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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有出现的几个常见问题，当您配置在Cisco ONS 15454的定时。本文解释这些问题并且提供您在四
节点ONS15454网络能使用定时最佳实践的示例。本文包括这些面积：

BITS底板引脚供外部同步参考●

计时警报类型●

计时概念●

简单时钟结构实验室设置●

最佳实践计时拓扑实验室设置●

外部同步的时钟配置屏幕●

告警屏幕，当配置外部同步时●

线路定时的时钟配置屏幕●

告警屏幕，当配置线路定时时●

计时拓扑更改，当环是残破的●

使用解释的告警屏幕时钟结构再同步●

使用解释的告警屏幕计时拓扑恢复(逆向)●

以Cisco ONS 15454用户文档的安装ONS15454时钟部分使用本文。使用的实验室设置根据在用户
文档的网络。然而，您能也使用本文作为独立配置和故障排除指南。

注意： 您必须设置每ONS15454的同步光网络(SONET)时钟参数。定时可以设置为外部、线路或者
被混合的节点。在多数ONS15454网络中，一个节点设置为外部，并且其他节点设置为线路。外部
节点接受其从建立集成定时供给(BITS)来源的定时配线对BITS底板引脚。BITS来源从一个主要参考
源(PRS)获得其定时，例如Stratum1 (ST1)时钟或全球定位卫星(GP)信号。线路Accept节点他们的
从光载波卡的定时。三定时参考可以为保护识别。这些是典型地两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
参考。内部参考是在每个ONS15454定时通信和控制(TCC)卡提供的第3层(ST3)时钟。

表1显示时钟准确性，并且它为什么是ST3。当ONS15454进入延期和从其自己的内部时钟时，时间
时钟源必须在定时容差内至少24个小时。

表1 –时钟准确性

层准确性 调整
幅度 Pull-In-Range 稳定性

对第一帧
衰减的时
间

1 1个x 10-
11 NA NA 72天

2 1.6 x 10-8
必须是计时的能同
步与准确性+/-1.6 x
10-8 1个x

10-
10/day 14天

3E 4.6 x 10-6
必须是计时的能同
步与准确性+/-4.6 x
10-6 1个x

10-
8/day 17个小时

3 4.6 x 10-6
必须是计时的能同
步与准确性+/-4.6 x
10-6 3.7 x

10-
7/day 23分钟



SONET最
少时钟20
x

10-6
必须是计时的能同
步与准确性+/-20 x
10-6

没指定 没指定

4E 32 x 10-6
必须是计时的能同
步与准确性+/-32 x
10-6

同准确
性一样 没指定

4 32 x 10-6
必须是计时的能同
步与准确性+/-32 x
10-6

同准确
性一样 没指定

先决条件

要求

本文档没有任何特定的要求。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不限于特定的软件和硬件版本。

规则

有关文档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计时概念

常见错误是认为定时参考从ONS15454节点被控制到其邻接节点。每个节点独立地接受其从这些来
源之一的自己的定时参考：

在ONS15454背板的BITS输入管脚●

在ONS15454安装的光载波卡●

在TCC/TCC+/TCC2卡的内部ST3时钟●

如果定时来自BITS输入管脚，必须为外部同步设置ONS15454。如果定时来自光载波卡，
ONS15454必须为线路定时设置。默认时钟源是内部ST3时钟。ONS15454可以为外部、线路，被
混合或者内部时机掌握设置。ONS15454由接受的时钟源计时所有其接口。

注意： 在流量链路传送的DS-1不是适当的BITS来源。此的主要原因是对无频率DS-1的SONET报酬
导致抖动，因为受控的滑动没有执行。

混合模式定时

参考目录选项在外部同步模式包括两BITS来源和内部时钟。参考目录选项在线路定时模式包括所有
光端口和内部时钟。外部和线路定时来源在与混合模式的定时的同步参考目录可以包括。小心，当
您使用混合模式的定时时，因为能导致因疏忽所致的计时环路。Cisco传输控制器窗口表示混合模式
的定时如何设置。

注意： 参考目录包括BITS和光端口作为时钟源。

//www.cisco.com/en/US/tech/tk801/tk36/technologies_tech_note09186a0080121ac5.shtml


内部(自由振荡的)同步

ONS15454有使用跟踪一更加优质的参考的内部时钟在TCC/TCC+/TCC2。在节点隔离情形下，时
钟提供延期定时或一个自由振荡的时钟源。内部时钟是一个被确认的ST3时钟以请匹配层3E规格的
高级功能：

空运行精度。●

延期频移。●

漫步容差。●

漫步生成。●

沿路休息处和截止。●

参考锁定的/结算时间。●

相位临时(容差和生成)。●

线路定时一典型的示例是，当环的每个节点的端口配置是其他节点的主要的和辅助计时参考在环时
。主时钟参考然后接受在环附近的一个方向，并且辅助计时参考接受在相反的方向。

