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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 1 章

网络自动化挑战及 ONAP 介绍

什么是 ONAP ？运营商在网络转型中遇到的挑战是什么？云服务厂商和 OTT 服务商在
其网络自动化实践中有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什么 ONAP 是电信产业网络自动化领域最有前
景的开源实现方式？本章试图从以上几个问题入手，逐步揭开 ONAP 的神秘面纱。
在介绍 ONAP 之前，我们先来了解网络在自动化演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1.1

网络自动化演进的挑战
自贝尔于 1876 年 2 月 14 日在美国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权，这一百多年来电信基础设施

网络飞速发展。时至今日连接超过 50 亿移动用户的电信行业已彻底改变了世界。它让我们
彼此相连，带给我们娱乐、传递给我们新闻，给予我们灵感。长期以来，电信运营商都是引
领社会数字化的弄潮儿，是自动化的引领者。近年以来，互联网服务商，尤其是公有云巨头
们凭借强大的软件能力，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的基础设施运维模式，大大提升了劳动生产率。
相对而言，运营商们的网络运维和运营模式却变化不大，自动化水平不高，效率提升不明
显，在同 OTT 争夺未来 ICT 基础设施服务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主要原因为：
（1）受组织架构和技术水平等的限制，如今的电信网络仍然主要靠人工来管理，自动
化程度不高。
大量工作需要人来手动完成，导致业务发放时间长，业务无法及时上市；运行过程中
故障平均恢复时长让用户无法忍受。这些都影响了网络敏捷和终端用户体验。
一方面，运营商在部署新业务时，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严重影响了电信
业务的创新效率；另一方面，在网络运维中心，工程师们不仅每天监控着成千上万的告警，
还要创建故障单来跟踪问题的解决过程。运维工程师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使用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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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常任务。他们未必清楚如何增强软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还可能受限于不支持
定制功能的软件。由于手动操作的单调性和重复性，常年累月，运维人员会失去动力，枯
燥的工作会导致严重的运维人员流失。
依赖重复的手工流程体现在：操作人员要么把相应的步骤写入手册，要么将其形成个
人知识库。但即便手册说明足够详细，操作人员经验足够丰富，依赖手工流程也容易出错。
不精准的分析和不正确的配置所带来的风险极高，甚至可能会带来服务中断、收入损失和
客户流失等问题。
（2）烟囱式的运维模式使得网络无法全生命周期统一管理，网络运维不可视，故障无
法实时感知。
运营商目前使用的大多数运维支撑软件（OSS）都是基于封闭的软件架构设计的。这些
架构基于不同领域部署，从而形成一个个运维孤岛，使得软件变更周期不可控，新业务的
上市时间长，网络跨域故障无法快速修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使用的是 21 世纪的
4G 网络、光纤网络，甚至 5G 商用已经此起彼伏，但网络自动化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还停留
在 20 世纪。我们很多的运维工具和手段让人感觉身处石器时代。”
运维组织的层级化、地域化严重阻碍了网络自动化程度。例如，通常有三个层级的客
户服务和网络运维，这也是烟囱式软件和流程式烟囱的一个表现，并且在级与级之间存在
大量的手动切换。典型的运维模式是按照国家、省、地市等行政地域来进行的，网络虽然
全程全网打通，信令可达，但是运维指令是被局限在这些行政区域之内的，严重依赖人为
协调、沟通、审批等工单流程，实际上是无法自动化完成一条跨省电路实施的。除去基本
的语音业务以外，其他业务在不同区域的业务体验、运维体验也都是不连续的，最终导致
用户在不同地域会明显感觉到差异。
（3）网络扩容的计划模式难以适应业务的变化，难以实时响应业务诉求。
随着业务种类、数量的快速变化，对网络本身的弹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的自
动扩缩可以有效节省成本，比如在业务的低谷期可以将资源降下来，在业务高峰期可以自
动扩容。每年的春晚以及其他一些大型活动期间，在短时间内会召回大量平时不活跃的用
户，给网络带来数倍于日常的流量。可以说网络的重大事件服务保障堪比一场重大战役，
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并准备各种预案以应对。
另外，突发业务诉求和流量变更也往往需要运营商网络随之快速适配。但现实中，大
部分业务仍然无法实现按需调整。业务能否按需调整直接关系到已有客户的黏性和新客户
的拓展。总体来说，目前这样的弹性调配在运营商网络中还很难完全自动化实现。
（4）运营支持系统复杂且支离破碎，缺乏统一平台和框架，导致网络转型难以成功。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业务，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用户需求，从初期机房中的几十台设备
发展到如今庞大的数据中心，单靠人工已经无法满足技术、业务、管理等方面的要求。自
动化、架构优化、过程优化等降低运维成本的因素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从 2000 年开始，运营商已开启网络转型之路。然而，转型并不容易。由于种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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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80% 的转型最终无法完全实现既定目标。全球一大批运营商接连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
转型实践，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出一条清晰且公认成功的转型之路。
从运维管理支撑系统角度来看，无论是早期的 ITU-T 的 TMN 的五层模型，还是后来
TMF（电信管理论坛）的 NGOSS 的 eTOM 模型，以及再后来演化的 ZOOM 模型等，带给
产业界的依然是各种烟囱林立的、割裂的、定制化的信息孤岛，而且年复一年积累下来，
每个大型电信运营商无不积累了数百套甚至上千套这样的系统，它们每个都有具体的用途，
但没有一个人能把全部系统的关系说清楚，更谈不上自动化打通各系统间的数据流和业务
流。这也是转型不容易的原因之一。
面对电信产业的众多挑战，要提高成本效益和质量，运营商需要探索创新的自动化模
式。电信运营商参考其他行业的优秀自动化实践，包括 OTT 厂商、云服务提供商、标准产
业组织和开源产业组织，希望从其他行业汲取经验，以便建立更加敏捷的网络自动化模式。
在自动化的基础上，还可以引入 AI，增加更多网络智能化及网络自动驾驶的能力。

1.2

网络自动化商业实践

1.2.1

AT&T 的网络自动化实践

AT&T 是全球技术实力最强的电信运营商之一，ECOMP 是 AT&T 为实现网络转型而新
设计的自动化平台，全称是 Enhanced Control, Orchestration，Management & Policy（增强
的控制、编排、管理与策略）。
2016 年 ECOMP 正式上线，到 2016 年年底支撑 AT&T 实现网络虚拟化比例到 30%，在
接下来的两年中 ECOMP 持续扩展，到 2018 年年底，AT&T 公开表示完成了 65.5% 的网络
虚拟化。
2017 年 AT&T 基 于 ECOMP 平 台 开 源 了 OpenECOMP 项 目，2018 年 OpenECOMP 和
Open-O 合并形成 ONAP。
ECOMP 的架构图（见图 1-1）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用于对业务进行设计、定
义和编码的设计态环境；另一部分是自动执行设计态输出结果（业务逻辑及策略驱动的闭环
工作流）的运行态环境。
ECOMP 的设计态主要模块如下：
T 业务设计和创建（AT&T Service Design & Creation）是一个集成了工具、技术和资
源库的开发环境，用来定义、仿真、认证 AT&T 的网络资产及其关联流程和策略。
T 策略创建（Policy Creation）是设计策略的工具。策略关注引发动作的特定条件，输
出机器可读的规则，定义基于触发或请求的动作。
T 分析应用设计（Analytic Application Design）是设计大数据分析应用的平台，输出
的应用可以运行在 DCAE 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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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 ECOMP 架构图

ECOMP 的运行态主要模块如下：
T 主业务编排器（Master Service Orchestrator，MSO）是一个高层工作流执行器，其
自动按顺序执行创建、修改或移除网络 / 应用或基础设施服务和资源所需的活动、
任务、规则和策略。
T 控制器（Controllers）是居于云和网络之上，执行配置、实时策略，并控制分布式
组件和业务状态的应用。AT&T 并没有使用一个庞大的控制层，而是分别使用三个
控制器来管理指定控制域：云计算资源（基础设施控制器，通常在云上）、网络配置
（网络控制器）和应用（应用控制器）。
T 数据收集、分析和事件（Data Collection，Analytics and Events，DCAE）是个支持
分析和事件的框架型组件。它收集性能、使用率和配置数据；进行计算分析；辅助
进行排障；公布事件、数据并分析数据。
T 活动和可用资源库（Active and Available Inventory，A&AI）提供资源、业务及其相
关实时“自顶向下”视图，展现了一个客户所买产品与组成这些产品的原材料所构
成的资源关系。A&AI 不仅登记了业务和资源，还维护了相互关系视图。
ECOMP 聚焦如下三个核心能力：
T 使 能 新 业 务：ECOMP 平 台 创 新 性 地 改 进 了 新 业 务 上 线 方 式， 使 得 AT&T、 网 络
Vendor、OSS 集 成 商、 第 三 方 应 用 开 发 者、 云 服 务 提 供 商 等 可 以 基 于 一 套 平 台
（ECOMP）工作，显著提升了新业务上线的自动化水平，使得 AT&T 能快速扩展面
向云消费者和企业业务的产品组合，增加 AT&T 网络对客户的价值。
T 策略驱动客户体验保障：ECOMP 平台通过支持对网络、业务和容量进行准实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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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驱动的自动化再配置来提升客户体验。
T 端到端生命周期管理：ECOMP 平台为运营商在实时工作负载情况下的产品 / 业务
提供设计、新建和生命周期管理的能力。

1.2.2

互联网企业的网络自动化实践

大型互联网企业建设和维护着一张覆盖全球、连接大量数据中心的网络。他们一般开
发自己的自动化平台来运维网络，以降低故障、提升效率。
Google 的 DevOps 理念的核心是用软件来自动化重复的工作，从而使运维者的精力可
以主要用来开发软件。Facebook 和 Alibaba 的自动化工具比较类似，都是采用模型驱动的
方式来自动化网络配置。
互联网企业的理念和技术思路对电信产业有借鉴意义，故这里进行简单介绍。
1. Google 的 DevOps 运维实践
Google 的产品和服务是全球部署的，通常没有时间和人力像其他组织一样手动维护系
统，因此 Google 更倾向于在其系统中实现自动化。Google 的运维团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开
发自动化平台。
Google 认为自动化的价值在于一致性、平台性和自愈性。
T 一致性：体现在自动化系统可以无数遍地、一致性地执行范围明确且步骤已知的程
序。而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在执行数百次重复动作过程中，不可能保证每次都以相
同的方式进行，因为没有人能像机器一样永远保持一致。不一致性会导致错误和疏
漏，以及其他可靠性问题。这在电信行业尤为重要。
T 平台性：是指自动化的系统可以提供一个可以扩展的、广泛适用的平台。一个平台
可以将错误集中化，修改一个错误就意味着该错误被永远修复。一个平台更容易被
扩展，从而执行额外的任务，这显然比给人赋能并让人去执行更容易。此外，平台
通过越来越多的可视化手段，可以暴露自身的各项指标，帮助人们发现流程中的细
节，并在过程中衡量这些细节和指标。
T 自愈性：采用自动化系统解决常见故障，由于平台对问题和故障可以自动感知，故
平台可以基于已有经验或者预置策略实现常见故障自动化修复。这样可以明显降低
常见故障的平均修复时间（MTTR）。在 Google 的基础设施中，自动化系统应用广
泛，能够快速响应对服务的变化和支持。
2. Facebook 的自动化平台 Robotron
Robotron 主要是在业务发放方面，将运维人员的运维意图自动翻译成异构的设备配置。
除了配置之外，Robotron 还承担管控的角色，即需要实时掌控网络的配置部署情况，防止
网络的部署与规划产生偏差。如图 1-2 所示，Robotron 的功能覆盖于整个网络的管理周期：
网络设计→配置生成→部署→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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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ron 架构说明

Robotron 信息完全依赖于 FBNet 抽象层，FBNet 将对整个网络，包括网络物理或逻辑
组件，进行面向对象的建模，比如设备、端口、链路、IP 地址等。基于这个网络抽象模型
对象，运维人员可进行网络设计（Network Design）、配置生成（Config Generation）、部署
（Deployment）和监控（Monitoring）。
T 网络设计：主要是确定各种网络资源对象的拓扑和关联关系，设计的输出是对目标
网络的抽象。
T 配置生成：基于网络设计的输出，配置生成模块可以根据设备的厂商和型号信息，
自动生成设备的配置脚本。这个模块要针对不同的设备类型来开发对应的配置生成
模块。
T 部署：部署是配置下发的工作流，为了消除配置下发的风险，需要完成设备初始状
况的比较确认、配置任务的原子化（同一个时间段只有一个操作）、配置的校验、配
置的回滚等工作。
T 监控：监控是通过收集设备的实时配置，生成网络的实际状态，以确认网络配置被
正确下发，确认网络运行状态与抽象层相符合。
从 Robotron 平台我们可以学习到抽象建模和 Top-Down 的思路，用抽象模型来表述目
标配置，用 Top-down 的方式来生成具体的配置。
3. 阿里 NetCraft 网络配置自动化实践
阿里开发的 NetCraft 主要是为了解决网络变更的配置问题，以降低人工操作引起的故
障。NetCraft 也用模型的方式来描述网络的配置。阿里认为网络模型要满足四个要素：
T 可解释性：网络模型的可描述性，即要深入到网络的方方面面，包括连通性、协议
层，只有信息足够全，才是高质量的模型。
T 互操作性：网络模型要能方便地转换为网络配置，反之亦然。这个是基于意图网络
模型的技术底座。
T 灵活性：操作粒度要原子化，并支持下发、回滚等操作，只有将业务意图解构为足
够细的原子化操作，才能保证自动化工作的平滑切换。
T 独立性：网络模型要能屏蔽多厂商之间的差异。
NetCraft 网络模型的关键设计就是其多图层机制。NetCraft 的设计思路是将网络自下而
上划分为多个图层：最底层是物理层，包含网络设备的物理链接关系，可以包含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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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DP、ETH-Trunk 信息；物理层之上是 IP 层，包含接口的 IP 地址信息；再之上是各种协
议图层，如 BGP、OSPF、ISIS、MPLS。NetCraft 会为所有的路由协议单独构建一个图层。
不同图层之间的关联是通过设备接口、设备自身等图层间共享的实体实现的，BGP 和 OSPF
图层之间通过 IP 图层的三层 IP 接口相关联的。
在属性定义方面，NetCraft 和 Robotron 一样，所有的属性都是依存于网络图层中的各
种实体。NetCraft 的这种多层图机制易于理解，能达成良好的可解释性。
NetCraft 的架构如图 1-3 所示。
Design/Update
Intent
Network
Operator

