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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文档介绍如何在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CUCM)版本11.5上配置呼叫详细路由
(CDR)。

先决条件

要求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Cisco Unified Communications Manager (CUCM) 11.5 版●

使用的组件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CUCM版本11.5。

本文档中的信息都是基于特定实验室环境中的设备编写的。本文档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最初均采用原
始（默认）配置。如果您的网络处于活动状态，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背景信息 

CUCM生成两种记录，存储呼叫历史记录和诊断信息：

呼叫详细记录(CDR) — 数据记录包含有关CallManager处理的每个呼叫的信息。●

呼叫管理记录(CMR) — 数据记录包含有关呼叫的服务质量(QoS)或诊断信息，也称为诊断记录
。

●

CDR和CMR一起称为CDR数据。CDR数据提供CallManager系统用户已发出或接收的所有呼叫的记
录。CDR数据主要用于生成计费记录；但是，它还可用于跟踪呼叫活动、诊断某些类型的问题和容
量规划。

CDR包含有关呼叫发起、呼叫目标、呼叫开始的日期和时间、实际连接的时间以及结束的时间的信
息。呼叫在主叫方摘机时被视为已开始或发起。当主叫方或被叫方挂机时，呼叫被视为已结束。
CMR包含有关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量、抖动、延迟和丢包的信息。

架构

所需服务

CallManager

CallManager可在群集中的任何节点上激活。●



它处理呼叫并将CDR和CMR数据写入平面文件。●

平面文件以由 CDR File Time Interval 标志 Enterprise Parameters。●

CDR代理

CDR代理作为网络服务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包括发布者）上运行。●

它每六秒轮询一次本地目录以查找CDR和CMR平面文件。●

如果找到新的CDR和CMR平面文件，它会将CDR和CMR平面文件从该节点推送到CDR存储库
节点（发布者）。

●

成功传输后，系统将删除文件的本地副本。●

CDR存储库管理器

CDR存储库管理器作为网络服务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运行。但是，只有发布服务器上的
CDR存储库管理器执行任何操作。在所有其他节点上，服务只是启动，然后进入睡眠状态。

●

它创建CAR服务使用的目录结构。●

它管理从其他节点接收的平面文件。当文件到达CDR存储库节点时，CDR存储库管理器会检测
到它。系统将文件存档到一个目录中，该目录专用于创建文件时放置在文件名中的时间戳所指
示的日期。

●

它将CDR文件发送到最多三个外部计费服务器。●

它将CDR文件维护一定天数，最多30天。●

它定期检查磁盘使用情况并删除旧文件。阈值通过CDR管理配置（本演示稍后介绍）。●

如果传送失败或磁盘使用率过高，则会生成警报。●

CAR调度程序

CAR调度程序作为网络服务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运行。但是，只有发布服务器上的CAR调度
程序服务执行任何操作。在所有其他节点上，服务只是启动，然后进入睡眠状态。

●

根据CDR加载计划，它访问CDR存储库管理器服务创建的目录结构中的CDR/CMR文件，处理
这些文件，并将CDR信息插入CAR数据库。

●

CAR数据库的最大大小为6 Gb（不可配置）。 如果CAR调度程序超过6 Gb或记录数超过200万
，则CAR调度程序会清除CAR数据库中的数据。这200万个记录的限制包括 tbl_billing_data 和
tbl_billing_error。

●

CAR Web服务



CAR Web服务只能在发布服务器上激活。●

它作为功能服务（控制中心功能服务）运行。●

它必须处于活动状态才能访问CDR分析和报告(CAR)工具。●

CDRonDemand服务

CDRonDemand服务是在CDR存储库节点（即发布者）上运行的基于简单对象访问协议
(SOAP)/HTTPS的服务。

●

它根据用户指定的时间间隔（最多1小时）从第三方服务器接收SOAP请求以获取CDR文件名列
表，并返回符合请求指定持续时间的所有列表。

●

CDR按需服务还可以处理通过(s)FTP将特定CDR文件传送到指定目标的请求。系统可以激活CDR存
储库节点上的CDR按需服务，因为它必须访问存储库中的CDR文件。