这是最佳实践推荐，当线路定时：

在环附近逆时针配置主要定时顺时针和附属定时在环附近。图1显示时钟结构：

图1 –时钟结构图表

节点3-1接受在其BITS1管脚的外部ST1参考在此时钟结构图表中。节点3-1是其他节点使用线路定时
接受他们的在顺时针或逆时钟方向的主要的和辅助计时参考的主控。



然而，另一同样有效的时钟结构是有从在他们的背板BITS管脚的独立的ST1主时钟参考计时的这四
节点中的每一。

注意： 不支持链接BITS来源。这意味着一BITS来源没有用于计时从同样扁平电线引脚的多个节点
。从时钟源的每定时线卡典型地提供管脚输出给一套定时输入。请使用一个保护卡或另一定时线卡
冗余的另一BITS输入并且时间保护。

如果进行线路定时并且接受其从其光卡之一的，主时钟参考ONS15454退还在该光卡的一个“Don't
Use for Synchronization (DUS)” SSM消息在相反的方向。图2描述此方案(这不自动;在线卡必须选
择它)。这是定时首选方法与使用的DUS，如被检查线卡。

图2 –与使用的定时DUS

请勿使用(DUS)特定源的组播。(SSM)信息显示，因为从一ONS15454的同样定时参考分度圆到另一
ONS15454，如果ONS15454接受其从其相反的节点接受主时钟参考的同一个接口的主时钟参考。
这导致计时环路。节点3-1不收到DUS SSM消息，因为它从其背板BITS管脚的外部时间，与线路定
时相对。

因为该接口为邻接节点4-1，提供线路定时节点3-1必须表示在slot 5的DUS SSM消息，端口1。然而
，它不报告DUS SSM消息，因为slot 5不是其中一在节点3-1的主要的，附属或者第三定时参考(节
点3-1定时参考BITS1， BITS2和内部)。同样地， DUS SSM消息消失，如果取消辅助计时参考(从
节点的slot 5) 4-1和4-2。

DUS SSM消息登陆在Cisco传输控制器内的激活告警窗口。已登录DUS SSM消息允许您验证时钟
结构。您能使用他们检查每ONS15454接受其定时的方向。

顺时针主时钟参考和逆时针的辅助计时参考时钟结构看上去逻辑和简单领会。然而，请采取节点4-



2检查发生了什么，如果改变从相反的方向将接受的一三线时控节点主时钟参考。指示节点必须从节
点3-2当前接受其主时钟参考，与其当前节点4-1相对，因为图3显示：

图3 –从节点接受的主时钟参考3-2

其中每一个三线时控节点能接受主要的和辅助计时参考在表3。此时钟结构不是如容易了解。
IThere也似乎是在节点4-1和节点4-2之间的一个计时环路。证实是否有是计时环路，如果节点4-1丢
失其主时钟参考，并且必须使用其辅助计时参考。这是DUS SSM消息的重要性进来的地方，因为图
4显示：

图4 – DUS SSM消息的重要性



DUS SSM信息传送告诉节点4-2不使用此接口供定时参考而不是计时环路由于使用其辅助计时参考
的节点4-1。节点4-2被迫接受其内部ST3E时钟默认定时参考，如果丢失其主时钟参考，与其从节点
4-1的辅助计时参考相对，因为图5显示：

图5 –内部ST3E时钟的默认定时参考



问题当前出现关于为什么必须使用此复杂时钟结构，当可以使用时一更加容易地可理解的顺时针主
时钟参考和逆时针的辅助计时参考拓扑。要应答此问题，请扩展此网络到一更加大的拓扑，图6显示
：

图6 –当网络展开到一更加大的拓扑



每个节点接受其在顺时针方向和其辅助计时参考的主时钟参考在逆时钟方向在此八个节点双向线路
切换环(BLSR)光载波(OC) (BLSR OC 48)环。

与此时钟结构的问题是，当主时钟参考由节点8的时候接受，被重新生成了六次。当主时钟参考必须
是线路被计时围绕整个环时，计时问题例如滑动在大型网络能发生。

解决方案将保证主时钟参考接受在环附近的两个方向。这意味着主时钟参考必须在环附近半路只移
动，因为Figure7显示：

Figure7 –主时钟参考在环附近半路移动



主时钟参考只需要在Figure7的环附近半路接受。您能也看到，如果其中任一条节点之间的链路是残
破的，他们能仍然接受辅助计时参考。

在定时的一完整讨论是超出本文的范围之外。然而，此部分在ONS15454提供概念的基本说明在定
时后的。

同步模式

ONS15454在根据网络状况的这些同步模式之一中运行：

正常模式：系统时钟同步对参考源。时钟的输出频率是相同的象输入参考频率长期。在
TCC/TCC+/TCC2和XC/XCVT/XC10G卡的同步LED指示正常模式。

●

快速Start模式：当内部参考频率从外部参考参考时钟时，被抵消快速开始使用快速‘沿路休息处
’参考时钟并且是活跃的。附属参考源选择，如果频率抵消由超过2 ppm (每百万的部分)每30秒
(呼叫“漫步阈值”)。节点恢复回到主要参考源，当在指定的极限内时(例如， +/- 15 ppm)。在快
速Start模式的内部时钟在交换过程中。“请获取状态”，快速开始有时被称为。