Configuration
Executer

Transition
Planner
Transition Plan

Target
Network Model
Configuration
Generator
Configuration
Modular Templates

Target
Configuration

Network

Model
Generator
Running
Network Model

图 1-3

Running
Configuration

NetCraft 架构设计

网 络 操 作 者 的 主 要 工 作 是 设 计 目 标 网 络 模 型（Target Network Model）， 配 置 生 成 器
（Configuration Generator）负责解析目标网络模型，并结合预定义的配置模板，将目标网络
模型转换为对应的设备配置命令。迁移规划器（Transition Planner）根据目标模型要修改的
配置，计算上述多个图层之间的配置依存关系，通过精心设计的业务编排来达成业务的平
滑部署。配置下发（Configuration Executer）结合目标配置和切换规划，进行具体配置的逐
步下发，每下发一步都会检测网络状态，如果异常则回滚。模型生成器（Model Generator）
将配置逆向解析回运行网络模型（Running Network Model），用于网络诊断工作。
可以看到，NetCraft 同 Robotron 的整体架构和思路是非常类似的，都是 Top-down 的
思路。NetCraft 的多层网络建模和关联关系建模也值得借鉴。

1.2.3

网络设备厂商的自动化系统

业界领先的网络设备厂商，比如华为、思科，一般也会提供比较强大的网络管理工具，
尤其是在电信专用设备领域，比如光网络（SDN、OTN）、接入网络（DSL、PON）、无线网
络（2G、3G、4G、5G）、电信核心网（IMS、EPC）等，厂商提供的网管软件普遍支撑图形
化界面、端到端的业务自动发放、告警管理、性能管理等功能。
对于最新兴起的 SD-WAN 解决方案，网络控制器一般都提供 CPE 设备的自动开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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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即用）功能和业务自动化发放（即 Zero-touch-provisioning）功能。
最近几件，SDN 概念的兴起，简化了分布式控制，采用集中化路由技术和控制的方式
提升网络效率。比如采用 Segment Routing 技术来简化 MPLS 的控制器，采用 BGP 协议来
集中控制和调度流量。因此厂商提供的软件工具往往是管理和控制融合的产品。比如华为
公司的 NCE 是 SDN 增强型“管理、控制和分析一体化集成”的新产品。
厂商提供的网络设备管理和控制软件，除提供 GUI 界面外，也提供 API 接口。用户可
以直接在 GUI 上进行网络配置，也可以通过 API 集成到电信运营商的综合网管系统里。
大部分场景下，厂商提供的管理软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电信网络，其设备数量、
规模巨大，让 OSS 层面的系统直接管理设备是不现实的。而利用厂商的管理软件，把一张
大规模的复杂网络抽象成一个相对简单的网络是大有好处的。
本书介绍的 ONAP 平台，主要是通过对接厂商管理软件的 API，进行网络对象的抽象
资源建模，以实现全网范围内的业务自动化。

1.3

开放网络自动化平台—ONAP
ONAP（Open Network Automation Platform）项目是 Linux 基金会下的一个开源项目，

2017 年 4 月由 OpenECOMP 和 OPEN-O 项目合并而来。
1. OpenECOMP
2017 年 2 月，AT&T 正式向 Linux 基金会贡献 ECOMP（增强控制、编排、管理和策略）
平台的业务无关的代码，从而形成 OpenECOMP 开源项目。
2. Open-O
Open-O 是 2016 年年初在中国移动、华为和 Linux 基金会的倡导下发起的协同器开源
项目，该项目得到首批 15 家企业成员的支持，包括中国电信、韩国电信、中兴通讯、Intel、
爱立信、GigaSpaces、InfoBlox、Red Hat 等。这个项目也是由 Linux 基金会管理的。
2016 年 11 月 7 日，Open-O 正式发布了 Open-O 1.0 版本，该版本名称为 Sun。
3. ONAP
为了聚集产业力量，减少产业分裂，共同打造网络自动化的准事实标准，开源项目
Open-O 和 OpenECOMP 经 过 多 次 接 触， 最 终 达 成 合 并 协 议，2017 年 4 月， 新 项 目 诞 生，
并正式改名 ONAP。
ONAP 是电信产业联合打造的一个网络自动化平台，会员覆盖了全球领先的运营商、
设备制造商、IT 企业、芯片公司、互联网厂商和云服务商等。
ONAP 继 承 了 原 来 OpenECOMP 项 目 及 Open-O 项 目 的 主 要 成 员， 其 中 运 营 商 会 员 覆
盖全球移动用户超过 70%，成员包括 AT&T、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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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afone、 加 拿 大 Bell 等。ONAP 厂 商 成 员 包 括 华 为、Juniper、 思 科、 爱 立 信、GigaSpaces、IBM、 英 特 尔、Metaswitch、 微 软、 新 华 三、 诺 基 亚、Raisecom、Reliance Jio、
Tech Mahindra、VMware、Wind River 和 ZTE 等。
2018 年，ONAP 成为网络开源项目 LFN（Linux Foundation Networking，Linux 网络基
金会）旗下的项目之一。截至 2019 年 3 月，ONAP 已经拥有 110 多个会员，已发展成为电
信产业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开源社区之一。
关于 Linux 基金会和 LFN
Linux 基金会（Linux Foundation，LF），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围绕开源项
目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以加速技术开发和行业采用。Linux 是开源软件项目历史上
规模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项目。除 Linux 外，LF 作为业界顶级开源基金会，还积极
监管了许多成功的开源项目，包括 Xen、KVM、CNCF、Hyperledger 等。ONAP 也是
其中之一。
2018 年 1 月 LF 宣布成立 LFN 项目，将旗下多个面向网络领域的开源项目合并。
目 前 LFN 拥 有 七 个 网 络 开 源 项 目， 分 别 是 ONAP、OPNFV、OpenDaylight、FD.io、
PNDA、SNAS.io 和 Tungsten Fabric。LFN 成立旨在协调目标相似的开源项目，消除不
同项目之间的重叠或冗余，并创建更高效的流程，加快其工作。LFN 为各项目之间的合
作提供一个平台，同时保证技术上的独立性。
LFN 中的七个项目构成了从数据平面到控制平面、编排、自动化和端到端测试的
网络堆栈的基础，ONAP 自身与 LFN 中的项目联系紧密，尤其是开源控制器项目 ODL
（OpenDayLight）及端到端测试项目 OPNFV。
ONAP 定位为一个开源的自动化平台和编程框架，旨在通过为大规模的物理和虚拟网
络设备提供全局的编排功能来解决传统模式因规模和成本带来的挑战。ONAP 平台为物理
和虚拟网络功能提供了一个模型驱动的业务编排和策略驱动的实时闭环自动化平台。ONAP
平台可以快速自动化部署新业务，并支持全生命周期管理。
ONAP 的目标是打造与业务、厂商无关的自动化业务使能平台，解决运营商数字化转
型面临的挑战。ONAP 平台核心能力包括：
T 实现网络敏捷性、弹性和自愈能力，实时感知和响应业务诉求。
T 使运营商或第三方能近乎实时地重新配置网络、编排服务和扩缩容量，缩短新产品
上市时间。
T 成为全生命周期管理高度动态化的网络与软件系统，实现可视化。
ONAP 自动化目标是闭环自动化，覆盖设计→创建→收集→分析→检测→发布→响应，
覆盖业务全生命周期闭环自动化，各种关键角色，如供应商、网络设计人员、网络运维人
员，在同一流程和自动化平台上衔接，显著减少人工干预以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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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供应商：按需提供相应产品包后，能自动上线到运营商的 ONAP 系统。
T 网络设计人员：完成对业务的规划设计后（包括对新增业务的设计或对已有业务的
设计、修改），支持新业务自动部署与发放，并在后续的运维全流程中自动响应网络
和资源状况变化而无须人工介入。
T 网络运维人员：从后期重复繁重的维护工作中解放出来，一旦完成对特定运维动作
的规划设计，则后续此类运维工作即可自动进行，运维人员可把时间花在更有创造
性的工作中，比如针对不在规划范围内的异常进行总结分析，给出新的规划设计后
部署实施，不断提升网络维护效率。
图 1-4 所示从较高层级示意了闭环自动化及业务生命周期内不同阶段的自动化。

图 1-4

ONAP 业务全生命周期闭环自动化示意

ONAP 通过提供一套通用、开放、可互操作的北向 REST 接口来同运营商的 OSS/BSS
系统集成，南向可以与多个 VIM、VNFM、SDN 控制器甚至传统网络设备的集成来支持
各种网络环境。ONAP 采用标准模型，降低了异构设备的集成和部署成本，同时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管理的碎片化。在 ONAP 平台上，网络运营商和他们的网络 / 云业务提供商可以
在一个动态、闭环的过程中进行协作，实例化网络设备和业务，并对操作类事件进行实时
响应。
ONAP 源代码遵循 Apache 2.0 协议，文档遵循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Public License， 只 要 给 出 适 当 的 署 名 即 可 自 由 分 享 和 演 绎， 详 见 附 录 A。 总 之，
ONAP 遵循的协议是比较宽松的许可协议，这使得为 ONAP 做贡献和将其作为商业使用非
常方便。
ONAP 项目官网：https://www.onap.org/
ONAP 项目 Wiki：https://wiki.ona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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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P 社区贡献：https://onap.biterg.io/
Apache 2.0 协议：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

1.4

ONAP 版本路标及关键特性
ONAP 的版本命名按照英文字母 A～Z 排序，每个版本选用不同的世界城市命名，社区

计划每 6 个月发布一个版本。截至 2019 年 3 月，共发布了 3 个版本、分别是 Amsterdam 版
本、Beijing 版本和 Casablanca 版本。最新版本 Casablanca（简称 C 版本）包含了 30 多个项
目，C 版本新增代码总量 60 多万行，代码提交 12 万次以上，开发者超过 500，参与代码贡
献的组织 30 多个，社区贡献持续活跃。最新版本 Dublin 版本预计在 2019 年 6 月发布。目
前，ONAP 社区规划的前 6 个版本的发布时间如图 1-5 所示。

图 1-5

1.4.1

ONAP 的版本路标

Amsterdam 版本

作为 ONAP 的第一个版本，Amsterdam 版本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发布。该版本基于统
一的体系架构，整合了来自 OpenECOMP 和 OPEN-O 的代码。
Amsterdam 版本为两个场景提供了经过验证的蓝图。第一个蓝图是 VoLTE（Voice Over
LTE），它允许通过虚拟化核心网络把语音业务统一在 IP 网络上进行处理。ONAP 用于设计、
部署、监控端到端 VoLTE 业务以及生命周期管理。第二个蓝图是 Residential vCPE（面向
家庭的宽带接入业务），它通过 ONAP 部署基于虚拟化技术的网络宽带接入服务，这意味着
CSP 可以快速并按需向家庭客户提供新服务。
Amsterdam 版本提供如下功能模块：
（1）Portal：基于不同的用户角色，在设计态和运行态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
（2）设计态框架（Design-time Framework）：一个全面的开发环境，包含用于定义或
描述网络资源、网络服务和产品需要的工具、技术和存储库。其包括如下组件。
T 业务设计和创建（SDC）：提供网络业务设计和创建人员所需的工具，用于定义、模
拟、认证网络服务、网络资产及与其相关的自动化处理流程和策略。
T VNF 软件开发套件（VNFSDK）：提供给 VNF 供应商的 VNF 打包和验证的工具。
T 策略创建（Policy）：提供给网络策略的创建和管理人员的工具，提供了创建和验证
策略 / 规则、识别策略重叠、解决策略冲突及根据需要派生其他策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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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闭环自动化管理平台（CLAMP）：提供了设计和管理自动化控制闭环的方法和工具。
（3）运行态框架（Run-time Framework）：运行态框架执行由设计态框架分发的配置、
规则和策略，以及与管理对应的控制器。
T Service Orchestrator（SO）：执行指定的基础设施服务工作流，自动创建、修改或
删除服务所需的资源、规则、策略和配置。
T SDN 控制器（SDN-C）：执行网络领域的资源配置和管理。
T 应用程序控制器（APPC）：执行虚拟网络功能（VNF）配置和生命周期管理操作。
T 虚拟功能控制器（VF-C）：执行网络业务（NS）的配置和生命周期管理，同时使用
VNF Manager 来执行 VNF 的配置与生命周期管理操作。
T 活动和可用资源库（A&AI）：提供系统资源、服务、产品及与其相关的实时视图。
（4）闭环自动化：设计→创建→收集→分析→检测→发布→响应。
T 数据收集、分析和事件（DCAE）：收集事件、性能、使用情况，并将信息发布到与
执行闭环操作相关的部件（如 SO）以触发策略。其子项目 Holmes 将收集到的信息
与 A&AI 中的对象关联，为电信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告警关联分析。
T 公共服务：保障 ONAP 组件正常运营的服务，包括活动记录、报告、通用数据层、
访问控制、弹性和软件生命周期管理等部分。