下面有两个相关参数 System > Enterprise Parameters 用于限制来自第三方服务器的请求：

每分钟允许的CDRonDemandget_file查询数（最小：1，最大：20，默认：10）●

每分钟允许的CDRonDemandget_file_list查询数（最小：1，最大：40，默认：20）●

CDR存储库管理器目录结构

此处所述的CDR存储库管理器目录结构仅存在于发布服务器上。

所有 /var/log/active/cm/cdr_repository

admin:file list activelog /cm/cdr_repository

<dir>   car

<dir>   destination1

<dir>   destination2

<dir>   destination3

<dir>   preserve

<dir>   processed

<dir>   tmp

<dir>   trans

dir count = 8, file count = 0

admin:

trans — 从CM节点接收文件。

tmp — 文件等待处理。

preserve/yyyymmdd — 要发送和/或由CAR加载的文件

processed/yyyymmdd — 文件成功发送到所有目标并由CAR加载（如果CAR未激活且未配置计费服务
器，则文件将直接放在此处）。

destinationX/yyyymmdd — 包含指向保留文件的符号链接。CDR存储库管理器服务使用这些软链接来确
定需要将哪些文件传输到计费服务器。

car/yyyymmdd — 包含指向保留文件的符号链接。CAR调度程序服务使用这些软链接来确定CDR加载



程序需要处理的文件。

了解保留和处理的目录

在常规工作场景中：

在节点上运行CDR代理后，CallManager服务将文件发送到发布服务器，这些文件存储在
preserve/yyyymmdd 的上界。如果激活了CAR，则会在 car/yyyymmdd 位置.如果配置了计费服务器，则
还会在中创建指向这些文件的符号链接 destinationX/yyyymmdd 位置，其中X可以是1、2或3（因为最多
可配置三台计费服务器）。

文件将保留在 preserve 位置，直到CDR加载器处理这些文件并将与这些文件对应的记录输入CDR数
据库。处理CDR文件后，会将其移至 processed 位置.

如果启用CDR加载，并且配置了计费服务器，则CDR文件将保留在 preserve 位置，直到两个操作都
完成，即CDR加载和文件传输到计费服务器都完成。

因此，在典型情况下，所有CDR平面文件都位于 processed 位置 preserve 位置.这表示这些文件的所有
操作均已完成。

示例：

如果对给定日期（例如，2018年7月17日）的任何CDR数据进行故障排除，则可以检查中是否存在
关联文件 preserve 目录或 processed 的双曲余切值。

检查 preserve 目录包含文件：

file list activelog /cm/cdr_repository/preserve/20180717

检查 processed 目录包含文件：

file list activelog /cm/cdr_repository/processed/20180717

服务交互

要更好地了解服务交互，请假设集群中有两台服务器：发布者和订用者。假设CallManager服务仅
在用户上运行。以下是CDR和CMR文件的管理方式：

用户上的CallManager服务在本地生成CDR/CMR平面文件。●

用户上的CDR代理服务将这些文件传输到 cdr_repository 目录结构。传输完成后，用户上这些文
件的本地副本将被删除。

●

如果配置了计费服务器，则发布服务器上的CDR存储库管理器服务会将这些平面文件传输到计
费服务器。

●

如果 Continuous Loading 24/7 启用（在CDR分析和报告工具中），然后发布服务器上的CAR调度
程序服务将平面文件中的呼叫信息插入到发布服务器上的CAR数据库中。

●

注意：对于运行CallManager服务的每个节点，该节点上的CDR代理服务负责将平面文件传输
到 cdr_repository 在Publisher上。如果CallManager服务也在发布服务器上运行，则发布服务器



上的CDR代理服务会将平面文件传输到 cdr_repository 目录结构。

配置

启用CDR并导航至 System > Service Parameter > Call Manager Service。设置 CDR Enabled Flag 对。必须
对服务器中的所有节点执行此操作。

1.