●

保持模式：ONS15454进入延期，当最后可用的参考丢失时，并且节点同步对该参考超过140秒
。内部时钟保持在相位锁定环路(PLL)参数的为时已知值在此期限时，当节点仍然同步到参考时
钟。对自由流的模式的ONS15454交换机，如果延期频率值是损坏的。

●

自由流的模式：当独自地操作内部时钟时， ONS15454认为在运行模式。ONS15454和多数
SONET节点的空运行精度是ST3。所有SONET节点的最低的准确性比SONET最少时钟
(SMC)一定好，是+/- 20 ppm。

●

请使用BITS底板引脚供外部同步参考



ONS15454背板支持两位时钟PIN字段。前四个BITS管脚(行3和4)从第一个外部计时设备的支持输
出和输入。最后四个BITS管脚(行1和2)执行第二个外部计时设备的相同的功能。参见表2关于位时间
PIN字段的针分配。

表2 –位时间PIN字段的针分配

外部设备 联系方
式

头端线和环
线 功能

第一个外部设
备

A3
(BITS1) 主环(-) 对外部设备的输

出
B3
(BITS1)

主要的提示
(+)

对外部设备的输
出

A4
(BITS1) 辅助环路(-) 从外部设备的输

入
B4
(BITS1) 附属提示(+) 从外部设备的输

入

第二个外部设
备

A1
(BITS2) 主环(-) 对外部设备的输

出
B1
(BITS2)

主要的提示
(+)

对外部设备的输
出

A2
(BITS2) 辅助环路(-) 从外部设备的输

入
B2
(BITS2) 附属提示(+) 从外部设备的输

入

图8 – BITS里里外外

图9 – 15454背板



了解计时警报

ONS15454使用显示多种报警提供当前状态的摘要的一个激活告警窗口。所有定时情况用蓝色用蓝
色提示表明他们必须对待不重要的事件通知消息或情况，虽然他们在更旧的操作软件方面出现作为
报警。

新的计时事件通知警报用蓝色用蓝色提示，并且旧有计时事件通知警报到期并且转向白色，当计时
事件通知(例如在时钟结构上的一个变化)时显示。当报警显示显示窗口刷新时，他们然后删除。

这区分显示计时事件通知输入密码的摘要。

图10 – BITS-1输入密码

BITS1输入密码表明在ONS15454的BITS1接口生成计时事件通知。



图11 – BITS-2输入密码

BITS2输入密码表明在ONS15454的BITS2接口生成计时事件通知。

图12 – SYNC-NE输入密码

SYNC-NE输入密码表明在TCC卡的同步生成ONS15454的计时事件通知。

图13 – FAC-6-X-Y输入密码

FAC-6-X-Y输入密码表明在slot x的设备，端口Y生成ONS15454的计时事件通知。

图14 – SYNC-BITS 1个输入密码

SYNC-BITS 1个输入密码表明在TCC卡的同步生成BITS1接口的计时事件通知。

图15 – SYNC-BITS 2输入密码

SYNC-BITS 2输入密码表明在TCC卡的同步生成BITS2接口的计时事件通知。

最佳实践的计时拓扑实验室设定

此实验室设置展示为ONS15454设置的典型的定时。此设置根据包括在BLSR OC 48环的四
ONS15454节点的实验室设置。此实验室设置显示：

一个节点如何接受BITS1外部同步参考●

如何作为其他节点的重要的用途线路定时在环接受他们的顺时针主时钟参考和从它同步自己的
节点

●

环是故意地残破的●

此实验室设置如何指示Accept节点恢复和再同步他们的定时的逆时针的辅助计时参考。环然后修复
，并且节点再同步他们的定时回到接受顺时针主时钟参考。

参见图16关于用于实验室设置的网络拓扑：

图16 –最佳实践计时拓扑实验室设置



同样时钟结构显示通过Cisco传输控制器Network视图在表17。是线路定时的所有节点同步接受他们
的顺时针主时钟参考。

图17 – CTC Network视图



外部定时第一个节点

为定时将配置的第一个节点是节点3-1。请使用Cisco传输控制器接口导航到时间窗通过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ONS15454能接受其定时从线路(其中一个光卡)或从一外部BITS1来源。指定计时模
式的外部。当您指定外部时，节点3-1被指示使用BITS底板引脚接受其主时间源。

时钟配置示例在表18显示NE参考REF 1字段设置为BITS1。这指示节点3-1使用BITS1 IN底板引脚
接受其主时钟参考。BITS1 State字段是启用BITS1管脚的被放置的服务中(IS)。

当节点3-1初始化时，节点3-1使用其BITS1 IN底板引脚作为其主时钟参考源。节点3-1接受其从在
TCC卡运行的内部ST3时钟的辅助计时参考，如果不能使用BITS1底板引脚。它接受其第三定时参
考(内部ST3时钟)，如果此操作发生故障。

接受其从它，如果节点3-1初始化接受第二或第三个时钟源的同步的节点3-1交换机，但是其主时间
源以后变得可用。这是因为反向选项在配置窗口选择。逆向时间五分钟设置，是时间节点3-1等待其
主时钟参考变得可用切换接受它。

