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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在Ultra-M/OpenStack环境描述程序恢复虚拟Cisco策略和充电的规则功能(vPCRF)实例配置的本文
。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OpenStack●

Cisco策略套件(CPS)●

受影响的实例配置的估计当前是可用的●

估计资源是可用的在同一可用性区域象受影响的实例●

Components Used

This document is not restricted to specific software and hardware ver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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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网络处于
活动状态，请确保您了解所有命令的潜在影响。

备份过程

步骤1.弹性服务控制器(ESC)

必须月度备份了在ESC-HA的配置，在所有缩放或缩减操作与VNF和在配置更改前后在ESC前后。
必须备份它为了有效执行ESC灾难恢复。

ESC opdata作为XML



跟随此为了导出ESC opdata作为XML ：

1. 登陆对与使用的ESC admin证件。

2. 对XML导出opdata ：

/opt/cisco/esc/confd/bin/netconf-console --host 127.0.0.1 --port 830 -u <admin-user> -p <admin-

password> --get-config > /home/admin/ESC_config.xml

3. 下载此文件到ftp/sftp您的本地计算机到一个服务器网云的外部。

4. 配置参考的所有脚本和数据文件XML。查找所有数据文件被参考所有VNFs的配置XML从在上一
步导出的opdata的。

grep "file://" /home/admin/ESC_config.xml | sort | uniq 

输出示例: ：

<file>fil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gr/cfg/std/pcrf-cm_cloud.cfg</file>

<file>fil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gr/cfg/std/pcrf-oam_cloud.cfg</file>

<file>fil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gr/cfg/std/pcrf-pd_cloud.cfg</file>

<file>fil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gr/cfg/std/pcrf-qns_cloud.cfg</file>

<file>fil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gr/cfg/std/pcrf-sm_cloud.cfg</file>

5. 查找所有POST配置脚本用于发送CPS配器法API。

6. 采样post_deploy脚本片断在ESC opdata的

输出示例: ：

<policies>

      <policy>

         <name>PCRF_POST_DEPLOYMENT</name>

       <conditions>

          <condition>

            <name>LCS::POST_DEPLOY_ALIVE</name>

           </condition>

         </conditions>

            <actions>

               <action>

                 <name>FINISH_PCRF_INSTALLATION</name>

                 <type>SCRIPT</type>

                <properties>

 ----------

<property>

                  <name>script_filename</name>

                        <valu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gr/tmo/cfg/../cps_init.py</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script_timeout</name>

                          <value>3600</value>

                        </property>

                      </properties>

                    </action>

                  </actions>

                </policy>

              </policies>

示例 2：

<policy>

  <name>PCRF_POST_DEPLOYMENT</name>

  <conditions>

    <condition>

      <name>LCS::POST_DEPLOY_ALIVE</name>

    </condition>

  </conditions>

  <actions>

     <action>

       <name>FINISH_PCRF_INSTALLATION</name>

       <type>SCRIPT</type>

       <properties>

         <property>

            <name>CLUMAN_MGMT_ADDRESS</name>

            <value>10.174.132.46</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CLUMAN_YAML_FILE</name>

            <value>/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vpcrf01/ cluman_orch_config.yaml</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script_filename</name>

            <value>/opt/cisco/esc/cisco-

cps/config/vpcrf01/vpcrf_cluman_post_deployment.py</value>

          </property>

          <property>

            <name>wait_max_timeout</name>

            <value>3600</value>

          </property>

        </properties>

      </action>

    </actions>

</policy>

如果配置ESC opdata (提取在上一步)包含其中任一个被选定的文件，返回他们在此命令帮助下。

tar –zcf esc_files_backup.tgz /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

下载此文件到ftp/sftp您的本地计算机到一个服务器网云的外部。

Note:虽然opdata被同步在ESC主设备和从之间，包含用户数据， XML并且POST配置脚本的
目录没有在两个实例间被同步。被建议用户推进包含与使用的这些文件SCP或SFTP目录的内
容，这些文件应该是恒定在ESC主设备间和ESC暂挂为了恢复是时的配置，当ESC VM在配置
时的主设备不是可用的。