1.4.2

Beijing 版本

Beijing 版本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发布。在 Beijing 版本中，社区聚焦平台和闭环自动化
增强，以确保可扩展性、安全性、稳定性和性能，并支持实际部署。该版本扩展平台支持容
器化部署，并为虚拟 VNF 开发人员、服务设计人员和运营维护人员提供强大的文档支持。
Beijing 版本增强了如下组件：
T External API：该组件从北向集成角度提高和 TMF 标准的互操作性，有利于同 BSS
的集成。
T ONAP Operations Manager（OOM）：提供了基于 Kubernetes 托管云环境的 ONAP
安装和部署功能，大大简化了 ONAP 的安装部署流程。
T Multi-site State Coordination Service（MUSIC）：提供跨站点的高可用基础服务，
支持 ONAP 扩展到多站点环境，以支持全球规模部署的基础架构要求。
T ONAP Optimization Framework（OOF）：ONAP 优化框架提供了一种声明式、策
略驱动的方法，用于创建和运行优化应用程序，如位置归属、部署和变更管理调度
优化。
Beijing 版本增强了如下特性：
T 信息模型、工作流和策略模型：增强了对相关标准的遵从，包括 ETSI NFV MANO、
TM Forum SID、OASIS TOSCA、IETF 和 MEF 等。
T 变更管理（Change Management）：支撑虚拟网关（vG）VNF 的升级工作流程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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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
T 硬件平台感知（Hardware Platform Awareness）：通过感知容量、位置、硬件能力的
差异，将资源（如 VNF 等）置于正确的云 / 区域（HPA 定义 DPDK、SR-IOV 等规则）。
T 手动触发的自动扩缩（Auto-scaling out with manual trigger）：手动触发系统横向
扩展或缩小，以应对变化的容量或负载需求。

1.4.3

Casablanca 版本

Casablanca 版 本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发 布。Casablanca 进 一 步 增 加 了 ONAP 的 可 部
署性，引入了新的应用场景蓝图 CCVPN，不仅支持虚拟网元（VNF），而且支持物理网元
（PNF）和新的工作流编排工具。
Casablanca 版本增加了组件 Post Orchestration Model Based Audit（POMBA）：该组件
基于事件驱动，对业务的设计态属性、运行态属性和网络真实的属性进行交叉对比，生成
审计报告。
Casablanca 版本增加了如下特性：
T 从 7 个维度继续提升 ONAP 的软件质量：稳定性、安全性、可扩展性、性能、弹
性、可管理性和可用性。
T 简化 ONAP 安装和部署：使用 Kubernetes（Docker 和 Helm Chart 技术）简化安装，
OOM 支持可插拔的存储，为用户提供更多存储选项。
T 引入新场景蓝图：支持 5G 新蓝图，新增 CCVPN 蓝图（结合 OTN 与 SD-WAN 的
企业 VPN 专线业务）。
T SDC 支撑两个新的设计工具：DCAE Design Studio 和 SO Workflow Designer。
T 支持 ETSI NFV-SOL003 标准。
T DCAE：支持与 Linux Foundation 的 PNDA 项目集成，作为对 CDAP 的补充。
T A&AI：通过提供历史数据来支持审计功能。
T External API ：继续与 TMF（围绕 ServiceOrder）和 MEF API（围绕 Legato 和 Interlude
API）协调，以简化与 OSS/BSS 的集成流程。
T CLAMP ：提供了新仪表板功能，用于在设计态和运行态查看 DMaaP 和其他事件，
方便 Close Loop 闭环自动化的调试。

1.4.4

Dublin 及后续版本展望

社区 Dublin 版本截至本书截稿前还处在开发阶段，计划于 2019 年 6 月正式发布。
Dublin 版本将继续朝着 ONAP 商用部署的目标努力，不会引入新的组件，目前已经收
集了 30 多个需求，其中增强 5G use case、BBS use case 等处于较高优先级，特性增强方面
包括：变更管理扩展；5G 需求、PNF 发现、参数支持、算法、模型配置；VNF 扩缩容增强；
核心服务、VNF 生命周期管理状态和转换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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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P 与相关标准开源组织协同
ONAP 一直在紧跟标准组织在 SDN/NFV 方面的进展，并在实施过程中尽量遵循与继承

标准已有成果，比如 ETSI、MEF、TMF、IETF、3 GPP、BBF 等。同时，ONAP 还与许多
开源社区开展了协同工作，典型的有 OpenStack、Kubernetes 和 OPNFV 等。

1.5.1

ONAP 与 ETSI NFV

欧洲电信标准组织（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ETSI）是电信产
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信设备和网络标准制定者。ETSI NFV 是 2012 年在 ETSI 下面专门
成立的聚焦在 NFV 相关架构和接口定义的产业标准组（Industry Specification Group），是
NFV 领域的标准权威组织。
ETSI NFV 定义的 NFV 架构如图 1-6 所示。

图 1-6

ETSI NFV 定义的架构

ETSI NFV 的标准定义聚焦在 VNF 和 NS（Network Service）的生命周期管理，也就是
图 1-6 中右边方框内所示的 MANO（NFVO 和 VNFM 在一起的统称）的相关架构和接口。
从功能范畴上来说，ONAP 的范围远远大于 MANO 的范畴，ONAP 要解决的是全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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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基础设施端到端的自动化运维问题，而 MANO 仅关注 NFV 的生命周期自动化。
在架构和实现上，ONAP 的 VF-C 模块相当于 ETSI 的 NFVO 功能，而 VNFM 模块一
般由厂商来实现，VIM 模块一般由云平台供应商来实现。ONAP 同厂商特有的 VNFM 和
VIM 的集成接口都遵循 ETSI NFV 的相关标准（SOL003、SOL005 等）
ONAP 在 VNF 的信息模型和 SO、VF-C 模块的接口上遵循 ETSI NFV 的相关标准。
ETSI VNF 的相关标准还在持续演进中，还有很多标准没有定稿，ONAP 同 ETSI VNF
的关系是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ONAP 的开源实现可能领先于 ETSI 的标准制定，并促成
ETSI 相关标准的成熟。

1.5.2

ONAP 与 MEF

城域以太网论坛（MEF）是 2001 年成立的一个专注于解决城域以太网专线业务技术
标准的非营利性组织。最近几年 MEF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推动运营商的数字化转型和业务
标 准 定 义 上 来。MEF 根 据 用 户 和 运 营 商 之 间 的 消 费 关 系 提 出 了 LSO（Lifecycle Service
Orchestration，生命周期服务编排）的概念和对应的参考架构。
如图 1-7 所示，在一个运营商的域内（SP Domain），从上到下分别有：
T Business Application ：商务相关的系统，对应传统的 BSS 系统，以及客户关系、
报价、计费等系统。
T Service Orchestration Functionality ：业务编排功能，进行网络业务的完整生命周
期管理，包括创建、修改、保障、修复和终结等。
T Infrastructur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基础设施的控制和管理，比如云管理平
台、SDN 控制器、MANO 等软件系统（一般由设备商提供软件系统）。
T Elem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网元的控制和管理（设备商实现）。
2017 年 11 月，ONAP 宣布同 MEF 达成合作，一起推动网络业务的敏捷运营。在 MEF
的 LSO 参考架构里面，ONAP 实现了 Service Orchestration Functionality 的功能。ONAP 的
External API 项目会参考 LSO 的 LEGATO、INTERLUDE、PRESTO 的接口标准。
在 Casablanca 版本的 CCVPN 用例中，在 External API（北向接口项目中）支持跨运营
商的企业以太专线定义中，参考了 MEF 的 Interlude（MEF 中定义的，用于 Service Orchestrator 间交互接口的 API 标准名）接口标准。

1.5.3

ONAP 与 TMF

TMF（TeleManagement Forum，电信管理论坛）是一个为电信运营和管理提供策略建
议和实施方案的世界性组织，是专注于通信行业 OSS（Operations Support Systems，运维
支撑系统）和管理问题的全球性非营利性社团联盟。TMF 提出的 NG OSS（New Generation
Operations Systems and Software，下一代运维系统）功能模型，包括 TOM（Telecom Operations Map，电信运营图）和 eTOM（enhanced Telecom Operations Map，增强电信运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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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际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及电信运营支撑系统开发商广泛接受，成为事实上的国际
标准。

Customer Domain
CANTATA
(CUS:BUS)

SP Domain
Business
Applications

Customer
Application
Coordinator

Partner Domain
SONATA
(BUS:BUS)

LEGATO
(BUS:SOF)
ALLEGRO
(CUS:SOF)

Business
Applications
LEGATO
(BUS:SOF)

Service Orchestration INTERLUDE
Service Orchestration
(SOF:SOF)
Functionality
Functionality
PRESTO
PRESTO
(SOF:ICM)
(SOF:ICM)
Infrastructure Control
Infrastructur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ADAGIO(ICM:ECM)
ADAGIO(ICM:ECM)
Element Control
Element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Network Infrastructure

图 1-7

MEF LSO 参考架构

TMF 的 Open API 计划是一项全球性计划，旨在实现跨复杂生态系统服务的端到端无
缝连接及其互操作性和可移植性。该计划正在创建一个 Open API 套件，该套件是一套基于
REST 的标准 API，可在运营和管理系统之间实现快速、可重复和灵活的集成，从而更轻松
地创建、构建和运营复杂的创新服务。
2018 年 3 月，ONAP 与 TMF 宣布正式合作，以确保开放 API 成为 ONAP 等关键开源
项目的一部分。TMF 开放 API 成为 ONAP Beijing 版本（2018 年 6 月发布）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 ONAP 的 Casablanca 版本的 CCVPN 用例中，External API（北向接口项目中）实现
对 TMF 接口标准的框架支持，包括为了实现跨 ONAP 的通信，支持了 TMT 641（Service
Order API，业务订单接口）标准，后续还会支持 TMF 633（目录接口）、TMF638（业务状态
变更通知）等标准接口。

1.5.4

ONAP 与 IETF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负责互联网标准的开发和推动。IETF 制定了
TCP、IP、MPLS 等关键互联网协议。
IETF 面向 SDN 各技术领域开展标准化工作，IETF 的 SDN 参考架构已基本成为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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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流标准架构。
IETF 定义了网络配置模型语言 YANG，并且定义了很多网络资源和业务模型，比如
L3VPN、L2VPN、L1VPN 等。
SDN 控制器北向接口的配置模型，一般会遵照 IETF 模型。ONAP 同 SDN 厂商进行对
接时，一般采用 IETF 定义的 RestConf 接口和对应的 YANG 模型。
在 Casablanca 版本的 CCVPN 用例中，ONAP 同 OTN 控制器的接口采用了 IETF 定义的
ACTN（Abstraction and Control of TE networks）相关标准，包括拓扑模型、业务模型等。

1.5.5

ONAP 与 3GPP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是 1998 年全球各大
标准组织为了协同 3G 标准合作建立的组织。3GPP 成立后就成为无线通信领域的权威组织，
并制定了 WCDMA、TD-SCDMA 等 3G 标准，以及 4G 标准 LTE 和最新的 5G 标准。
2018 年 3GPP 发布了首个 5G 标准版本 R15，标志着世界正式进入 5G 时代。
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5G 的基站网络规模会大大超过 4G 的；5G 大量采用虚拟
化技术来实现核心网业务；5G 要求支持网络切片（Network Slicing）；5G 的基站分成 DU
和 CU 等，这类新的特点导致 5G 的自动化运维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
5G 是 ONAP 的一个核心应用场景，5G 蓝图是 ONAP 持续多个版本的蓝图。
3GPP 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来研究 5G 同 ONAP 集成的运维架构。

1.5.6

ONAP 与 BBF

BBF（Broadband Forum，宽带论坛）是 1994 年成立的全球标准组织，聚焦在定义宽带
接入的相关技术，比如 DSL 和 PON 等。
BBF 近年来积极推动把 NFV 引入电信机房，提出 CloudCO（Cloud Central Office）架构。
ONAP 社区的 vCPE 和 BBS 两个蓝图，都是聚焦在未来的家庭宽带业务场景，相关标
准参照 BBF。
以上介绍了 ONAP 与部分标准组织的合作，接下来介绍 ONAP 与几个主要开源社区开
展的协同工作。

1.5.7

ONAP 与 OpenStack

OpenStack 是当前最主流的开源云计算基础设施管理平台，目标是帮助服务商和企业内
部实现类似于 Amazon EC2 和 S3 的云基础架构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
电信运营商的 NFVi 基础设施普遍采用 OpenStack 作为云操作系统，提供虚拟机的编排
管理和虚拟网络资源的配置管理等功能。
ONAP 从第一个版本开始就在 MultiVIM 项目中支持与 OpenStack 的集成，多数组件也
同时支持通过 OpenStack 的 Heat 脚本进行部署管理。从 Beijing 版本开始 ONAP 支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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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M 集成的 Kubernetes 实现容器化部署与管理。

1.5.8

ONAP 与 Kubernetes

Kubernetes（简 称 K8s） 是 Google 开 源 的 一 个 容 器 编 排 引 擎， 目 前 是 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云原生云计算基金会）基金会下面的项目。K8s 是集群中负
责管理跨多台主机容器化应用的开源系统，支持自动化部署、大规模可伸缩、应用容器化
管理，其目标是让部署容器化的应用简单且高效。
K8s 目前已是面向云原生的应用，是容器化部署场景的最热门的开源项目，尤其是从
VNF 向 CNF 演进的过程，K8s 被认为是默认配套。
ONAP 在很多项目中都在开展与 K8s 的集成，包括 Multi-VIM 项目、OOM 项目等。OOM
对 ONAP 的支持就是通过 K8s 实现的，使用了 Rancher、Helm、Kubectl 等组件。