如果节点3-1使用BITS1管脚作为其主时钟参考源，所有在节点3-1的接口卡是由ST1时钟计时的。否
则，节点3-1使用其附属或第三定时参考，并且所有接口卡是由ST3时钟计时的。

参考ONS15454用户文档的安装ONS15454时钟部分选项的完整说明的可得到从时钟配置窗口。

图18 –第一个节点外部被计时的配置示例



第一个节点外部定时报警

当您接受一外部BITS1定时参考的Configure节点3-1，作为图19显示时，三报警生成。审阅告警窗
口Alarms选项通过Cisco传输控制器接口查看这些报警。报警指示该节点3-1 ：

检测ST1可追踪的PRS●

顺利地交换对ST1可追踪的PRS●



是流入在BITS1底板引脚●

注意： 报警的严重性是所有未报告的(NR)或没有警报(NA)。这表明报警只信息性。

图19 –生成的三报警，当第一个节点外部被计时

线路定时第二个节点

为定时配置的下一节点是节点3-2。请使用Cisco传输控制器接口导航到时间窗通过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指定计时模式的线路。当您指定线路时，节点3-2被指示查看在slot 6的光卡接受其主
时钟参考和slot 5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

NE参考REF 1字段设置为slot 6，时钟配置窗口的端口1。这是您指示节点3-2查看在OC 48光卡的
125微秒SONET数据包在slot 6查找其主时间源的地方。



NE参考REF 2字段设置为slot 5，端口1。这是您指示节点3-2查看在OC 48光卡的125微秒
SONET数据包在slot 5查找其辅助计时源的地方。

当节点3-2初始化时，节点3-2在slot 6使用OC 48卡接受其主时钟参考。如果不能使用此OC 48卡
，节点3-2接受其从OC 48卡的辅助计时参考在slot 5。节点3-2接受其从在TCC卡运行的内部ST3时
钟的第三定时参考，如果两个主要和辅助时钟源不可能接受。

如果节点3-2接受其附属或第三个时钟源初始化，但是主时钟参考以后变得可用，接受它的节点3-
2交换机。这是因为反向选项在配置窗口选择。逆向时间五分钟设置，是时间节点3-2从其主时钟参
考等待变得可用切换接受它。

如果节点3-2接受其主时钟参考，在节点3-2的所有接口卡由在slot 6的OC 48卡计时。如果节点3-
2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所有接口卡由在slot 5的OC 48卡计时。否则，所有接口卡是由内部ST3时
钟计时的。

参考ONS15454用户文档的安装ONS15454时钟部分选项的完整说明的可得到从时钟配置窗口。

图20 –配置示例，当第二个节点是被计时的线路



第二个节的点线路计时报警



当您Configure节点3-2线路定时的，作为图21显示时， Rour报警生成。审阅告警窗口Alarms选项查
看从Cisco传输控制器接口的这些报警。从报警，可以被推断那：

节点3-2顺利地交换对ST1可追踪的PRS。●

ST1在slot 6的可追踪的PRS联机，端口1。●

节点3-2检测ST1可追踪的PRS。●

ST1可追踪的PRS是可用的在slot 5，端口1。●

注意： 报警的严重性是所有NR或NA。这表明报警只信息性。

图21 –生成的报警，当第二个节点是被计时的线路



线路定时第三个节点

为定时配置的下一节点是节点4-1。请使用Cisco传输控制器接口导航到时间窗通过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指定计时模式的线路。当您指定线路时，节点4-1被指示查看在slot 6的光卡接受其主
时钟参考和slot 5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

NE参考REF 1字段设置为slot 6，时钟配置窗口的端口1。这是您指示节点4-1查看在OC 48光卡的
125微秒SONET数据包在slot 6查找其主时间源的地方。

NE参考REF 2字段设置为slot 5，端口1。这是您指示节点4-1查看在OC 48光卡的125微秒
SONET数据包在slot 5查找其辅助计时源的地方。

当节点4-1初始化时，节点4-1在slot 6使用OC 48卡接受其主时钟参考。如果不能使用此OC 48卡
，节点4-1接受其从OC 48卡的辅助计时参考在slot 5。如果两个主要和辅助时钟源不可能接受，节
点4-1接受其从内部第3层时钟运行的第三定时参考在TCC卡。

如果节点4-1初始化接受其附属或第三个时钟源，但是主时钟参考以后变得可用，接受它的节点4-
1交换机。这是因为反向选项在配置窗口选择。逆向时间五分钟设置，是时间节点4-1等待其主时钟
参考变得可用切换接受它。

如果节点4-1接受其主时钟参考，在节点4-1的所有接口卡由在slot 6的OC 48卡计时。如果节点4-
1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所有接口卡由在slot 5的OC 48卡计时。否则，所有接口卡是由内部ST3时
钟计时的。

