生切身利益。



Huawei Confidential4

背景：区域教育信息网络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网络质量无法保证

教育应用增多、网络接入质量差

• 三个课堂、学籍管理、互动课堂、录播点

播、在线交流、在线考试评测、电子书包

等教学应用不断增加，网络承载能力弱；

• 无法兼顾带宽、时延、可靠性等指标；

• 演进能力差，无法兼顾后续智慧教学、

VR/AR等新教育应用承载需求。

设施陈旧重复建设

在网设备长、多网独立建设

• 缺乏统一规划，有线、无线、物联等分别

建网，重复投资严重；

• 信息化1.0时代设备陈旧，网络设备老化严

重，性能和功能成瓶颈

• 网络场景复杂(教学/宿舍/会议/场馆…)。

缺乏统一规划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互通较少

• 区域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网络连通较少，

教育资源及社会资源无法共享；

• 普教区域网络覆盖能力不足，多数学校通

过互联网接入城域网，带宽保障和网络安

全等问题明显。

运维力量弱

系统繁多、人少事多

• 网络维护力量薄弱；

• 汇聚和接入点设备多，弱电间占用多，

故障点较，部署、管理、维护复杂，运

维效率低；

• 业务调整周期长，需要重新规划部署。

区域教育网络新基建建设目标：高速、便捷、绿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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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光纤是面向未来网络部署的最佳选择

光进铜退势在必行

全无线 全光纤 万物互联

楼宇

楼层

房间

IT 机房

终端

桌面

介质革命，助力碳中和

光纤 铜线

光纤介质

近乎无限 带宽
Tbps vs Gbps

400x 覆盖
40km vs 100m

50%铜矿开采用于制造铜线线缆

*EPBD, European Commission, January 2019

绿色
可持续

3x 能量消耗
2 瓦 vs > 10瓦/用户

有线/无线/物联网本质上都是通过有线介质连接，光纤在带宽、距离、可靠性、寿命等方面优势显著，同时兼顾绿色和环保，校园
网络光进铜退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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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F5G + 5G，共同开启万物互联新时代

固定网络每5~10年演进一个代际

10G PON/200G

改变生活 改变社会

VDSL/40G
ADSL/10G

GPON/100G

POTS/2.5G

2G
3G

4G

无线网络

固定网络

5G

第五代固定网络（F5G）进入全光时代

FFC(Full-fiber 
Connection)

16K

eFBB (Enhanced 
Fixed Broadband)

10 Gbps

Connections per system

GRE(Guaranteed 
Reliable Experience)

100 μs latency

16K

4K
8K

2K

Cluster

VR

8K

4K

Video

光联接数（百万）

300
500
15
10

3000

800

135

20

20252019

工业互联专线家庭数据中心

1000

600

45

15

2022

带宽

1990~ 2000~ 2010~2005~ 2019~

窄带
64~128Kbps

宽带
2M~20M

高速宽带
30M~100M

超宽带
100M~500M

千兆宽带
1G~5G

F1G F2G F3G F4G F5G

PSTN DSLAM FTTC/FTTB FTTH FTTR技术

语音时代 宽带时代 视频时代 4K超高清时代 VR/千兆时代

ETSI（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定义F5G第五代固定网络；F5G基于光纤通信技术，10G PON(无源光网络)、200G/400G OTN（光传送
网络）等为ITU（国际电信联盟）相关技术标准；F5G目标为光联万物；F5G为校园网络演进提供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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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部署千兆光纤网络。加快“千兆城市”建设，持续扩大千兆光纤网络覆盖范围，推进城市及重点乡镇万兆无源

光网络（10G-PON）设备规模部署，开展城镇老旧小区光接入 网能力升级改造。完善产业园区、商务楼宇、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等重点场所千兆光纤网络覆盖。推动全光接入网进一步向用户终端延伸，推广实施光纤到房间、到

桌面、到机器，按需开展用户侧接入设备升级。加强网络各环节协同建设，提升端到端业务体验，积极引导宽带

用户向千兆光纤宽带业务迁移。加快光纤接入技术演进升级，支持有条件地区超前布局更高速率宽带接入网络

“十四五”信息通信
行业发展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12-11

以千兆光纤网络为代

表的网络设施是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建设制

造强国、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重要基石

——通信世界 解读

“十四五”规划

最新

政策：F5G千兆光网成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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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F5G是新基建的先导基础