1.5.9

ONAP 与 OPNFV

OPNFV（Open Platform for NFV）是 2014 年 9 月在 Linux 基金会下成立的一个开源项
目，专注于加速 NFV 的发展，其目标是建立一个运营商级的、集成的开源参考平台。运营
商与厂商共同推进 NFV 的演进，确保多个开源组件之间的一致性、性能和互操作性。
OPNFV 的工作范畴是构建 NFV 基础设施（NFVi），虚拟化基础架构管理（VIM），并将
应用程序可编程接口（API）包括在其他 NFV 元素中。这些 NFV 元素一起构成了虚拟网络
功能（VNF）和管理、网络编排（MANO）组件。OPNFV 有望提高性能和功率效率，提高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
截至 2018 年 11 月，OPNFV 共发布了 7 个版本，OPNFV 项目能够很好地与上下游的
开源项目紧密合作，共同促进 NFV 的发展和应用。
OPNFV 是一个集成型的开源项目，成立多年，在 NFV 和 NFVi 的功能测试、性能测试
上积累了大量的测试工具和测试用例。
2018 年 OPNFV 成立 OPNFV Verified Program（OVP）认证项目，针对商用 VIM 产品
进行认证。
LFN 成立以后，ONAP 对 NFV 的认证和 OPNFV 对 VIM 的认证将统一运作，在 LFN
成立统一的 CVC（Compliance andVerification Committee）进行管理。

1.6

运营商部署实践进展
ONAP 得到了全球主要大型运营商的支持，很多运营商都成立了专门的 ONAP 团队，

对 ONAP 进行测试、验证和试点，或者基于 ONAP 进行商业版本开发，把 ONAP 引入到生
产环境里面。到本书截稿时为止，基于部分运营商在 ONAP 社区中的公开信息，进展汇总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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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电信电报公司（AT&T）
AT&T 的网络自动化生产系统 ECOMP 就是 ONAP 在其生产系统中的应用。AT&T 已
经商业化部署的新业务，比如 Network On Demand、5G 实验网，都是基于 ONAP 进行的。
AT&T 采用社区优先（ONAP First ）战略，生产系统对平台的新需求优先在 ONAP 社区开
发，保证生产系统和 ONAP 版本的同步更新。
AT&T 自身有很强大的软件开发和架构能力，对 ONAP 的商业开发其仍然引入了商业
合作伙伴（如 Amdocs、Tech Mahindra 等公司），共同推动 ONAP 在自身网络中的落地。
AT&T 的网络技术演进的完整战略还包含引入人工智能和边缘计算，与此相对应，它也
在主动推进两个新开源项目：聚焦网络人工智能的 Acumos AI 项目和聚焦边缘计算的集成软
件栈项目 Akraino。同时 AT&T 也在积极推进 ONAP 同 Acumos 和 Akraino 的集成、协同。
2. 中国移动
自 2017 年年初加入 ONAP 社区以来，中国移动一直积极参与并为社区做贡献，现担任
技术指导委员会的副主席，参与架构设计，在多个核心模块积极贡献代码。中国移动还设
有 ONAP 实验室，并负责管理。
在 ONAP 的第一版本中，中国移动在社区发布了核心网的用例 VoLTE，初步验证了
ONAP 的端到端的业务能力；在第二版本中验证了 CPE 用例；在第三版本中，联合沃达丰
和华为推出 CCVPN 用例，以实现跨运营商、跨域、跨层的 VPN 业务连接。目前团队仍在
进行 CCVPN 用例的扩展工作，比如多站点业务的创建、业务修改、AI 应用的自动部署等，
希望借助该用例，进一步增强 ONAP 平台的能力。
着眼于下一代网络的主要场景，依托于下一代网络的关键技术，中国移动基于开源社
区 ONAP 的开源版本，自主研发了用于运营商网络设计编排、自动化和智能化运维管理的
商用产品。2018 年 8 月，在浙江部署整套 ONAP 环境，并进行了技术验证；2018 年 11 月
份在陕西省进行商用测试，从一阶段测试结果看，对外接口已经可以满足企标要求，当前
正在进行二阶段性能、可靠性等测试。2019 年将与 5G 规模试验网同步，支持切片和子网
切片的编排与管理。
3. 中国电信
中国电信参考 ONAP 架构研发的网络服务编排器已在现网应用。对于重点业务，如云
网协同和智能专线等，中国电信在积极研究基于 ONAP 平台来编排智能专线业务并积极推
动试点。同时，中国电信在国际网络 CTGNet 中也积极尝试 ONAP 的应用与部署。中国电
信也投入专门团队研究和贡献 ONAP 社区项目，承担了社区 Benchmark 项目相关工作并进
行 S3P 验证测试。后续中国电信也将继续积极跟进 ONAP 社区，寻求商业合作伙伴，将其
作为面向 CTNet2025 的核心网络运营系统引擎，提升网络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4.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基于 ONAP 开源代码积极开展产品创新，自研开发 IPRAN+ 骨干网跨域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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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实现了跨网络领域、跨地市和跨厂家的统一业务编排与网络协同。在社区方面，中国
联通积极参与并贡献相关项目，牵头完成 ONAP 白皮书中文版翻译工作，推动 ONAP 相关
接口标准的商业实践，致力于 ONAP 中国社区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5. 法国电信（Orange）
法国电信把 ONAP 作为实现集团 OSS 简化和网络自动化战略的关键措施并坚定推行。
法国电信明确要求从 2019 年起，所有的招标书都会把 ONAP 作为必选项。2018 年，法国
电信联合华为在生产环境公有云上验证了 SD-WAN 业务的自动化。
2019 年是法国电信推动 ONAP 落地的关键年，法国电信为此专门发出了 ONAP 伙伴标
书，寻找商业伙伴，为法国电信提供定制开发、系统集成和业务设计服务，并计划在西班
牙子网开展现网试点。
6. 加拿大 Bell 电信（Bell Canada）
加拿大 Bell 电信也是最早把 ONAP 引入到商业生产环境的电信运营商之一。从 ONAP
第一个版本（Amsterdam）开始，Bell 就把 ONAP 用于虚拟化基础设施层（NFVi）的自动化
和商业 SD-WAN 业务的自动化，其 SD-WAN 业务已经推向市场。
加拿大 Bell 计划逐步把 ONAP 推广到整个运营商网络，包含有线、无线、骨干网、数
据中心等。Bell 对 ONAP 的商业化途径也是寻求与商业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需要商业合作
伙伴提供定制开发、集成和业务设计等服务。
7. 沃达丰（Vodafone）
沃达丰积极参与了 ONAP 的 CCVPN Blueprint 的验证。沃达丰是一个全球运营商，在
很多国家拥有独立运营的子网，沃达丰的自动化战略是为每个国家子网引入基于 ONAP 的
商业编排器，并要求所有子网的编排器必须兼容 ONAP 的外部接口，并能够实现多个国家
编排器之间的互联互通。
8. 土耳其电信（Turk Telekom）
土耳其电信计划基于 ONAP 第三个版本（Casablanca）进行商业化部署，推出 SD-WAN
业务。
从中国三大运营商到欧洲大 T，再到北美的领先运营商，全球很多电信运营商正基于
ONAP 开展商用部署实践活动，或是基于 ONAP 的架构重构自己的网络 OSS 系统，以期在
未来的网络自动化浪潮中保持先进地位。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过程中，中国的运营商和设备
厂商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网络自动化进程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

1.7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网络自动化演进的历史和挑战，介绍了 AT&T 的自动化实践，以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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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厂商的相关实践。
ONAP 是电信产业集中力量应对网络自动化挑战的产物，ONAP 为物理和虚拟网络功
能提供了一个模型驱动的业务编排和策略驱动的实时闭环自动化平台，可以快速自动化部
署新业务，并支持全生命周期管理。本章简单介绍了 ONAP 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并介绍了目前几个 ONAP 版本的演进情况，以期读者对 ONAP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本章还简单介绍了 ONAP 同一些标准组织和开源组织的关系，这些知识有利于读者在
一个很大的框架下理解 ONAP 的功能和角色。
本章最后还介绍了全球运营商基于 ONAP 开展的实验和部署实践。

第 2 章 Chapter 2

ONAP 安装部署指南

本章将介绍如何在 Kubernetes（简称 K8s）上安装部署 ONAP。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
ONAP 各个组件以容器的形式进行部署，并通过 Kubernetes 进行管理。同时利用了容器轻
量化及 Kubenertes 成熟管理的优势，使 ONAP 易于安装并且更加稳定可扩展。由于本章会
涉及大量 Linux 操作，故需要读者对 Linux 操作系统、网络及 shell 命令等有一定的了解。
至于容器和 Kubernetes 本身的操作，可以通过本章给出的实例进行学习。ONAP 的所有组
件均运行在 Docker 之中，而且需要一个 Kubernetes 集群进行编排管理。

2.1

安装要求说明
由于 ONAP 可以在多种场景下部署，对硬件及软件分别有不同的要求，故本节将对这

些做一个简单介绍。简单来讲，ONAP 的部署可以分为物理裸机部署、私有云环境部署和
公有云环境部署。三种部署场景的基本安装步骤如图 2-1 所示。

图 2-1

三种部署场景

无论哪种场景，ONAP 全量安装的总硬件最低要求都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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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ONAP 安装的硬件最低要求

RAM

HardDisk

vCPU

Ports

224GB

160GB

112

0.0.0.0/0（all open)

不同版本的 ONAP 安装对应的相关软件版本要求如表 2-2 所示。本章 ONAP 的安装讲
解将以 C 版本为例。
表 2-2
Release

ONAP 安装的相关软件版本要求

Kubernetes

Helm

kubectl

Docker

Amsterdam

1.7.x

2.3.x

1.7.x

1.12.x

Beijing

1.8.10

2.8.2

1.8.10

17.03.x

Casablanca

1.11.2

2.9.1

1.11.2

17.03.x

2.2

在物理裸机上部署 ONAP

2.2.1

资源准备—安装 OS

物理裸机需要在机器上安装 Ubuntu Server 16.04 LTS。安装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可以参
考网上相关系统安装指南。
系统安装完，还需要在每台机器上进行一些简单的配置。
1. 设置 iptables 默认规则为 ACCEPT
新安装的系统默认的规则可能是 DROP，运行下列命令修改默认为 ACCEPT。
root@ubuntu:~#
root@ubuntu:~#
root@ubuntu:~#
root@ubuntu:~#

iptables -P INPUT ACCEPT
iptables –P FORWARD ACCEPT
iptables –P OUTPUT ACCEPT
iptables-save > /etc/iptables.rules

2. 设置虚拟内存的最大值
将进程可以使用的内存区域设置为最大值，以避免内存溢出等异常。
# Define the virtual memory to void memory exceptions for a process
root@ubuntu:~# sysctl -w vm.max_map_count=262144

3. 安装及配置 openssh-server
在新安装操作系统的机器里可能没有安装 openssh-server。需要安装 openssh-server 之
后才能远程登录服务器。安装 openssh-server 的命令如下：
root@ubuntu:~# sudo apt update
root@ubuntu:~# sudo apt install openssh-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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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openssh-server 机器的用户名 / 密码登录方式，脚本如下：
# setup ssh access - default login: ubuntu/ubuntu
root@ubuntu:~# sed -i 's/PermitRootLogin.*/PermitRootLogin yes/' /etc/ssh/sshd_
config
root@ubuntu:~# sed - i \
's/PasswordAuthentication.*/PasswordAuthentication yes/' /etc/ssh/sshd_config
root@ubuntu:~# cat >> /etc/ssh/sshd_config << EOF
Ciphers aes128-cbc,aes192-cbc,aes256-cbc,aes128-ctr,aes192-ctr,aes256-ctr,3descbc,arcfour128,arcfour256,arcfour,blowfish-cbc,cast128-cbc
MACs hmac-md5,hmac-sha1,umac-64@openssh.com,hmac-ripemd160,hmac-sha1-96,hmacmd5-96
KexAlgorithms diffie-hellman-group1-sha1,diffie-hellman-group14-sha1,diffiehellman-group-exchange-sha1,diffie-hellman-group-exchange-sha256,ecdhsha2-nistp256,ecdh-sha2-nistp384,ecdh-sha2-nistp521,diffie-hellman-group1sha1,curve25519-sha256@libssh.org
ClientAliveInterval 60
ClientAliveCountMax 5
EOF
root@ubuntu:~# service sshd restart

2.2.2

在物理服务器上安装 Kubernetes

Kubernetes 是 Google 开源的一款基于容器的集群管理系统，是其内部 Borg 工具的开
源版。Kubernetes 是目前公认的最成熟、先进的开源容器集群管理系统，发展非常迅猛，
得到了容器生态圈厂商的全面支持。许多公有云服务厂商都提供基于 Kubernetes 的基础设
施层支持。
一个 Kubernetes 集群，是由 Kubernetes Master 及若干 Worker（节点）组成的。节点上
最小的操作单元被称为 Pod ：相关的一个或多个容器构成一个 Pod，Pod 包含的容器运行在
同一个上下文中，可看作一个统一的管理单元，共享相同的 volumes 和 network namespace
空间。Kubernetes Master 作为集群的中心控制节点，会运行 3 个关键进程：kube-apiserver、
kube-manager 及 kube-scheduler。 另 外， 在 Kubernetes 的 Master 和 Worker 上 还 需 要 安 装
ETCD 及容器网络插件（例如 Flannel），以负责存储 Kubernetes 的信息以及同一个集群内容
器的内网规划和支持。
T kube-apiserver ：提供 Kubernetes 的 API 接口，以及相关对象增、删、改、查等的
统一集群管理入口。
T kube-manager：主要负责 Kubernetes 的各类控制器，提供容错处理、扩缩容等机制。
T kube-scheduler：提供资源调度，为被管理单元分配资源、主机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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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 Worker 节点上，会运行两个进程：
T kubelet：可以理解为 Node Agent，作为 Pod 的守护进程，同时和 Master 进行通信。
T kube-proxy：作为 Worker 节点上运行服务的网络代理，提供访问服务和 Pod 内的流
量转发。
1. 安装及配置 Docker
在操作系统上安装 Docker。
对于 Ubuntu 系统，先移除掉可能存在于系统上的老版本 Docker，之后要增加 Docker
的安装包的源以及 GPG key。运行如下命令：
# Remove old version of docker
root@ubuntu:~# sudo apt-get remove docker docker-engine docker.io containerd runc
# Update packages
root@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
apt-transport-https \
ca-certificates \
curl \
gnupg-agent \
software-properties-common
# Add docker official GPG key
root@ubuntu:~# curl -fsSL https://download.docker.com/linux/ubuntu/gpg | sudo
apt-key add –
root@ubuntu:~# sudo apt-key fingerprint 0EBFCD88
# Set up repository
root@ubuntu:~# sudo add-apt-repository \
"deb [arch=amd64] https://download.docker.com/
linux/ubuntu \
$(lsb_release -cs) stable"
root@ubuntu:~# sudo apt-get update
# sudo apt-get install docker-ce=<VERSION_STRING>
root@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docker-ce