参考ONS15454用户文档的安装ONS15454时钟部分选项的完整说明的可得到从时钟配置窗口。

图22 –配置示例，当第三个节点是被计时的线路



第三个节的点线路计时报警

除DUS SSM消息外，同样报警为节点的3-2节点4-1报告至于。因为允许您认可在您的网络内的时钟
结构此报警是重要。如果ONS15454是线路定时并且作为其主时钟参考使用在光卡的一个特定的流
入电路，将退还DUS SSM消息下来该接口为了防止计时环路。



注意： 这也许不发生。当您检查了功能在线卡的Provisioning选项下时， DUS SSM信息只传送。您
必须执行此为了传送DUS SSM信息。

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计时拓扑更改，当本文的Ring Is Broken部分。

图23 –生成的报警，当第三个节点是被计时的线路

线路定时以及在第四个节点上提供 BITS OUT 定时参考

配置的最后节点是节点4-2。请使用Cisco传输控制器接口导航到时间窗通过Provisioning > Timing选
项。指定计时模式的线路。当您指定线路时，节点4-2被指示查看在slot 6的光卡接受其主时钟参考



和光卡在slot 5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

BITS OUT管脚和ONS15454有您指定定时参考您要使用的独立的字段。这些字段解释此处：

BITS1 OUT， REF 1字段设置为slot 6，端口1。这指示节点4-2作为其BITS1 OUT管脚的主时
钟参考接受在OC 48光卡的125微秒SONET数据包在slot 6在背板。

●

BITS1 OUT， REF 2字段设置为slot 5，端口1。再次，这指示节点4-2作为其BITS1 OUT管脚
的辅助计时参考接受在OC 48光卡的125微秒SONET数据包在slot 5在背板。

●

放置BITS1 State字段是启用BITS1管脚。●

NE参考REF 1字段设置为slot 6，端口1。这是您指示节点4-1查看在OC 48光卡的125微秒
SONET数据包在slot 6查找其主时间源的地方。

●

NE参考REF 2字段设置为slot 5，端口1。这是您指示节点4-1查看在OC 48光卡的125微秒
SONET数据包在slot 5查找其辅助计时源的地方。

●

当节点4-2初始化时，节点4-2在slot 6使用OC 48卡接受其主时钟参考。如果不能使用此OC 48卡
，节点4-2接受其从OC 48卡的辅助计时参考在slot 5。节点4-2接受其从在TCC卡运行的内部ST3时
钟的第三定时参考，如果两个主要和辅助时钟源不可能接受。

如果节点4-2初始化接受其附属或第三个时钟源，但是主时钟参考以后变得可用，接受它的节点4-
2交换机。这是因为反向选项在配置窗口选择。逆向时间五分钟设置，是时间节点4-2等待其主时钟
参考变得可用切换接受它。

如果节点4-2接受其主时钟参考，在节点4-2的所有接口卡由在slot 6的OC 48卡计时。如果节点4-
2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所有接口卡由在slot 5的OC-48卡计时。否则，所有接口卡是由内部ST3时
钟计时的。

参考ONS15454用户文档的安装ONS15454时钟部分选项的完整说明的可得到从时钟配置窗口。

图24 –第四个节点的示例，当是时被计时和提供BITS的线路参考





线路计时以及在第四个节点上提供 BITS OUT 计时参考的报警

再DUS SSM信息显示，因为下一跳节点3-2是线路定时并且使用接口插槽5，端口1作为节点的4-2主
时钟参考。如果ONS15454作为定时参考，使用一个特定的光卡ONS15454退还下来DUS SSM消息
该接口为了防止计时环路。欲知更多信息，请参阅计时拓扑更改，当本文的Ring Is Broken部分。

信号(LOS)报警oss也BITS1底板引脚显示的。这是因为物理的没有设备电线包裹对那些管脚，虽然
BITS1底板引脚被放到服务。没有在BITS1 IN底板引脚的流入的信号。

图25 –为第四个节点生成的报警

四个节点ONS15454实验室设置当前完成。有在OC 48 BLSR环拓扑里配置的四节点。节点3-1作为
主控并且通过其流入BITS1 IN底板引脚提供ST1定时参考。