✓ F5G全光接入网络和5G构建双千兆网络，共同实现了个人终端、家庭、企业、桌面、园区、工厂、物联网IoT的全面接入；

✓ F5G全光传送网络作为承接网络，联接到数据中心和云平台，为其他新型基础设施提供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网络入口和高速管道；

✓ F5G作为信息通信网络的“传导神经”发挥积极作用，满足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的网络联接需要；

✓ F5G支持丰富的行业数字化应用，助力千行百业发展，例如数字娱乐、智慧城市、智慧工程、远程教育等，加速传统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

化方向发展，助力智慧社会建设。

国家信息中心《全光智慧城市发展报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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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F5G光传送-多业务融合承载，降低光纤使用成本
OTN（光传送网络）基于波分复用技术，可在一对光纤中实现大容量、长距离、多业务融合传送；目前在光纤中实现48/96/120个波
道，单个波道传送速率可达100G/200G/400G/800G等；OTN技术普遍用于国家、省际、城域、DCI等网络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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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F5G光接入-无源POL二层网络架构
传统LAN为P2P网络架构，规模部署时需增加汇聚设备解决覆盖问题（节省光模块和光纤占用数量）； POL（ Passive Optical LAN：
无源全光局域网）为P2MP协议架构，无源分光器解决多点接入和覆盖问题，相比传统LAN网络，无需汇聚层；同时匹配“云管端”
业务云化流量模型；参考标准：GPON（2.5G）、XGS PON（10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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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基于F5G区域教育网络新基建整体架构
广域覆盖、带宽无忧

• 单波100G~800G，单纤最高48T

• 自研芯片超低时延，端到端时延可视可控

• 物理硬管道，业务独立，传输可靠

架构极简、演进无优

• 光电融合简化站点，OXC简化光层

• Liquid OTN多业务承载，光切片一网多用

• IP+POL极简园区网络架构

高效管维、运维无忧

• OD&OF智能化运维，全网资源可视可控

• POL开局即插即用免调测，提升部署效率

• 绿色节能，网络可靠性高

区域教育
网络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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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网络新基建方案-省教育骨干网
大带宽、低时延

• 48波/96波 x 100G/200G传输带宽，满足与数据

中心之间大带宽业务需求

• 可平滑升级演进，PKT/OTN/SDH综合承载

• 转发无阻塞，业务低延时，时延可视化管理

高可靠、易运维

• 提供多种网络保护方式，毫秒级倒换

• 硬管道，物理隔离，不同部门、不同类型业务天

然切片

• 全方面随路性能和故障监测，可视化运维

扩展强、成本优

• 大带宽资源池，无需新增光缆，通过扩容板卡即

可实现带宽平滑升级

• 一次建网，10年带宽无忧

• 满足教育信息化、业务云化发展的长远需求

场景：1、省-市教育节点互联；2、资源平台、数据中心、科研设施互联；3、数据中心容灾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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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网络新基建方案-地市县城域教育网
融合创新，面向未来

• 40/48波 x 10G/100G OTN环网构建城域专网，

提供城域带宽资源池，一次建网，10年无优

• 接入层采用IP+POL大二层极简架构，光进铜退

• 城域多业务融合承载，接入多网合一，平滑升级

广域覆盖，安全可靠

• 城域OTN长距传送，接入40km广域覆盖

• 提供多种网络保护方式，毫秒级倒换

• 城域OTN多业务物理隔离，POL接入AES加密

• 接入POL支持Portal/802.1x/PPPoE多种认证

绿色节能，高效运维

• 接入POL全光绿色架构，节省能耗、机房空间和

布线空间，无源ODN网络免维护

• 接入POL只有OLT管理节点，ONU即插即用，部

署效率提升40%

• 整网可视化，业务端到端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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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网络新基建方案-全光校园网

简架构：光纤接入，面向未来

• 全光纤布线，基于F5G的POL全光接入

• 领先IP+POL网络融合架构，兼顾IP和POL优势

• 最佳IPv6商用能力，扁平化的大二层极简架构

易演进：一网融合，泛在体验

• 一纤多业务接入，多网络融合，逻辑/物理隔离

• 业务扩展便捷，室内/室外全场景全覆盖

• 带宽平滑演进，GPON/10G/50G PON共平台

• Portal/802.1x等多种认证，Type B/C全保护

智运维：绿色节能，高效管维

• 节省弱电机房空间、布线空间和能耗

• 无源分光器及ONU可靠性高，网络故障率低

• 开局即插即用免调测，提升部署效率

• IP + POL 统一集中运维，模板批量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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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G已成为校园建网趋势，标准/方案/供应驱动产业愈加繁荣
基于F5G技术的“全光校园”，“全光校园”理念目前已得到教育行业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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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CERNET  100G OTN教育骨干网络

