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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本文描述配置和戒备与位置带宽管理器(LBM)有关。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Cisco建议您有Cisco Unified通信管理器(CUCM)版本11.5知识。

Components Used

本文的信息根据Cisco Call Manager (CCM)版本11.5。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如果您的网络实际
，请保证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背景信息

LBM服务从来源位置算出有效路径到目的地位置。它提供有用的功能在幕后，例如从统一的通信管
理器呼叫控制和复制带宽信息的处理带宽请求在簇内和在簇之间。您在维护性管理中能找到配置和
实时信息此功能提供。



  

Configure

1. 启动LBM服务

验证是否启动Cisco LBM服务。对于一个新的系统安装，您手工必须enable (event)在期望节点的服
务。为了使适当地工作改进的位置的CAC，此服务一个实例在每簇必须运行。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维护性，请连接对Tools > Service启动。
第2步 从服务器下拉列表，请选择服务器，然后点击如在镜像中看到去。
第3步 若需要，请检查Cisco位置带宽管理器复选框。
第4步 Click Save.

2. 创建LBM组

如果LBM在同一个节点不运行，请配置一个LBM组并且分配LBM组到服务器。LBM组让您优化网络
延迟和性能。每个服务器必须与LBM服务联络为了确定每次呼叫的可用的带宽和扣除带宽处于每次
呼叫的。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 CM管理，请连接到系统>位置信息>位置带宽管理器组。

第2步

执行这些任务之一：
-为了修改一个现有的LBM组的设置，请输入查寻标准，点击查找，从产生的列表然后选择一个现有的
LBM组。
-为了添加一个新的LBM组，请点击添加新。

第3步 配置在位置带宽管理器组配置窗口的字段。请参阅在线帮助关于字段和他们的配置选项的更多信息。
第4步 如在此镜像中看到点击“Save”。



3. 配置位置和位置链路

配置位置为了实现在集中式呼叫处理系统的呼叫接纳控制。位置表示一个区域网(LAN)，并且能包
含终端或担当在链路之间的传输位置广域网络(广域网)网络模拟的。位置提供带宽记帐在位置内以
及在或者出于位置。链路提供在位置之间的带宽记帐并且互联位置。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 CM管理，请连接到系统>位置信息>位置。

第2步

执行这些任务：
-为了修改一个现有的位置的设置，请输入查寻标准，点击查找，从产生的列表然后选择一个现有的位置
。
-为了添加一个新的位置，请点击添加新。

第3步 根据需求配置在位置配置窗口的字段
第4步 如此镜像所显示，点击“Save”。

Note:如果2个位置的相互音频带宽指定是1080kbps，并且，如果相互区域编码是G711ulaw
(64kbps)然后大约16次呼叫可以同时是活跃的(1080/64)。就此而论，您能相应地设置音频和



视频带宽关系。

4. 分配内部位置带宽

如果不要使用无限的带宽，默认值分配内部位置带宽到位置。默认情况下，当您创建一个新的位置
时，从新加的位置的一条链路的Hub_None添加，与无限的音频带宽、384 Kbps视频带宽和384
Kbps immersive视频带宽。您能调整此分配匹配您的网络模型。

Note:如果音频质量是差或浪潮起伏的，请降低带宽设置。例如， ISDN 56 Kbps或64 Kbps的
使用多个。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 CM管理，请连接到系统>位置信息>位置。
第2步 输入查寻标准，点击查找，从产生的列表然后选择位置。
第3步 点击显示先进为了显示内部位置带宽字段。
第4步 如果必须，请选择音频带宽的Kbps单选按钮，然后输入带宽值在文本框。
第5步 如果必须，请选择视频带宽的Kbps单选按钮，然后输入带宽值在文本框。
第6步 如果必须，请选择Immersive视频带宽的Kbps单选按钮，然后输入带宽值在文本框。
第7步 如此镜像所显示，点击“Save”。

5. 建立外部通信

配置LBM集线器组允许作为集线器的LBM服务器查找在远程簇的LBM服务器。此步骤建立与那些簇
的外部通信。当LBM集线器组分配到它时， LBM服务成为集线器。分配与其他LBM服务器的LBM集
线器组建立通信分配同样的任何LBM服务器或一个交迭的LBM集线器组。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 CM管理，请连接到系统>位置信息>位置带宽管理器(LBM)簇之间复制组。

第2步

执行这些任务之一：
-为了修改LBM簇之间复制组的设置，请输入查寻标准，点击查找，并且从产生的列表选择一个现有的LBM簇之
间复制组。
-为了添加一个新的LBM簇之间复制组，请点击添加新。

第3步 配置在位置带宽管理器簇之间复制组配置窗口的字段。请参阅在线帮助关于字段和他们的配置选项的更多信息。



第4步 如此镜像所显示，点击“Save”。

6. 配置被增强的位置呼叫接纳控制的SIP聚类间Trunk

分配SIP聚类间Trunk (ICT)到Shadow位置设立适当的簇之间操作。与设备连接与一个特定位置，例
如SIP网关的SIP Trunk，可以分配到普通的位置。Shadow位置是不包含其他位置的链路和带宽分
配的一个特殊位置。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 CM管理，请连接对设备> Trunk。
第2步 输入查寻标准，点击查找，从产生的列表然后选择一条现有的SIP聚类间Trunk。
第3步 从位置下拉列表，请选择Shadow。
第4步 Click Save.