在环的其他三节点是从节点3-1的每线路定时。节点4-2通过其BITS1 OUT底板引脚也提供一ST1定
时参考。

这是与在环附近接受的顺时针主时钟参考的简单时钟结构，并且辅助计时参考在环附近接受逆时针
。

环断开时计时拓扑更改

因为图26显示，环是稳定的与在实验室设置的环附近接受的顺时针PRS ：

图26 –在环附近接受的顺时针PRS

故意地当前中断环。断开节点4-1和节点4-2之间的OC 48链路执行此。下一部分使用告警窗口解释
环如何恢复。

图27显示什么环的再同步的时钟结构看起来象在节点4-1之间的链路以后，并且节点4-2是残破的。

图27 –拓扑，当节点4-1和节点4-2之间的林克是残破的



节点3-1通过在其背板的BITS 1管脚仍然接受ST1主时钟参考。这是因为节点3-1外部时间，并且不
线路时间。节点3-1由在环的工间休息时间是未受影响的。

节点4-1从光纤中断是上行，并且能仍然接受顺时针主时钟参考。

节点4-2从光纤中断是下行和被迫切换接受逆时针的辅助计时参考。

节点3-2从光纤中断也是下行和也被迫接受逆时针的辅助计时参考。

请使用告警屏幕解释计时拓扑更改

您必须查看已更改时钟结构的网络级Cisco传输控制器视图，在您尝试了解在单个节点前的时间更改
，在环是残破的后。

图28 –已修改时钟结构



现在请查看单个节点反之。

第一个节点的计时拓扑更改

每ONS15454有三个时钟源，主要的，附属和第三。节点3-1为外部同步配置并且接受其从这些的定
时参考：

主要的—在ONS15454背板的BITS1管脚●

第二—在TCC卡的内部ST3时钟●

第三在TCC卡的内部ST3时钟●

当其主时钟参考源连接直接地在其有此配置的， BITS1 IN底板引脚上节点3-1由在环的工间休息时
间是未受影响的。因为图29显示，节点3-1依然是不可更改：

图29 –表明的告警屏幕节点3-1不可更改



第二个节点的计时拓扑更改

节点3-2为线路定时配置，并且接受其从这些的定时参考：

主要的— slot 6，端口1光载波OC 48线卡。●

第二— slot 5，端口1光载波OC 48线卡。●

第三在TCC卡的内部ST3时钟。●

节点3-2受在环的一工间休息时间的影响有此配置的。这是因为接受其从来顺时针在介绍到环在工间
休息时间间的环附近的主时钟参考源的定时。

节点3-2检测其主时间源损耗和交换机对其辅助计时源。

图30 –节点3-2检测其主时间源损耗



第三个节点的计时拓扑更改

节点4-1为线路定时配置并且接受其从这些的定时参考：

主要的— slot 6，端口1光载波OC 48线卡。●

第二— slot 5，端口1光载波OC 48线卡。●

第三在TCC卡的内部ST3时钟。●

节点4-1受在环的工间休息时间的影响有此配置的。这是因为接受其从在环附近来顺时针自节点3-
2在工间休息时间前介绍到环的主时钟参考的定时。然而，报警为在环的工间休息时间报告。

图31 –为在环的工间休息时间报告的报警



第四个节点的计时拓扑更改

节点4-2为线路定时配置并且接受其从这些的定时参考：

主要的— slot 6，端口1 OC 48线卡。●

第二— slot 5，端口1 OC 48线卡。●

第三在TCC卡的内部ST3时钟。●

节点4-2受在环和交换机的工间休息时间的影响对其与此配置的辅助计时源。这是因为接受其从在环
附近来自顺时针在工间休息时间间的节点3-2介绍到环的主时钟参考的定时。报警为在环的工间休息
时间也报告。

图32 –节点在环的工间休息时间的影响的4-2



计时拓扑恢复（逆向）

每个节点有选择的反向选项在实验室设置的Cisco传输控制器时钟配置窗口。节点被指示，如果丢失
其主时钟参考，并且必须交换，必须接受附属或第三定时参考，当您选择此选项时。如果以后恢复
其主时钟参考，它能交换回到接受它。

每个节点也有其逆向计时器设置为五分钟。逆向计时器指定，在节点收复其主时钟参考后多久等待
，在交换回到接受它前。

在实验室设置的光纤中断当前修复。节点认为工间休息时间修复，但是不更改他们的时钟结构，在
逆向计时器超时之后。逆向计时器expire after五分钟和时钟结构恢复到其有每个节点的原始状态接
受来自顺时针舍入环在节点3-2的BITS1管脚的ST1主时钟参考的。



三分钟，在光纤中断修复后，图33显示时钟结构的Cisco传输控制器Network视图。节点检测光纤中
断修复，但是仍然有等待的两分钟，在他们的逆向计时器超时前。

图33 –时钟结构的Cisco传输控制器Network视图在光纤中断以后的3分钟修复

这些消息由节点排序。在节点4-1和节点4-2之间的光纤中断引起的所有较小(MN)，主要(MJ)和关键
(CR)报警当前白色。这表明节点4-1和节点4-2检测光纤中断修复。

在节点4-1的DUS SSM消息也白色。这是因为节点4-2接受其从节点3-2的辅助计时参考并且送回
DUS到节点3-2。节点4-2不切换回到接受它，直到逆向计时器超时，虽然节点4-2当前有有效主时钟
参考流入从在修复的光纤链路的节点4-1。

通常， ONS15454只退还在接受其定时的接口的DUS。

在五分钟逆向计时器超时之后，图34显示窗口。

图34 – 5分钟逆向计时器超时



这些消息由节点排序。这些是每个节点的消息反之：

节点3-1 —保持不可更改，因为它接受由计时拓扑更改是未受影响的其从其BITS1管脚的主时钟
参考。

●

节点3-2 —，当光纤中断发生时，丢失其主时钟参考源。这是因为从从节点3-1的顺时针主时钟
参考是下行。它必须交换接受来自逆时针节点3-1的其辅助计时参考。因为也是顺流光纤中断
，节点4-2必须也变成其辅助计时参考。节点4-2接受其辅助计时参考提供的逆时针从节点3-2。
为节点3-2是白色的第一报警是DUS。这是因为节点4-2交换使用其顺时针主时钟参考和不再使
用从节点3-2的逆时针的辅助计时参考。通常， ONS15454只退还在接受其定时的接口的
DUS。为节点3-2是白色的第二报警是交换机对第二(SWTOSEC)。这是因为节点3-2当前检测
和交换回到使用其主时钟参考。