• 扩大网络覆盖和带宽，支持全国211大学高速接入

• 提升网络业务承载能力，支撑面向全国高等教育的普通服务和面向全

国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科研服务

• 具备向IPv6网络平滑演进能力

• 骨干网：大容量OTN平台，初始40波100G，后续平滑演进到200G

• 城域网：OSN1800多业务接入平台，任意业务接入，灵活部署

• 端到端MS-OTN：简化网络层次，简化运维，提升资源利用率

• 带宽无忧：总容量达到40*100G

• 覆盖广：覆盖全国36个城市，其中100G通达全国21个城市的23个核心节点

• 安全可靠：38个核心节点和4个国际/国内互联点，网络运行状态“知情可控”

• 低时延：完美解决科研项目中大数据传输与处理的瓶颈，时延降低到0.2s

客户需求及挑战

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Huawei Confidential19

案例：深圳教育城域OTN骨干网

龙华

环一 环二

光明

宝安

南山 福田
深圳市教育局直属（泥岗中心）

罗湖

盐田

大鹏

坪山龙岗梅林灾备业务副中心

• 深圳市各类学校2551所，各级各类在校学生总数220.92万人，现有城域网

无法满足高带宽压力，急需升级

• 客户侧业务种类繁多，高并发情况下，网络不稳定，光缆资源紧缺，铺设、

租用成本高

• 数据中心9800U32组成1+1主备保护，全面保护数据可靠性

• 区域网络9800M24+OSN1800V，C120缓解带宽不足压力

• NCE-T资源可视，业务快速发放，带宽按需调整

• 40波*10G/100G大容量混传城域网，极大程度节省光纤资源，建网成本

减少25%以上

客户需求及挑战

解决方案

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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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浙江义乌市F5G教育城域网

1. 需求和挑战

• 设备陈旧，现网的网络设备运行使用多年，性能不足；

• 线路老化，学校的网络布线采用双绞线缆，线路老化，发热量大，容易与强电

短路，存在私拉乱接的现象；

• 弱无线覆盖，目前各个学校无线未进行全面的无线覆盖，个别办公室采用家用

路由器方式，信号效果差，无法统一管理，信号干扰严重；

2. 华为解决方案

• 有线接入组合ONU：每个教室部署1台小规格ONU,电脑教室等场景部署大规

格ONU设备作为接入设备；

• 无线接入组合性能：中大型教室部署一台高密型AP，提升多用户终端接入数

量。教室走廊和普通教室部署主流AP，支持wave2标准；

• 统一网管：教育局部署1套eSight网管系统，实现对全网有线、无线设备的统

一管理，包括OLT和ONU设备；

3. 客户收益

• 简化设计，网络设计工作量减少40%，带宽升级改动最小；

• 提升效率，2个月时间内快速完成网络部署，节省弱电空间20%以上；

• 面向未来，光纤到房间，可以灵活调整不同区域的功能布局；

网管平台

准入控制

乡镇核心

核心交换机

学校核心

OLT

ONU

市教育局 乡镇核心 各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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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南航/深大等F5G全光校园网

新一代“智慧校园”

部署效率

↑50%

运维效率

↑30%

实施高效

语音/ 数据 / 物联网三网合一

IP + POL 统一认证 & 管理

接入设备

50000+

生命周期

3X

面向未来

IPV4 & IPV6双栈，50G PON演进

10年 → 30年

综合性重点大学，在校人数~10k，

建设“突出信息化”和“三十年不落伍”的

智慧校园

• 体验差：布线复杂，老化、电磁干扰严重

• 难运维：多网并存，机房占用，运维效率低

• 难演进：接入数量、带宽、 IPv6 等问题

诉求 挑战

带宽提升

10X

可靠性

99.999%

体验优质

百兆 → 万兆

OLT关键硬件冗余热备

第 1 个

联合创新

对称 10G-PON

第 1 个
单波 100G 校区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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