安装结束以后，运行以下命令验证 Docker 版本：
root@ubuntu:~# docker version

出现如下提示信息则表示安装成功（版本和时间不一定相同）：
Client:
Version:
API version:
Go version:
Git commit:
Built: Tue Feb
OS/Arch:

17.12.1-ce
1.35
go1.9.4
7390fc6
27 22:17:40 2018
linux/amd64

Server:
Engine:
Version:

17.12.1-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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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minimum version 1.12)
go1.9.4
7390fc6
Tue Feb 27 22:16:13 2018
linux/amd64
false

Docker 安装成功以后就可以在服务器上部署 Kubernetes 了。
2. 使用 kubeadm 安装 Kubernetes
目前 Kubernetes 官方提供了 kubeadm 工具，帮助用户进行安装。利用 kubeadm 可以方
便地安装 Kubernetes 的 Master 节点及 Worker 节点。安装之前需要确认，每个节点满足以
下要求：
T 需要运行 deb/rpm 兼容的操作系统，如 Ubuntu 或者 CentOS。
T 2 GB 及以上的 RAM。
T Master 节点需要至少 2 核 CPU。
T 每个节点间必须有网络互联，并且可以连接互联网。
选择一台机器作为 Kubernetes Master，其他的机器作为 Worker 节点。在安装 Worker
节点之前，需要先安装 kubectl、kubeadm、kubelet 及禁用系统的 swap。对于 Ubuntu 系统，
执行以下命令：
root@ubuntu:~# apt-get update && apt-get install -y apt-transport-https curl
root@ubuntu:~# curl -s https://packages.cloud.google.com/apt/doc/apt-key.gpg | \
apt-key add root@ubuntu:~# cat <<EOF >/etc/apt/sources.list.d/kubernetes.list
root@ubuntu:~# deb https://apt.kubernetes.io/ kubernetes-xenial main
root@ubuntu:~# EOF
root@ubuntu:~# apt-get update
root@ubuntu:~# apt-get install -y kubelet kubeadm kubectl
root@ubuntu:~# apt-mark hold kubelet kubeadm kubectl
root@ubuntu:~# swapoff -a

首先需要安装 Master，如果 Master 节点有外网 IP，则将此 IP 替换为 <Master Server IP
Address>，在作为 Master 节点的机器上执行以下命令：
# If the master has an external ip, fill it in <Master Server IP Address>
root@ubuntu:~# kubeadm init --apiserver-advertise-address=<Master Server IP
Address> --pod-network-cidr=10.244.0.0/16

如果 Master 节点没有外网 IP，即 Master 节点与 Worker 节点在同一子网中，则运行如
下命令：
root@ubuntu:~# kubeadm init --pod-network-cidr=10.244.0.0/16

当输出如下信息则表示 Master 节点安装成功：
[init] Using Kubernetes version: v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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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Kubernetes master has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To start using your cluster, you need to run (as a regular user):
mkdir -p $HOME/.kube
sudo cp -i /etc/kubernetes/admin.conf $HOME/.kube/config
sudo chown $(id -u):$(id -g) $HOME/.kube/config
You should now deploy a pod network to the cluster.
Run "kubectl apply -f [podnetwork].yaml" with one of the addon options listed at:
http://kubernetes.io/docs/admin/addons/
You can now join any number of machines by running the following on each node
as root:
kubeadm join --token <token> <master-ip>:<master-port> --discovery-token-cacert-hash sha256:<hash>

配置 Kubectl（Kubernetes 的命令行工具）：
root@ubuntu:~# mkdir -p $HOME/.kube
root@ubuntu:~# sudo cp -i /etc/kubernetes/admin.conf $HOME/.kube/config
root@ubuntu:~# sudo chown $(id -u):$(id -g) $HOME/.kube/config

配置完 Kubectl 后可以运行命令检查 Master 状态，运行的命令及输出信息如下：
root@ubuntu:~# kubectl get nodes
NAME
STATUS ROLES
AGE VERSION
ubuntu Ready master
21m v1.13.4

设置容器网络，以 flannel 为例：
root@ubuntu:~# kubectl apply -f \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coreos/flannel/bc79dd1505b0c8681ece4de4c0d
86c5cd2643275/Documentation/kube-flannel.yml

一个 Master 节点可以管理多个 Worker 节点，在每个 Worker 节点运行如下命令，即可
完成 Worker 节点的安装：
root@work1:~# kubeadm join --token <token> <master-ip>:<master-port> --discoverytoken-ca-cert-hash sha256:<hash>

上述命令可以在 Master 安装后的提示信息中复制，<token> 等信息都是自动生成的。
如果看到以下信息，则表明安装成功：
[preflight] Running pre-flight checks
……
This node has joined the cluster:
* Certificate signing request was sent to apiserver and a response was received.
* The Kubelet was informed of the new secure connection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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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kubectl get nodes' on the master to see this node join the cluster.

等待一段时间你可以在 Master 上运行命令查看节点状态及检测节点是否真的加入成
功，运行的如下命令：
root@ubuntu:~#
NAME
STATUS
ubuntu Ready
work1
Ready

kubectl get nodes
ROLES
AGE VERSION
master
50m v1.13.4
<none>
7m
v1.13.4

另 外， 如 果 需 要 在 互 联 网 主 机 上 调 用 Kubernetes 的 命 令 行， 可 以 将 Master 上 的
~/.kube/config 文件拷贝到这台主机的 ~/.kube 目录下，并安装 Kubectl 工具即可。

2.2.3

验证 Kubernetes 是否安装正确

一个 Kubernetes 集群已经安装完成，接下来需要验证集群是否正常运行。首先，在
Master 上创建一个 nginx-app.yaml：
root@ubuntu:~# cat <<EOF >~/nginx-app.yaml
apiVersion: v1
kind: Service
metadata:
name: nginx
labels:
app: nginx
spec:
type: NodePort
ports:
- port: 80
protocol: TCP
name: http
selector:
app: nginx
--apiVersion: v1
kind: ReplicationController
metadata:
name: nginx
spec:
replicas: 2
template:
metadata:
labels:
app: nginx
spec:
containers:
- name: nginx
image: nginx
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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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erPort: 80

然后，运行测试脚本 test.sh，脚本通过上面的 yaml 文件创建 pod 和 service，之后通过
命令查询其状态。查询脚本内容如下：
set -ex
kubectl
kubectl
kubectl
kubectl
kubectl

create -f ~/nginx-app.yaml
get nodes
get services
get pods
get rc

r="0"
while [ $r -ne "2" ]
do
r=$(kubectl get pods | grep Running | wc -l)
sleep 60
done
svcip=$(kubectl get services nginx
sleep 10
wget http://$svcip
kubectl delete -f ./nginx-app.yaml
kubectl get rc
kubectl get pods
kubectl get services

-o json | grep clusterIP | cut -f4 -d'"')

如果可以看到如下 rc、pods 及 services 的打印信息，则表明集群正常安装并运行。
root@ubuntu:~# bash ./test.sh
service/nginx created
replicationcontroller/nginx created
+ kubectl get nodes
NAME
STATUS
ROLES
AGE
VERSION
<slave>
Ready
<none>
52s
v1.13.3
<master>Ready
master
26m
v1.13.3
+ kubectl get services
NAME
TYPE
CLUSTER-IP
kubernetes
ClusterIP
10.96.0.1
nginx
NodePort
10.102.158.245
+ kubectl get pods
NAME
READY
STATUS
nginx-7d76v
0/1
ContainerCreating
nginx-dpn6x
0/1
ContainerCreating
+ kubectl get rc
NAME
DESIRED
CURRENT
READY
AGE
nginx
2
2
0
0s
+ r=0
+ '[' 0 -ne 2 ']'

EXTERNAL-IP
<none>
<none>
RESTARTS
0
0

PORT(S)
443/TCP
80:30637/TCP
AGE
0s
0s

AGE
26m
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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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bectl get pods
++ grep Running
++ wc -l
+ r=0
+ sleep 60
+ '[' 0 -ne 2 ']'
++ kubectl get pods
++ grep Running
++ wc -l
+ r=2
+ sleep 60
+ '[' 2 -ne 2 ']'
++ kubectl get services nginx -o json
++ grep clusterIP
++ cut -f4 '-d"'
+ svcip=10.102.158.245
+ sleep 10
+ wget http://10.102.158.245
--2019-02-25 15:58:31-- http://10.102.158.245/
Connecting to 10.102.158.245:80...

2.2.4

在 Kubernetes 上安装部署 ONAP

1. 部署工具安装
在安装 ONAP 之前，需要先安装相关的工具—Kubectl 和 Helm。Kubectl 在 2.2 节中
已经介绍过，其是 Kubernetes 的命令行工具。Helm 则是 Kubernetes 的包管理引擎，可以
有效地对基于 Kubernetes 的应用进行部署管理，可以对应用进行版本控制、打包、发布、
删除、更新等操作。ONAP 社区的 OOM（ONAP Operations Manager，ONAP 操作管理工
具）项目已经将 ONAP 的各个组件通过 Helm 组织起来，并支持通过 Helm 进行部署安装。
Helm 依赖于 Kubectl 工具，首先是在 Kubernetes 的 Master 节点上安装 Kubectl，如果已经
安装过 Kubectl 可以忽略此步骤。
Ubuntu 系统执行以下代码安装 Kubectl：
root@ubuntu:~# apt-get update && apt-get install -y apt-transport-https
root@ubuntu:~# curl -s https://packages.cloud.google.com/apt/doc/apt-key.gpg |
apt-key add root@ubuntu:~# touch /etc/apt/sources.list.d/kubernetes.list
root@ubuntu:~# echo "deb http://apt.kubernetes.io/ kubernetes-xenial main" | tee
-a /etc/apt/sources.list.d/kubernetes.list
root@ubuntu:~# apt-get update
root@ubuntu:~# apt-get install -y kubectl

接下来，就需要在 Kubernets 的 Master 节点上安装 Helm，执行以下代码：
root@ubuntu:~#wget http://storage.googleapis.com/kubernetes-helm/helm-v2.9.1linux-amd64.tar.gz
root@ubuntu:~#tar -zxvf helm-v2.9.1-linux-amd64.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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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ubuntu:~#sudo cp linux-amd64/helm /usr/local/bin/helm

除 了 Kubectl 及 Helm， 还 需 要 给 Kubernetes 配 置 NFS。 首 先 登 录 Master 节 点， 创 建
脚本 master_nfs_node.sh：
#!/bin/bash
usage ()
echo
echo
exit
}

{
"Usage:"
"
./$(basename $0) node1_ip node2_ip ... nodeN_ip"
1

if [ "$#" -lt 1 ]; then
echo "Missing NFS slave nodes"
usage
fi
#Install NFS kernel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y nfs-kernel-server
#Create /dockerdata-nfs and set permissions
sudo mkdir -p /dockerdata-nfs
sudo chmod 777 -R /dockerdata-nfs
sudo chown nobody:nogroup /dockerdata-nfs/
#Update the /etc/exports
NFS_EXP=""
for i in $@; do
NFS_EXP+="$i(rw,sync,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 "
done
echo "/dockerdata-nfs "$NFS_EXP | sudo tee -a /etc/exports
#Restart the NFS service
sudo exportfs -a
sudo systemctl restart nfs-kernel-server

然后执行如下命令：
root@ubuntu:~# bash master_nfs_node.sh <worker1_ip><worker2_ip> ... <workerN_ip>

登录每个 Worker 节点，创建 slave_nfs_node.sh 脚本：
#!/bin/bash
usage ()
echo
echo
exit
}

{
"Usage:"
"
./$(basename $0) nfs_master_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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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 -ne 1 ]; then
echo "Missing NFS mater node"
usage
fi
MASTER_IP=$1
#Install NFS common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y nfs-common
#Create NFS directory
sudo mkdir -p /dockerdata-nfs
#Mount the remote NFS directory to the local one
sudo mount $MASTER_IP:/dockerdata-nfs /dockerdata-nfs/
echo "$MASTER_IP:/dockerdata-nfs /dockerdata-nfs nfs auto,nofail,noatime,nolock,
intr,tcp,actimeo=1800 0 0" | sudo tee -a /etc/fstab

执行如下命令：
root@node:~# bash slave_nfs_node.sh <master_ip>

请确保 NFS 在 Master 节点的端口是可以访问的，NFS 的端口可以通过以下命令查询及
显示：
root@ubuntu:~# rpcinfo –p | grep nfs
100003
2
tcp
2049 nfs
100003
3
tcp
2049 nfs
100003
4
tcp
2049 nfs
100003
2
udp
2049 nfs
100003
3
udp
2049 nfs
100003
4
udp
2049 nfs

2. 部署 ONAP
登录 Kubernetes Master 节点使用如下命令从 ONAP 社区代码仓库下载 OOM 代码：
root@ubuntu:~# git clone -b casablanca http://gerrit.onap.org/r/oom
root@ubuntu:~# cd oom/kubernetes

拷贝 Helm 的 deploy 插件到 helm 目录下：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sudo cp -R ./helm/plugins/ ~/.helm

启动 Helm Server，作为 ONAP charts 的本地仓库服务器：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init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serve&

添加本地 Helm 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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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ubuntu:~/oom/kubernetes# helm repo remove stable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Helm repo remove local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repo add local http://127.0.0.1:8879/charts