●

节点4-1 —为节点4-1是白色的唯一的计时警报是FAC的5-1 (设备) PRS。这是因为节点4-2当前
使用在环附近来顺时针节点4-1发送的主时钟参考。由于它接受此定时参考发送DUS回到。因此
，节点4-1能作为定时参考不再使用此接口。通常， ONS15454只退还在接受其定时的接口的
DUS。

●

节点4-2 —前两计时警报(SWTOSEC和PRS)白色发出，当交换接受其从节点3-2时的辅助计时
源。因为节点4-2当前交换回到接受其主时钟参考，这些报警当前白色。白色的第三计时警报
(SWTOSEC)是从在节点4-2的BITS1接口，阐明，交换对其辅助计时参考。因为在节点4-2的
BITS1接口也当前交换回到其主时间源，此消息当前白色。是白色来自节点4-2本身和BITS1接
口的最后两计时警报(SYNCPRI)。这表明他们丢失他们的主时钟参考。因为主时钟参考当前恢
复，这些消息当前白色。在清除后，图35显示最终激活告警窗口所有报警。

●

图35 –最终激活告警窗口



时钟结构恢复了对其原始配置，每个节点在环附近接受主时钟参考顺时针。

图36 –每个节点在环附近接受主时钟参考顺时针



计时警报/条件和故障排除计时（软件级依赖）

此部分描述计时警报和情况。它也提供提示和步骤排除故障或解决他们。

FRNGSYNC

自由流的同步(FRNGSYNC)是一个主要影响服务的错误。

报告的ONS15454在自由运行同步模式。外部同步来源禁用，并且节点使用其内部时钟，或者
ONS15454丢失其指定BITS时钟源。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FRNGSYNC ：

如果ONS15454配置从其自己的内部时钟，运行请忽视此报警。1.
验证BITS时钟源有效，如果ONS15454配置运行外部同步来源。与BITS时钟源的常见问题包
括被倒转的配线和不愉快的经历卡。

2.

FSTSYNC

Fast Start Synchronization (FSTSYNC)较小， non-service-affecting报警。

FSTSYNC模式含义ONS15454选择一新的定时参考。上一个定时参考失败。此信息性报警在大约
30秒之后消失。



HLDOVERSYNC

Holdover Synchronization (HLDOVERSYNC)是一主要影响服务的报警。

主要的或辅助计时参考的损耗发出HLDOVERSYNC报警。当在定时输入的线性编码跟在
ONS15454的配置不同定时参考损耗发生。它在新节点参考时钟的选择时通常也发生。此报警表明
ONS15454进入延期并且使用ONS15454内部参考参考时钟，是ST3-level计时设备。当主要的或附
属定时重新建立，报警清除。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HLDOVERSYNC ：

检查与定时关连的另外的报警。1.
根据本地站点实践重新建立主要和辅助时钟源。2.

LOF (TCC+)

帧丢失(LOF) (TCC+)是一主要影响服务的报警。

在TCC+ BITS输入的端口检测在流入BITS定时参考参考信号的一LOF。LOF表明接收的
ONS15454丢失在流入的数据的帧描述。

注意： 步骤假设， BITS定时参考参考信号正常运行。它也假设在节点翻起物期间，报警没出现。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在TCC+的LOF ：

验证线路组帧和线性编码配比在BITS输入和TCC+之间。1.
表明报告在Cisco传输控制器的报警的slot和端口。2.
查找外部BITS时钟源的编码和组帧格式。这在用户文档外部BITS时钟源的或在时钟源。3.
点击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显示一般时间窗。4.
验证编码匹配BITS时钟源的编码(B8ZS或AMI)。5.
如果编码不配比，请点击编码显示菜单。选择适当的编码。参考这些部分欲知更多信息
：Cisco ONS 15454排除故障和参考指南的页36页12576-01六月2001 PalmOS的报警故障排
除78

6.

验证成帧匹配BITS时钟源的帧(ESF或SF [D4])。7.
如果帧不配比，请点击帧显示菜单。选择适当的帧。注意： 编码字段的B8ZS与在Framing字
段的ESF通常配对在定时Subtab，并且Ami编制程序字段与SF (D4)通常配对在Framing字段。

8.

请替换TCC+卡，如果报警没有清楚，当线路组帧和线性编码配比在BITS输入和TCC+之间时
。注意： 当您用相同类型的卡时，替换卡您不需要做对数据库的任何变动。

9.