7. 从视频呼叫的音频池扣除音频带宽

如果要分裂音频和视频带宽扣除额成视频呼叫的，独立的池请使用此程序。默认情况下，系统从视
频呼叫的视频池扣除音象流和视频流的带宽需求。

Note:当您enable (event)此功能， CAC在音频带宽扣除额包括对于IP/UDP网络开销是必需的
带宽。此音频带宽扣除额等同于对音频比特率加上IP/UDP网络顶上的带宽需求。视频带宽扣
除额是仅视频比特率。

程序

Step1 从Cisco Unified CM管理，请连接对系统>服务参数。
第2步 从服务器下拉列表，请选择发布人节点。
第3步 从服务下拉列表，请选择Cisco Call Manager。
第4步 从Clusterwide参数(呼叫接纳控制)地区，请设置扣除音频带宽部分的值从音频池的视频呼叫服务参数的对真。
第5步 Click Save.

Verify



Use this section to confirm that your configuration works properly.

RTMT戒备

Name : Hub_None->Tampa-MLK

ResourceType : 2

AppID : Cisco Location Bandwidth Manager ClusterID : PUB01-Cluster NodeID : SUB01 TimeStamp :

Tue Aug 01 11:15:25 EDT 2018.

The alarm is generated on Tue Aug 01 11:15:25 EDT 2018

提醒的定义：

LocationOutOfResources ：此计数器表示一次呼叫通过位置发生故障由于缺乏带宽时期的总数。

说明：位置或链路连接的位置用尽了音频/视频/immersive带宽并且进一步呼叫不能产生或穿过位置
/链路。在资源情况外面愿是临时由于呼叫的大数字在高峰时间，并且可能单独更正，当呼叫终止时
，并且带宽释放。

建议操作：添加额外的带宽的Consider到位置/链路下在选项之下：

系统>位置信息>位置。

Enum Definitions - ResourceType

Value          Definition

1                 Audio bandwidth out of resource

2                 Video bandwidth out of resource

3                 Immersive bandwidth out of resource

您能也监控从CLI的此实例：

show perf query class "Cisco Locations LBM"

show perf query counter "Cisco Locations LBM" "BandwidthMaximum"

show perf query counter "Cisco Locations LBM" "BandwidthAvailable"

show perf query counter "Cisco Locations LBM" "CallsInProgress

Note:万一视频带宽，您还会需要增加至少384 Kbps为了允许一次视频呼叫横贯此路径。也许
设置它一样高象您的网络设计技术支持。

您能也监控从RTMT的实例：

配置在RTMT的戒备

Ref指南：  RTMT指南

https://www.cisco.com/c/zh_cn/support/docs/unified-communications/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213294-configure-custom-alert-in-cisco-real-tim.html 
/content/en/us/td/docs/voice_ip_comm/cucm/service/10_0_1/rtmt/CUCM_BK_CA30A928_00_cisco-unified-rtmt-administration-100/CUCM_BK_CA30A928_00_cisco-unified-rtmt-administration-100_chapter_0101.html 


错误消息：

%UC_Location Bandwidth Manager-5-LBMLinkISV:

%[RemoteIPAddress=String][LinkID=String][LocalNodeId=UInt][LocalApplicationId=Enum][RemoteApplic

ationId=Enum][AppID=String][ClusterID=String][NodeID=String]: LBM link to remote application

restored.

说明：此警报表明LBM获取了与远程LBM的通信。注意远程LBM应该也指示LBMLinkISV。

建议操作：与信息有关只;没有需要动作。

Reason Code - Enum Definitions

Enum Definitions - LocalApplicationId

Value       Definition

700           LocationBandwidthManager



Enum Definitions - RemoteApplicationId

Value      Definition

700          LocationBandwidthManager

错误消息：

%UC_Location Bandwidth Manager-1-LBMLinkOOS:

%[RemoteIPAddress=String][LinkID=String][LocalNodeId=UInt][LocalApplicationID=Enum][RemoteNodeID

=UInt][RemoteApplicationID=Enum][AppID=String][ClusterID=String][NodeID=String]: LBM link to

remote application is out of service.

说明：此警报表明本地LBM丢失了与远程LBM的通信。此警报通常表明节点是在服务范围外(是否故
意地维护或安装例如新的负荷;或者无心地由于服务故障或连通性故障)。

建议操作：在Cisco Unified报告工具中，请进行CM簇概述报告和检查发现所有服务器是否能与发布
人联络。并且，请检查也许指示呼叫管理器或位置带宽管理器故障和采取指示的故障的适当行为的
所有警报。如果节点故意地被采取了在服务范围外，请带来节点回到服务。

Reason Code - Enum Definitions

Enum Definitions - LocalApplicationID

Value        Definition

700           LocationBandwidthManager

Enum Definitions - RemoteApplicationID

Value         Definition

700            LocationBandwidthManager

Troubleshoot

本部分提供的信息可用于对配置进行故障排除。

为了进一步排除您故障请需要从呼叫管理器的这些日志有使用的RTMT ：

呼叫管理器精细层跟踪●

位置带宽管理器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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