验证 Helm 仓库是否添加成功：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repo list

可以看到如下屏幕打印：
NAME
local

URL
http://127.0.0.1:8879/charts

给 Helm 创建权限：
root@ubuntu:~/oom/kubernetes#kubectl create serviceaccount --namespace kubesystem tiller
root@ubuntu:~/oom/kubernetes#kubectl create clusterrolebinding tiller-clusterrule --clusterrole=cluster-admin --serviceaccount=kube-system:tiller
root@ubuntu:~/oom/kubernetes#kubectl patch deploy --namespace kube-system tillerdeploy -p '{"spec":{"template":{"spec":{"serviceAccount":"tiller"}}}}'

构 建 ONAP 各 个 组 件 的 Helm Chart（如 果 想 要 选 择 性 地 构 建， 可 以 编 辑 oom/kubernetes/onap 下的 values.yaml 文件，把相应的组件开关改为 true 或 false 即可实现）：
root@ubuntu:~/oom/kubernetes#make all

若屏幕打印如下，则表示构建成功：
[common]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root/oom/kubernetes'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root/oom/kubernetes/common'
[common]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root/oom/kubernetes/common'
==> Linting common
[INFO] Chart.yaml: icon is recommended
1 chart(s) linted, no failures
Successfully packaged chart and saved it to: /root/oom/kubernetes/dist/packages/
common-3.0.0.tgz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root/oom/kubernetes/common'
[mariadb-galera]
make[3]: Entering directory '/root/oom/kubernetes/common'
Hang tight while we grab the latest from your chart repositories...
...Successfully got an update from the "local" chart repository
...Successfully got an update from the "stable" chart repository
Update Complete. ?Happy Helming!?
Saving 1 charts
Deleting outdated charts
==> Linting mariadb-ga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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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Chart.yaml: icon is recommended
Downloading vvp from repo http://127.0.0.1:8879/charts
Deleting outdated charts
==> Linting onap
Lint OK
1 chart(s) linted, no failures
Successfully packaged chart and saved it to: /root/oom/kubernetes/dist/packages/
onap-3.0.0.tgz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root/oom/kubernetes'

显示已经安装的 Helm Chart 的方法如下：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search –l

然后执行如下命令来部署 ONAP：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deploy dev local/onap --namespace onap

如果要监控安装状态和是否成功完成安装，则执行以下命令：
root@ubuntu:~/oom/kubernetes#kubectl get pods -n onap

部分显示结果如下：
NAME
dep-config-binding-service-6478d48747-tmzlk
dep-dcae-datafile-collector-5dfb7c9f79-bbz4w
dep-dcae-hv-ves-collector-7f76dfff4b-95ndq
dep-dcae-prh-5bc6fc558f-vftmk
dep-dcae-snmptrap-collector-8655747d5-9xqlr
dep-dcae-tca-analytics-87876d47-74fqj
dep-dcae-ves-collector-67f75fd957-pkvsm
dep-deployment-handler-7747c5c5df-sjjwj

READY
2/2
2/2
2/2
2/2
1/1
2/2
2/2
2/2

STATUS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ESTARTS
0
0
0
0
0
0
0
0

AGE
18h
17h
17h
17h
17h
17h
17h
17h

如果所有 pod 的 STATUS 都是 Running 则表示 ONAP 安装结束，此时便可以进行 health
测试来验证 ONAP 是否安装成功了。如果 ONAP 健康检查通过，则可认为 ONAP 安装成
功。运行以下命令验证：
root@ubuntu:~/oom/kubernetes#bash ./robot/ete-k8s.sh onap health

运行结束后若出现如下结果，则表示通过了 health 测试：
Basic Holmes Rule Management API Health Check
| PASS |
-----------------------------------------------------------------------------Basic Holmes Engine Management API Health Check
| PASS |
-----------------------------------------------------------------------------Testsuites.Health-Check :: Testing ecomp components are available ... | PASS |
51 critical tests, 51 passed, 0 failed
51 tests total, 51 passed, 0 failed
==============================================================================
Testsuites
| P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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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critical tests, 51 passed, 0 failed
51 tests total, 51 passed, 0 failed
==============================================================================
Output: /share/logs/0003_ete_health/output.xml
Log:
/share/logs/0003_ete_health/log.html
Report: /share/logs/0003_ete_health/report.html
command terminated with exit code 0

如果需要安装 ONAP 的某一个组件，如 SO，可执行以下命令，-n 后面指定在 Helm 中
的 release 名字：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helm install onap/so --version 2.0.1 -n so

可执行下面的命令删除 ONAP：
root@ubuntu:~/oom/kubernetes#helm undeploy dev –purge

如果需要删除 Helm，需停止 Helm 相关服务，并且移除 Kubernetes 环境中的相关组
件，即执行如下命令：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find the pid of helm related
#kill -9 <pid>

helm reset –force
rm /usr/local/bin/helm
rm -rf /root/.helm
ps aux | grep helm
process and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kubectl delete serviceaccount --namespace kubesystem tiller
root@ubuntu:~/oom/kubernetes# kubectl delete clusterrolebinding tiller-clusterrule
root@ubuntu:~/oom/kubernet es# kubectl delete --namespace kube-system tillerdeploy

2.3

在 OpenStack 私有云环境下部署 ONAP
在 OpenStack 上创建虚拟机部署 ONAP，需要数据中心或者实验室有一个 OpenStack

的集群。如果有 OpenStack 集群，那么可以登录 OpenStack 的 UI 界面，如图 2-2 所示。
登录以后可以在 UI 界面创建虚拟机，如图 2-3 所示，这里的操作需要对 OpenStack 有
一些使用经验。在这之前可能需要创建网络上传镜像等，详细的操作可参见链接：https://
docs.openstack.org/horizon/latest/user/index.html#。
可以按照基本方式创建虚拟机，创建成功后把虚拟机当作安装了操作系统的裸机服务
器，按照上一节的步骤安装完成 ONAP ；也可以在创建虚拟机的时候配置脚本，在创建虚
拟机过程中自动用脚本完成相关配置。具体的操作步骤参照社区推荐的方式使用 Rancher
安装 Kubernetes，具体步骤参见链接：https://docs.onap.org/en/casablanca/submodules/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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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docs/oom_setup_kubernetes_rancher.html。

图 2-2

图 2-3

2.4

OpenStack UI 登录界面

OpenStack 创建虚拟机界面

在公有云虚拟机上部署 ONAP
前面章节介绍了如何在裸机物理服务器上及 OpenStack 私有云上部署 ONAP，这一节

将介绍如何在公有云上部署 ONAP。接下来将以华为公有云为例，介绍如何利用公有云的
服务，快速部署 Kubernetes 及 ONAP。
1. 注册账号
首先访问华为公有云的主页 https://www.huaweicloud.com/，注册华为公有云的账号，
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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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公有云注册页面

账号注册完成后，依照匹配的类型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订购公有云相关服务了，如
图 2-5 所示。

图 2-5

公有云实名认证页面

2. 购买弹性云服务器
账号注册及实名认证完成后，点击服务列表中的弹性云服务器（Elastic Cloud Server，
ECS）订购云服务器（虚拟机），以便用于部署 ONAP。部署 ONAP 最低的资源要求可以参
考 2.1 节的内容，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购买多个 ECS 服务器，如图 2-6 所示。
3. CCE 环境准备
ECS 服 务 器 购 买 完 成 后， 将 基 于 购 买 的 ECS 服 务 器 创 建 云 容 器 引 擎 CCE（Cloud
Container Engine，云容器引擎，一种 Kubernetes 集群服务）。和购买 ECS 服务器类似，点
击服务列表选择云容器引擎 CCE 进行购买。
购买 Kubernetes 集群和购买 CCE 的界面分别如图 2-7 和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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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购买云主机页面

图 2-7

图 2-8

云容器引擎

购买 CCE 节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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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的管理节点规模可以按照购买的 ECS 服务器个数来选择。完成 Kubernetes 集群的
购买后就可以新增节点了，如图 2-9 所示。

图 2-9

集群管理页面

可以查看节点信息，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主机信息页面

然后安装 Kubectl，作为 Kubernetes 控制节点的客户端。当前支持两种安装方式：第
一种是选择一台和 ONAP-Node 在一个 VPC 下的服务器；第二种就是选择一台在互联网
上的服务器。具体的安装步骤参考集群管理页面的 Kubectl 详细安装说明。在安装完成
Kubernetes 后根据 2.2.4 节介绍的步骤安装 ONAP 即可。

2.5

ONAP as A Service 展望
SaaS 是 SoftwareasaService（软件即服务）的简称，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软 件 的 成 熟， 在 21 世 纪 开 始 兴 起 的 一 种 完 全 创 新 的 软 件 应 用 模 式。SaaS 与 on-demand
software（按需软件）、the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ASP，应用服务提供商）、hosted software（托管软件）具有相似的含义。与传统软件需要先安装在本地再使用不同，SaaS 是一
种通过互联网提供软件的模式。厂商将应用软件统一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客户可以根
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通过互联网向厂商定购所需的应用软件服务，按定购的服务多少和时
间长短向厂商支付费用，最后通过互联网获得厂商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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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 形态的软件消除了传统软件在每一个用户主机上对软件安装、升级和维护的工作，
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借鉴 SaaS 软件的思路，将 ONAP 部署在公有云中，可以有效减少本地
搭建 ONAP 环境的开销，包括服务器的硬件资源开销和搭建基础设施层的人力开销等。而
对云上的 ONAP 进一步改造也可以将 ONAP 作为 SaaS 服务提供出来，一些设计态组件的
功能和认证功能甚至可以独立对外提供服务。
实现 ONAPaaS 将很大程度上提升 ONAP 的易用性：
T 不同地域的网络设计人员可以登录同一个位于云端的 ONAP 环境进行合作设计开
发，提高网络设计的效率。
T 运维人员可以远程登录 ONAP 并对指定地域的网络进行管理，不同地区的网络运行
事件都将上报给云端的 ONAP，事件的处理和策略的制定将变得简单。
T 对于 VNF 的认证也只需要 VNF 供应商上传 VNF Package 到云端的 ONAP，就能方
便地进行认证测试，无须额外搭建测试环境来进行验证。
T 对云端的 ONAP 进行升级维护后，所有用户都能立即获得最新的 ONAP 功能，不
再需要对每一个区域的 ONAP 进行单独升级操作。

2.6

本章小结
本 章 介 绍 了 在 三 种 场 景 下 如 何 使 用 OOM 在 Kubernetes 上 安 装 部 署 ONAP。 三 种 场

景分别是物理裸机、OpenStack 私有云环境和公有云环境。使用 OOM 可以将 ONAP 各个
组件以容器的形式进行部署，并通过 Kubernetes 进行管理。同时利用了容器轻量化以及
Kubernetes 成熟管理的优势，使得 ONAP 更易于安装并且更加稳定可扩展。
本章首先介绍了安装 ONAP 各个版本的软件要求。之后详细介绍了在裸机服务器资源
准备、Kubernetes 部署验证及在 Kubernetes 上用 OOM 安装部署 OANP 的方法。ONAP 本
身支持单个组件的安装，这为 ONAP 服务化提供了基础。需要熟练掌握 ONAP 的部署和调
试，还需要读者进一步熟悉 Kubernetes 以及 Helm 工具。之后两小节简单介绍了在数据中
心中如何在 OpenStack 上部署 ONAP 及在公有云上部署 ONAP。本章以 Casablanca 为例，
其他版本也可按照相同的方法安装部署。最后，对 ONAP 的 SaaS 化进行了展望，展示了
ONAP 的 SaaS 形态易用性的提升和能为用户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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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第 3 章

ONAP 架构设计

本章首先介绍 ONAP 架构在设计之初的目标与理念，包括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具备
哪些核心能力、相应的架构设计理念和设计原则是什么等。对于模型驱动等重要设计原则，
还辅以具体示例，包括 ONAP 的实现流程与模型定义示例。理解这些设计理念与原则后，
再一步步介绍 ONAP 的架构、ONAP 的各组件与项目归类。最后介绍 ONAP 是如何构筑安
全与可信的代码质量的，包含思路与落地方法等。
本章会涉及软件开发与过程管理的常见术语，但会尽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介绍，
具有一定的开发经验的人理解本章内容会更容易些。

3.1

ONAP 架构理念
相对以往 OSS 架构，ONAP 架构理念有如下创新点：
T 借鉴了互联网软件设计的先进理念，提出设计态与运行态的概念。
T 基于模型驱动的设计框架，在 ONAP 各项目中落地数据驱动能力，同时提供一个策
略驱动的运营管理平台，支持根据资源占用与故障情况，动态实现闭环自动化。
T 考虑到部分运营商可能面临的复杂场景（覆盖服务、网络、云交付等全生命周期），
ONAP 设计了分层的自动化框架，分别提供跨域、无状态的“编排器”项目，以及
面向单领域，有状态进行编排控制的、更高效的“控制器”项目，所有模块都是服
务化设计，方便按需定制与部署。
在上述基础上，还借鉴了软件领域的优秀架构设计理念与原则，最终的 ONAP 架构蓝

图是所有这些有机结合的产物。社区专门成立了 ONAP 架构委员会，负责管理架构理念和

第3章

ONAP 架构设计

45

原则。本节将介绍如下重要设计理念：业务无关的平台（Vendor & Service Agnostic 厂商与
业务无关）、开放性、闭环自动化及 DevOps 的理念。

3.1.1

业务无关的平台

ONAP 定位为自动化使能平台，要能让不同运营商根据自身需要灵活定制，而不受具
体厂商、业务、场景的限制。社区 UseCase 的目标主要是展示 ONAP 作为平台的能力，并
不追求开发面向特定场景的完整功能实现。也就是说，ONAP 不像 Linux 或 OpenStack 那
样，版本发布后就是一个直接可用的软件产品，或可直接用于特定网络上，开展与 UseCase
对应业务的生产化部署；ONAP 的版本发布仅表明已在特定 UseCase 下验证了 ONAP 作为
平台的功能，商业部署仍须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与定制。不同版本的功能增强，原则上由
UseCase 驱动开发，但在具体实现中，会将 UseCase 特有实现（插件、业务定义，策略定
义等）与平台实现分离。社区也创建了 CLAMP 项目，专门保存 UseCase 特有的闭环设计
输出。