STU

同步可追踪性未知(STU)是没有警报。

STU报警发生，当报告的节点被计时对不支持同步状态信息处理的参考时(SSM)。SSM是传达关于
时钟源的质量的信息的SONET协议。SSM消息在S1字节被传播的SONET线路层。SSM使
SONET设备自动地选择最优质的定时参考和避免计时环路。ONS15454支持SSM。此报警表明报告
的节点有启用的SSM，但是时钟源不支持SSM，或者报告的节点没有SSM启用的，然而时钟源支持
SSM。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STU ：



选择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1.
如果同步消息传送被检查，请清除选择。如果同步消息传送没有选择，请检查方框。2.
单击 Apply。3.

SWTOPRI

交换对主要的(SWTOPRI)没有警报。

ONS15454交换对主时间源(参考1)。ONS15454使用三分级的定时参考。定时参考是典型地两
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参考。

注意： 这是情况而不是报警。它是对于仅信息和不要求您排除故障。

SWTOSEC

交换对第二(SWTOSEC)没有警报。参考这些部分欲知更多信息：

Cisco ONS 15454排除故障和参考指南的页56●

页12576-01六月2001 PalmOS的报警故障排除78●

ONS15454交换对辅助计时源(参考2)。ONS15454使用三分级的定时参考。定时参考是典型地两
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参考。

查寻并且排除故障与主时钟源的疏忽涉及的报警，例如SYNCPRI报警清除SWTOSEC。

SWTOTHIRD

交换对第三(SWTOTHIRD)没有警报。

ONS15454交换对第三个时钟源(参考3)。ONS15454使用三分级的定时参考。定时参考是典型地两
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参考。

查寻并且排除故障与失败涉及的报警主要的，并且附属参考源，例如SYNCPRI和SYNCSEC警报清
除SWTOTHIRD。

SYNCPRI

主参考源时钟丢失(SYNCPRI)较小， non-service-affecting报警。

SYNCPRI报警发生，当ONS15454丢失主时间源(参考1)。ONS15454使用三分级的定时参考。定时
参考是典型地两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参考。ONS15454应该换成其辅助计时源(参考
2)，如果SYNCPRI发生。此交换机也触发SWTOSEC报警。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在TCC+卡德的SYNCPRI ：

选择从卡视图的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报告的TCC+卡的。1.
检查当前配置NE参考的REF-1。2.
如果主要参考是BITS输入，请遵从在" LOS (OC-N) "部分的步骤在页41。3.
如果主要参考参考时钟是ONS15454的，一传入端口请检查主要参考参考时钟。4.



SYNCSEC

SYNCSEC较小， non-service-affecting报警。

参考这些部分欲知更多信息：

Cisco ONS 15454排除故障和参考指南的页57●

Palm OS 78-12576-01六月的报警故障排除2001年●

二级参考源时钟丢失(SYNCSEC)报警发生，当ONS15454丢失辅助计时源(参考2)。ONS15454使
用三分级的定时参考。定时参考是典型地两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参考。如果
SYNCSEC发生， ONS15454必须换成第三个时钟源(获取ONS15454的有效定时的参考3)。此交换
机也触发SWTOTHIRD报警。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在TCC+卡德的SYNCSEC ：

选择从卡视图的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报告的TCC+卡的。1.
检查REF-2的当前配置供NE参考。2.
如果附属参考是BITS输入，请遵从在" LOS (OC-N) "部分的步骤在页41。3.
如果辅助计时源是ONS15454的，一传入端口请检查辅助计时源。4.

SYNCTHIRD

SYNCTHIRD较小， non-service-affecting报警。

三级参考源时钟丢失(SYNCTHIRD)报警发生，当ONS15454丢失第三个时钟源(参考3)。
ONS15454使用三分级的定时参考。定时参考是典型地两BITS级别或line-level来源和内部参考。如
果SYNCTHIRD发生，并且ONS15454使用一个内部参考来源三，则TCC+卡也许已经失败。
ONS15454在SYNCTHIRD以后经常报告FRNGSYNC或HLDOVERSYNC。

完成这些步骤清除在TCC+卡德的SYNCTHIRD ：

选择从卡视图的Provisioning > Timing选项报告的TCC+卡的。1.
检查REF-3的当前配置供NE参考。2.
如果第三个时钟源是BITS输入，请遵从在" LOS (OC-N) "部分的步骤在页41。3.
如果第三个时钟源是ONS15454的，一传入端口请检查时钟源。4.
如果第三个时钟源使用时间的内部ONS15454请执行在TCC+卡重置的一软件：显示Cisco传输
控制器View节点。放置在报告报警的slot的光标。用鼠标右键单击并且选择重置卡。

5.

实际上，如果此操作不能清除报警，重置TCC+卡。6.
如果重置不能清除报警，请替换TCC+卡。7.

参考此来源欲知更多信息：

章节Cisco ONS 15454故障排除指南两-版本4.1.x和版本4.5 (报警故障排除)●

注意： 当您用相同类型的卡时，替换卡您不需要做对数据库的任何变动。

计时 挂图

请使用此PDF留图关于定时的更多信息。

//www.cisco.com/warp/customer/127/Timing/time-wallchart1.pdf


   

相关信息

技术支持和文档 - Cisco Systems●

//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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