在ESC的被建议的备份日程表



这些是在ESC主设备和ESC暂挂能将添加的root用户的被建议的crontab条目。您能，然而，根据他
们的变化的需求和频率在网络上的修改小时/天/月。

30 01 * * * tar –zcf /home/admin/esc_files_backup_$(date +"\%Y-\%m-\%d").tgz

/opt/cisco/esc/cisco-cps/config/

00 02 * * * /opt/cisco/esc/confd/bin/netconf-console --host 127.0.0.1 --port 830 -u <admin-user>

-p <admin-password> --get-config > /home/admin/ESC_config_$(date +"\%Y-\%m-\%d").xml

步骤2. Cisco策略套件备份

簇管理器作为一CPS簇的一个木偶主设备。因此，采取此实例快照变得必要。并且， Cisco提供了
备份和恢复工具可以使用采集mongoDB、策略配置、grafana DB、用户、网络和其他pcrf配置文件
备份。在一个位置应该频繁地备份了与使用CPS备份工具和存储了这些文件Ultra-M网云的外部。

簇管理器VM快照

在所有配置更改、补丁程序更新和升级前后，簇管理器必须月度，也备份实例快照。老快照可以在
成功的活动以后被删除节省磁盘空间。此程序描述步骤备份簇管理器实例作为快照：

1. 此命令查看新星实例和注释簇管理器VM实例的名字：

nova list

2. 生成一个新星快照镜像如显示这里：

nova list

输出示例: ：

nova list

Note:保证您有快照的足够的磁盘空间。在快照被创建了后，簇管理器有时变得不可得到在快
照创建时并且恢复自己。如果实例依然是不可得到，在快照进程完成了以后，请用list命令使
用的新星检查VM的状态。如果它在切断状态，您需要从start命令的使用新星手工开始VM。

3. 保证快照镜像用此命令创建。

nova list

输出示例: ：

nova list

4. 当您实行时所有平台更改Ceph也许获得影响的地方，它总是被建议转换簇管理器快照成
QCOW文件和保存它到若干远端位置。

nova list



5. 下载此文件到ftp/sftp您的本地计算机到一个服务器网云的外部。

CPS配置和数据库备份

1. 对于备份CPS配置和数据库内容， config_br.py工具是内藏在CPS平台。关于使用的详细资料
config_br.py工具是存在CPS备份和恢复指南。这是在每天备份所有配置和数据库的簇管理器的一示
例crontab在0100小时。 

nova list

2. MongoDB可能二者择一备份与使用mongodump。

nova list

  

3. 备份的配器法YAML。

nova list

如果CPS配器法API用于配置系统，被建议备份此配置。

Note:必须存储所有备份/调用的外部CPS VNF和最好是CPS配置的网云的外部。

Troubleshoot

CPS VNF实例恢复流程

在任何实例的功率从切断状态。

如果任何实例在切断状态由于计划的关闭或若干其他原因，请使用此程序开始在ESC监控的实例和
enable (event)。

1. 通过OpenStack检查实例的状态。

nova list

2. 检查估计是否是可用的并且保证状态是UP。

nova list

3. 登陆对ESC主设备作为管理员用户并且检查实例状态在opdata的。

nova list

4. 在实例的功率从OpenStack。

nova list

5. 等待实例的五分钟能启动和来到激活状态。



nova list

6. Enable (event)在ESC的VM监控程序在实例以后在激活状态。

nova list

关于实例配置进一步恢复，请参见实例类型提供的特定程序这里。

从错误状态恢复所有实例

以下程序，如果CPS实例状态在OpenStack是错误，可以使用：

1. 在OpenStack检查一个实例的状态。

nova list

2. 检查估计是否是可用和良好运行。

nova list

3. 登陆对ESC主设备作为管理员用户并且检查一个实例的状态在opdata的。

nova list

4. 重置实例的状态强制实例回到激活状态而不是错误状态。一旦完成，请重新启动您的实例。

nova list

5. 等待实例的五分钟能启动和来到激活状态。

nova list

6. 如果簇管理器更改状态到激活在重新启动以后， enable (event)在ESC的VM监控程序。

nova list

7. 张贴恢复对RUNNING/ACTIVE状态，参考实例类型特定程序为了从备份恢复设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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