3.1.2

开放性

社区致力于创建一个开放可编程的软件生态，体系结构支持随时采用业界最佳组件、
部件（不耦合特定软件产品或云平台环境或特定编程语言或编程框架），ONAP 各模块也都
设计成可插拔的，以方便替换与升级。当前 ONAP 涉及的编程语言超过 50 种，既有常见的
Java、JSON、JavaScript、C、Python 等， 也 有 Go、Lua、Erlang 等。 编 程 框 架 有 Spring、
Sphinx、Hibernate、Tomcat、ODL、OSGI 等多种。当然社区也在牵引归一化，以减少学习
与维护成本，比如推动相似的数据库归一，如 MySQL、PostreSQL、MariaDB。
开放性的另一个隐藏理念则是“共享”：常用功能或组件鼓励开发成“一次开发、多次
使用”，避免重复开发，鼓励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开发，比如 CCSDK 项目（控制器层公共服
务 Common Controller SDK）目的就是将不同领域控制器中的可重用组件与服务汇总起来，
以便根据需要定制出符合自身要求的控制器，简化与加速领域专用的控制器开发。

3.1.3

闭环自动化

CloseLoop 闭环自动化（或叫闭环控制）在工业、科研等很多领域都有定义。在 ONAP
语境中，闭环自动化表示端到端、无人工介入、全流程自动化，且支持动态变更。它是由
许多设计态和运行态元素间的协作完成的。运行态闭环始于 DCAE（接收相应事件），然后
经过微服务循环（如用于事件与拓扑关联的 Homles 项目、用于决定动作策略的 Policy 项
目），最后由控制器和编排器执行对应动作。CLAMP 用于监视这些循环本身。CLAMP、
Policy 和 DCAE 都可以在设计态中创建循环。
图 3-1 是闭环自动化示意图，显示了使用自动化功能后业务生命周期内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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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策略
指导业务和资源的行为

定义分析方法
监控策略

自愈和扩缩容
采取行动以满足
业务等级

监控业务
通过监听事件；基于数据
采集进行分析计算

实例化业务
服务一项请求，或者
满足基础架构的需要

定义业务
基于资源模型
和需求

建议更新
分析过去的行为，确定设计、
策略、分析方法或控制响应
的阈值所需要的修改

记录事件
执行器发布事件，以记录
要求条件下所进行的修改

图 3-1

分发
向不同的执行器分发
设计模板和策略

ONAP 闭环自动化示意图

闭环控制是通过 DCAE 和一个或多个其他 ONAP 运行态组件共同提供的能力。闭环控
制的目标是将日常运维中的 FCAPS 功能自动化（Fault Management，Configuration Management，Accounting Management，Performance Management，Security Management，故障管理、
配置管理、计费管理、性能管理和安全管理）。其中 DCAE 负责收集性能、告警、使用情况
等事件，并结合 A&AI 中的拓扑与配置数据等，应用可在这两类数据基础上作进一步分析，
比如 DCAE 的子组件 Holmes 可提供告警或事件与拓扑对象的关联功能。得到的分析结果
再向策略、编排器等系统发布，后者将决定执行相应动作。
在 Casablanca 版本中，DCAE 可以集成 PNDA 以支持新的分析功能，利用高容量 VES
和批量性能管理特性来增强数据采集功能。1
通过与策略框架、CLAMP 协作，ONAP 可以检测网络中存在的问题，并确定适当的补
救措施。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过程是自动的，会通知 SO 或某个控制器采取行动。在其他场
景中，根据操作人员的预先配置，它们会发出一个警报，在人工干预后再执行操作。策略
框架支持对策略的动态刷新，框架本身也支持扩展以便与其他策略决策系统协同。
自愈或扩缩容等修复动作执行完后，ONAP 会继续对业务进行监控，以保证故障已自
动排除或需要其他处理，整个过程也将被记录为事件。
ONAP 闭环自动化也可理解成一种可以分层实施的理念，比如在单 ONAP 中就存在 SO
专门负责业务级别的编排，以实现业务实例化、业务变更、全局优化部署等的闭环自动化。
而对应的 Controller 控制层则负责控制资源的闭环自动化，包括本地资源的分配、回收、调
整、扩缩容等。不同领域的控制器可分别负责域内的闭环自动化。
在实际网络场景中还可存在邦联部署的场景。比如，国干网中的 SO 负责跨省的端到端

全称为 NF Event Streaming，中文名称为网络功能事件流。即 ONAP DCAE 按时间序列产生的事件，包
括告警、通知、性能、日志等定义的通用数据格式。

第3章

ONAP 架构设计

47

业务编排，而子域 SO 则负责省内的业务闭环自动化。子域业务还可分解，进行子域的资源
控制器中的闭环自动化控制。

SO 端到端业务编排
Controller 层资源闭环控制

SDNC
APPC
网络资源闭环控制 VNF 资源闭环控制

子域 SO 业务编排
Controller 层资源闭环控制
SDNC
网络资源闭环控制

图 3-2

3.1.4

APPC
VNF 资源闭环控制

ONAP 多层闭环自动化示意图

DevOps 一体化设计

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遇到了两次瓶颈。第一次瓶颈是在需求阶段和开发阶段之间，
针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对软件开发者提出了高要求，后来出现了敏捷方法论，强调适应需求、
快速迭代、持续交付。第二个瓶颈是在开发阶段和构建部署阶段之间，大量完成的开发任务
可能阻塞在部署阶段，影响交付，于是有了 DevOps（Development 和 Operation 的组合词）
研发运营一体化。DevOps 是一组文化、流程与工具整合后的统称，基于敏捷与精益的理念，
从业务和整个价值链角度，推动组织优化软件交付方式，从敏捷开发，走向敏捷运维和敏
捷业务。
DevOps 是一种重视“软件开发人员（Dev）”和“ IT 运维技术人员（Ops）”之间沟通合
作的文化、运动或惯例。透过自动化“软件交付”和“架构变更”的流程，来使构建、测
试、发布软件能够更加快捷、频繁和可靠。DevOps 提倡打破孤岛，促进开发和运维之间高
度协同，在实现小批量迭代交付、增量式发布、高频率部署、快速闭环反馈的同时，提高
生产环境中软件部署及运行的可靠性、稳定性、可伸缩性和安全性。
DevOps 的三大原则：
1. 基础设施即代码（Infrastructure as Code）
DevOps 的基础是将重复的事情使用自动化脚本或软件来实现，例如 Docker（容器化）、
Jenkins（持续集成）、Puppet（基础架构构建）、Vagrant（虚拟化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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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续交付（Continuous Delivery，CD）
持续交付是在生产环境中发布可靠的软件并交付给用户使用。持续部署则不一定交
付给用户使用，其涉及两个时间 —TTR（Time to Repair，修复时间）和 TTM（Time To
Market，产品上线时间）。要做到高效交付可靠的软件，需要尽可能减少这两个时间。部署
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 Blue/Green Deployment（蓝绿部署）、Rolling update（滚动部署）、
金丝雀部署等。
T 蓝绿部署：意指有两套系统，一套是正在提供的服务系统，标记为“绿色”；另一
套是准备发布的系统，标记为“蓝色”。两套系统都是功能完善且正在运行的系统，
在独立集群环境中运行，一次只有一个系统对外提供服务，另一系统用于发布前的
验证、修改等（不干扰用户）。升级过程中不停止老版本，在新环境中部署新版本，
然后进行测试，确认没问题后，将流量切到新版本，然后再把老版本升级到新版
本。优点是可减少发布时的中断时间，能够快速撤回发布（切换环境即可）。
T 滚动部署：一般是取出一个或者多个服务器对其停止服务，执行更新，并重新将其
投入使用。周而复始，直到集群中所有的实例都更新成新版本。它相对于蓝绿部
署，更加节约资源—不需要运行两个集群、两倍的实例数。可以部分部署，例如
每次只取出集群的 10% 进行升级。
T 金丝雀部署：又称灰度发布，这和蓝绿部署有点像，但可以进一步规避风险。强调
阶段性升级或切换，而不用一次性从蓝色版本切换到绿色版本。即：在生产环境的
基础设施中小范围地部署新的应用代码。一旦应用签署发布，只有少数用户会路由
到它，此时多数用户业务流量仍流向老版本。在此过程中观察影响，如果没有错误
发生，新版本可以逐渐推广到整个基础设施。当前这种部署方式被云服务提供商，
比如网游公司广泛采用，以验证用户对新特性的接受情况。当然这种方式主要挑战
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方法以便路由部分用户到新应用。发布示意如图 3-3 所示。
User Traffic

User Traffic

Load Balancer

Load Balancer

Most Users

Few Users

Majority Infrastructure

All Infrastructure

Code Version 1 Code Version 2

图 3-3

Code Version 2

金丝雀部署 / 灰度发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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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矿井中的金丝雀
17 世纪，英国矿井工人发现，金丝雀对瓦斯气体十分敏感。空气中哪怕有极其微
量的瓦斯，金丝雀也会停止歌唱；而当瓦斯含量超过一定限度时，人类毫无察觉但金丝
雀可能已毒发身亡。因此当时在采矿设备相对简陋的条件下，工人们每次下井都会带上
一只金丝雀作为“瓦斯检测指标”，以便在危险状况下紧急撤离。
3. 协同工作（Culture of Collaboration）
开发者和运维人员必须定期进行密切合作。开发应该把运维人员理解成软件的另一个
用户群体。协作有如下几个建议：
T 自动化（减少不必要的协作）；
T 小范围（每次修改内容不宜过多，减少发布的风险）；
T 统一信息集散地（如 Wiki，让双方能够共享信息）；
T 标准化协作工具（比如 Jenkins）。
ONAP 构造了完整的 CI/CD 环境，包括：所有项目都采用 Docker 容器发布，并统一采
用 OOM 实现部署管理（短期还同时支持 Heat 部署方式），采用 JIRA 跟踪所有问题，采用
Jenkins 实现持续部署管理。

3.2

架构设计原则
为了实现以上设计理念，ONAP 借鉴了诸多业界软件设计原则，本章重点介绍其中最

重要的几个原则：模型驱动、微服务化及云原生。鉴于这几个术语在软件领域被普遍使用，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本节中，除介绍业界通用理解外，也会补充描述 ONAP 对设计
原则的特有理解与定义。

3.2.1

模型驱动

介绍模型驱动前需要介绍一下什么是模型。模型是对“事物”的一种抽象化表达，从
特定角度对系统进行描述，省略部分不重要的细节，聚焦感兴趣的特性。
模型驱动在软件开发领域有多种表达方式，如 MBD（Model Based Development，基于
模型的开发）、MDD（Model Driven Development，模型驱动开发）和 MDA（Model Driven
Architecture，模型驱动架构）。其主要核心都是从模型生成代码和其他开发过程中的组件，
在解决领域问题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比如：发生变更时，软件设计不变或变更较少（模
型不变）。与之对应的传统开发方式则是硬编码（即使用编程语言 C、C++、Java、Python
等编写代码）。但从本质上来说，只要是进行变更，肯定需要某人 / 某个 APP 在某个地方进
行某些修改，这样才能让变更真正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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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驱动的修改与硬编码方式的修改真正的差异在于：谁负责修改，改什么（包括在哪
修改），影响多大。对于传统硬编码方式而言，所有变更都需要由原软件提供者（即 Vendor
软件供应商）来修改，且需要在实际产品代码上修改，包括重新编译、发布、打包等开发环
节，再经过商业交付流程提供给使用者。而使用者则在此过程中则只能等待，等待供应商
提供修改后的版本，然后再经过入网测试、升级部署等流程后才能在实际网络中使用。这
样的方式不仅代价大、周期长（一般以月为单位），而且多数情况下，产品升级时还需要将
系统关机重启，影响较大。如果整个过程中发生任何问题，包括理解上的差异，很可能需
要从头再来。
而对于模型驱动的平台架构，能做到对多数变更，但平台开发者（供应商）不需要参
与代码修改，平台本身也不需要停机、重新编译、发布等开发过程。而是由使用者 / 用户
通过修改外部（相对平台代码而言）的模型文件（TOSCA 或 YANG 等）或插件（可能包括
JavaScript、Python 等动态语言）即可动态生效，这一开发过程在 ONAP 中被称为设计。当
然为了实现这一点，需要提前定义一些约定：模型的格式（模型文件应该如何描述）和模型
生效的流程（模型如何加载、生效，如果中间出现错误如何处理等）。多数模型驱动的架构
还会提前定义一些预定制的元模型或领域模型示例，以简化学习门槛，加速在指定领域中
的应用。
在本节中，模型驱动表达的意思是，ONAP 支持在不需要修改 ONAP 自身框架代码的
前提下，通过对模型做组合 / 变更（新增，删除或修改），实现电信业新业务的上线或更新。
一般是通过修改某些脚本及动态加载部分插件或驱动来实现的。
注
意

模型驱动并不意味着业务变更完全不需要修改代码，只是不需要修改 ONAP 框架代
码，即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负责对平台的修改（尽可能少甚至不需要），平台的设计
人员不参与；另一部分是（在多数场景下）负责新业务发放的业务设计员通过对模
型的组合与修改完成的（也可能包括一些脚本的开发）。