启用CMR并导航至 System > Service Parameter > Call Manager Service。

设置 Call Diagnostics Enabled 参数到以下任一项： Enabled Only When CDR Enabled Flag is True （仅当
CDR Enabled Flag服务参数设置为True时生成CMR）或 Enabled Regardless of CDR Enabled Flag

(生成CMR，而不考虑 CDR Enabled Flag 服务参数)。

这是集群范围的参数。

2.

Cluster ID:此参数为集群提供唯一标识符，因为该参数用于CDR，即来自多个集群的CDR集合
，可跟踪到源。默认值指定 StandAloneCluster。最大长度为50个字符，并提供包含以下任何字符
的有效集群ID:A-Z、a-z、0-9

注意：CDR配置完成，需要执行以下附加步骤才能将CDR文件发送到SFTP服务器。

3.

现在添加要发送文件的SFTP服务器/帐单服务器。导航至 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 > Tools > CDR

Management 并添加新的计费服务器。
4.

要创建发送CDR记录的计划，请导航至 Tools > CDR Analysis and Reporting 然后 System > Scheduler >

CDR Load。
5.



Disable Loader — 要禁用CDR数据加载，如果不希望CDR数据加载到CAR数据库，请使用此选
项。更改在午夜生效。如果必须执行手动清除操作（在执行清除操作之前必须禁用加载程序
），则还必须使用此选项。 停止并重新启动CAR调度程序服务，以使更改立即生效。
Continuous Loading 24/7 — 使CDR加载程序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连续运行，以将CDR加载到
CAR数据库。此选项表示CDR加载调度程序的默认设置。注意：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优先于
并忽略屏幕上的其他CDR和CMR加载参数，例如 Time, Loading Interval, Duration,和 Uninhibited

Loading。Load CDR Only — 选中此框可仅将CDR记录加载到CAR数据库。使用此选项，CMR记
录不会加载到CAR数据库。此选项表示CDR加载调度程序的默认设置。您必须手动取消选中
Load CDR only 复选框以强制CMR记录加载CDR记录。

要手动获取报告，请导航至 CDR > Export CDR,如图所示:6.



可以相应地选择日期，您将获得页面，如图所示。

单击 CDR Dump /CMR Dump 下载文件。另请确保取消选中 Delete File 以便文件不会从CUCM中永
久删除。

验证

发件人 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导航至 Tools > CDR Analysis and Reporting。弹出消息提供CDR配置概
述以及CDR数据库中记录数的高级概述。



验证来自 CDR > Search （并使用任何选项跟踪呼叫）。

示例：下 CDR Search by User Phone number，您可以输入电话号码并获取其呼叫详细信息，如图所示。



故障排除

发件人 Cisco Unified Serviceability，导航至 Tools > CDR Analysis and Reporting。弹出消息提供CDR配置概
述以及CDR数据库中记录数的高级概述。弹出窗口列出与配置相关的所有主要错误。

对于任何错误，请尝试在群集中运行这些服务时重新启动这些服务：

CDR代理●

CDR存储库管理器●

CAR调度程序●

CAR Web服务●

Soap-CDRonDemand服务●

Cisco CAR数据库(DB)服务也可以通过Publisher CLI重新启动：

utils service stop Cisco CAR DB●



utils service start Cisco CAR DB●

注意：不按 Ctrl+C 来中断操作。请等待，直到服务已正常停止/启动。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收集所有节点的以下日志：

Cisco CAR 调度程序●

Cisco CAR Web Service●

Cisco CDR 代理●

Cisco CDR Repository Manager●

思科呼叫管理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CDR故障排除

https://community.cisco.com/t5/collaboration-voice-and-video/troubleshooting-cdr/ta-p/311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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