ONAP 各组件是元数据驱动和策略驱动的，以确保功能和特性能灵活使用和交付，支
持动态增加或变更，而且作为面向电信领域的开源社区，也有利于定义面向电信自动化领
域的相关模型规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T 全局数据结构：ONAP 的全局数据结构都定义在 Schema 文件中，文件名类似 aai_
schema_v15.xsd（早 期 Amsterdam 版 本 中 的 数 据 模 型 版 本 是 V8 与 V9， 最 新 的
Casablanca 版本已升级为 V15 了），正常情况下，在 SDC 中每次修改模型的定义
（不是模型对应的实例，比如在网元中增加一个“名称”属性等），则 SDC 会自动触
发模型文件的版本递增，ONAP 的 A&AI 支持多个版本的模型文件并存。ONAP 社
区版本发布时都会指明具体对应的模型文件版本号，并将运行态分发到各需要访问
模型的组件实例下。也就是说，ONAP 在代码层面并不固定描述用户、网元或设备
的数据模型，即没有硬编码定义这些对象的结构，而是采用 Schema 脚本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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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需要变更（比如增加对象或某对象增加属性定义）时，只要在设计态修改对
应 Schema 脚本，并分发到运行态涉及的组件中即可。在全局存量系统 A&AI 启动
时会自动加载 Schema 文件，并在数据库中创建对应的表结构与关系。
T 各资源构件：各资源构件（网络或业务的定义，如 BPMN 与 Policy 等）都保存于可
重用资源库目录中，方便动态支持资源上线、服务的定义和创建，且支持通过由更
简单的、可重用的资源构件组合成复杂业务。
T ONAP 平台自身：ONAP 自身特异性也采取类似的元数据驱动的方式实现。比如
从 ONAP 的 Casablanca 版本开始，在 CCSDK 项目中启动 CDS（Controller Design
Studio），通过设计与定义不同的控制器蓝图（Controller Blueprints），即可帮助运营
商根据需要灵活定义 Controller 模板（比如将有线与无线融合到一个 Controller，或
者分成不同 Controller）。策略驱动在不同层次或领域闭环机制中都有应用，以实现
对云、网络和业务的实时自动化控制。
1. 常见模型
常见模型包括业务模型、概念模型、数据模型、对象实例（物理数据模型）和元模型
等，分别表示从现实世界到信息世界的不同层次的抽象。
T 信息模型、业务模型、概念模型：可简略记成 IM（Information Model，信息模型），
其为对现实世界中真实事物的描述，不涉及具体软件实现，例如员工、合同、客
户、网络、站点、设备等；也包括这些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比如站点中“包含”
设备、而交换机“属于”某种设备等。
T 数据模型：可简略记成 DM（Data Model），这是对业务模型 / 概念模型的进一步分
解和细化，包括所有的实体（抽象代表一类对象，如员工代表所有具体的员工）和
关系（实体间的关系）。需要确定每个实体的属性，定义每个实体的主键，指定实
体的外键，并进行范式化处理。一般在软件设计中定义对应的数据 / 对象结构，比
如员工包括工号（字符 Char(8)）、姓名（最长 20 个字符的可变字符串 varchar(20)）、
年龄（数字 integer）和出生日期（日期 date）等。
T 对象实例：英文一般为 Instance（实例），用于在数据模型基础上定义每个具体的独
立对象，比如定义员工的数据模型，此时某个具体员工 A 的工号是 00123456，则
员工 A 就是一个实例。
T 元模型（Meta Data）：即模型的模型，是模型驱动设计更高一层次的抽象。一般
针对特定领域的模型定义抽象概念（元模型），并用其构建该领域中具体数据模型。
比 如， 在 网 络 领 域 IPV4（形 如“10.10.10.10” 的 32 比 特 的 对 象） 或 IPV6（形 如
“1:123::ABCD:0:1/96”的 128 比特的对象）可作为元模型，然后用它来表示新的模
型对象，比如 VPN（每个接入点都可以是 IPV4/IPV6 的 IP 地址）。
目前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特有的模型及模型语言，如前文所述，ONAP 致力于创建一个

52

架构设计篇

开放、可编程的软件生态，支持业界最佳组件，而非一切重新开始，重新发明轮子。因此，
ONAP 自身也采用了多种模型，比如面向业务与 VNF 生命周期管理的 TOSCA 语言，面向网
络层配置管理的 YANG 语言，内部数据库建模又采用 XML Schema 语言等。下面就一一介绍。
2. 常见模型语言
1）XML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的标记语言）是 1998 年 2 月由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万维网联盟）正式批准定义的标准通用标记语言。“标记”指计算
机所能理解的信息符号，通过标记，计算机之间可以处理包含各种信息的文章等。如何定
义这些标记？既可以选择国际通用的标记语言，比如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本标记语言），也可以使用像 XML 这样由相关人士自由决定的标记语言，这就是语言
的可扩展性。XML 是从 SGML（The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标准通用标
记语言）中简化修改出来的。XML 是一套定义语义标记的规则，这些标记将文档分成很多
部件并对这些部件加以标识。XML 也是元标记语言，即为定义其他与特定领域有关的、语
义的、结构化的标记语言的句法语言。
直白解释就是，XML 是一种规则，其把一个文档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或部分，并对这些层
次或部分做好标记。这个文档是能支持不同领域的（比如文学、物理、化学、音乐等），不同
领域的文档可定义其特有的领域语言（也用 XML 定义）。XML 文档的字符分为标记（Markup）
与内容（content）两类。标记通常以“ < ”开头，以“ > ”结尾；或者以字符“ & ”开头，
以“ ; ”结尾；不是标记的字符就是内容。
XML 有如下几个特征：
T 内容与形式分离，其设计宗旨是传输和存储数据，而不是显示数据。
T 良好的可扩展性，标签没有被预定义，需要自行定义。
T 被设计为具有自我描述性。
T 遵循严格的语法要求。
T 便于不同系统之间信息的传输，是 W3C 的推荐标准。
一个简单例子如下：
<student>
<age>19</age>
<name>John</name>
<school> Wuhan University</school>
</student>

以 图 的 方 式 表 达 更 好 理 解 一 些， 如 图 3-4 所 示。 以 上
XML 脚本描述的是一个学生，记录了学生如下信息：年龄、
姓名和学校。其中的 <student> 学生、<age> 年龄等即为自定
义标签（tag）。

图 3-4

Student 学生模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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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ML Schema
上面的 XML 例子中，虽然可以描述一个对象（通过自定义标签），但对于计算机处理
来说可能还是不够的，只能说明它是语法正确—术语称为 well-formed XML，但不一定合
法—术语称为 validating XML。
比如年龄这个标签，在计算机处理中还需更进一步严格定义：数据类型是一个数值，
而不是字符串。显然，说年龄是 10（岁），这是合法的（一个数值）；而把年龄说成一个字符
串 OK 或“非常大”，则是非法的。
为了约束一个字段或者说为了约束 XML 的类型，就有了 XML Schema（XML Schema
Definition，XSD），它是一套 W3C 标准，即为用于 XML 的模式定义语言，其作为关联的
文档来定义 XML 标记规范。
以下是一个对 Age 进行约束的例子。Age 这个标签（XML 又称元素，即 element）有如
下定义 / 约束：
T value 必须是整型（xs:integer）。
T 值范围必须是 7～50。
<xs:element name="age">
<xs:simpleType>
<xs:restriction base="xs:integer">
<xs:minInclusive value="7"/>
<xs:maxInclusive value="30"/>
</xs:restriction>
</xs:simpleType>
</xs:element>

3）YAML
YAML（Yet Another Markup Language，另一种标记语言）是一种以数据为中心的标记
语言，官方定义为一种人性化的数据格式定义语言。数据组织主要依靠的是空白、缩进、
分行等结构。YAML 相比 XML 有如下优点：
T 可读性好。
T 和脚本语言的交互性好。
T 使用实现语言的数据类型。
T 有个一致的信息模型。
T 易于实现。
比如上面那个学生的例子，用 YAML 语言表述如下。
- student:
name: John
age: 19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friends:
- 'mike'

# YAML用缩进后的横杠'-'表示列表项的多个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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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由于 YAML 有较好的可扩展性与可读性，相比 XML 编码效率更高，在特定场景下具
备明显优势。比如常用的动态语言（Python、Ruby 等）就支持用 YAML 定义的数据结构
与数据类型。一些常见 IT 工具也使用它来定义模板，比如 OpenStack 的 Heat 和 AWS 的
CloudFormation、SaltStack、Puppet、Chef。
一个环境描述的 Heat 实例（包括对 Nova、Database、Chef 的定义）如：
#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_1000_stag
name: Rackspace Cloud US - staging
providers:
nova:
id: nova
vendor: rackspace
provides:
- compute: linux
- compute: windows
constraints:
- region: ORD
database:
id: database
vendor: rackspace
provides:
- database: mysql
chef:
id: chef-server
vendor: opscode
provides:
- application: http
- database: mysql

4）YANG
YANG 是 IETF 在 RFC 6020 中定义的用于网络配置的数据模型描述语言，支持 NETCONF
接口协议，实现了网络配置的标准化，是一种 DSL（领域特有语言）。
注
意

NETCONF 协议（NETwork CONFiguration Protocol）是一个网络配置管理协议，是
由 IETF 标准组织定义的一套管理网络设备的机制。用户可使用这套机制增加、修
改、删除网络设备的配置，获取网络设备的配置和状态信息。

YANG 与 XSD（XML Schema Definition）基本是等价的，也即 YANG 是一种 Schema
定义的语言，而不是像 XML/YAML 一样为了数据的传输和存储。
YANG 从设备维护的角度，将数据的层次结构模型化为一棵树，树中每个节点都有名
称，且要么有一个值要么有一个子节点集，其还给节点提供了清晰简明的描述，同样提供
了这些节点间的交互。相比 XML Schema，YANG 语言定义的数据模型没有晦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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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性好、简单易懂、可扩展。当前 YANG 已在设备配置领域被普遍接受，IETF、ONF 等
标准组织都要求提交的模型用 YANG 来写。其他组织，如 Openconfig，OpenDayLight 等也
普遍支持 YANG。
下面为用 YANG 定义的一个 RPC（远程进程调用）的示例，表示一个 activate-softwareimage 的远程调用方法，输入是一个 string 参数 image-name，输出是 string 类型的 status：
rpc activate-software-image {
input {
leaf image-name {
type string;
}
}
output {
leaf status {
type string;
}
}
}

5）TOSCA
TOSCA 全称是 Topology and Orchest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Cloud Applications，是一种
数据建模描述语言，是由 OASIS 组织（https://www.oasis-open.org/）制定的面向云计算环境
中的应用拓扑和编排描述语言，目前支持 YAML 和 XML 实现。
TOSCA 的基本概念有两个—节点（node）和关系（relationship），且都可通过程序来
扩展，同时 TOSCA 规范中也支持 Plan（即 Workflow 工作流文件）。
（1）节点预定义了很多基础类型，包括云基础设施中常用的计算节点、网络节点、数
据库节点等。
（2）关系定义了 node 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T DependsOn（依赖于）：表示节点间的顺序依赖关系，一般影响实例化过程中的创建
顺序，比如 A 节点依赖于 B 节点，则在创建 A 对象前须提前创建 B。
T HostedOn（运行于）：比如“ MySQL 数据库”与“计算机”的关系就是 HostedOn
的关系，即数据库运行在计算机上。
T ConnectsTo（连接）：表示连接关系。
TOSCA 面向云计算环境中的应用拓扑和编排场景来预定义一些属性，因此一般认为较
适合用于解决以下场景中的需求：
（1）自动化的软件部署和管理。
（2）应用生命周期（安装、扩容、卸载等）管理方案的可移植性（注意：不是应用本身
的可移植性）。
（3）组件之间的互操作性和重用性。
注意：OpenStack 中的 Heat 子模块也是基于 TOSCA 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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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YANG、TOSCA 都具备较强的扩展能力，个人认为语言本身没有本质区别，也
不存在谁一定更适合某领域的说法，这更多是不同领域习惯的差异问题。IETF、OASIS 等
组织也都在不断扩展两种语言。
比如，NFV 领域的 VNFD，就是以 TOSCA 描述文件（可以是 YAML 或 XML 格式）进
行说明的，包括安装软件过程中都有哪些组件、组件之间有什么依赖关系等；当然，实际
运行时还需要用 TOSCA 运行态环境来对 TOSCA 文件进行读取（分析文件的语法、语意）
和解释执行（进行具体的软件安装、配置工作）。
一个 TOSCA 描述文件（称为 Service Template）示例：在遵循 TOSCA 1.0 和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之外，还需要遵从拓扑模板，包括一个名为 my_server 的节点，类型是 tosca.
nodes.Compute。该类型预置了两个 capabilities 信息，一个是 host，定义了硬件信息；另一
个是 os，定义了操作系统信息。
tosca_definitions_version: tosca_simple_yaml_1_0
description: Template for deploying a single server with predefined properties.
topology_template:
node_templates:
my_server:
type: tosca.nodes.Compute
capabilities:
host:
properties:
num_cpus: 1
disk_size: 10 GB
mem_size: 4096 MB
os:
properties:
architecture: x86_64
type: linux
distribution: rhel
version: 6.5

TOSCA 脚 本 还 可 用 于 表 达 对 输 入、 输 出 的 建 模。 比 如， 以 下 就 定 义 了 一 个 新 节 点
类 型 —tosca.nodes.DBMS.MySQL。 该 类 型 允 许 接 收 root_password 和 port 的 参 数。 在
requirements 里 定 义 了 mysql 这 个 节 点， 该 节 点 需 要 被 安 装 到 db_server 节 点 上， 这 就 是
“关系”。
topology_template:
inputs:
# 略
node_templates:
mysql:
type: tosca.nodes.DBMS.MySQL
properties:
root_password: { get_input: my_mysql_rootpw }
port: { get_input: my_mysql_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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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 host: db_server
db_server:
type: tosca.nodes.Compute
capabilities:
# 略

ONAP SDC 项目使用 TOSCA 来描述 Serivce 业务、Resource 资源对象，而且定义了一
些电信运维领域的资源 / 管理对象（CP 连接点 connection Point，VL 虚拟连接 Virtal Link
等），以简化设计。
由图 3-5 所示可看出，一个 vIPR ATM service 包括两个 Node ：一个 VNF（vIPR ATM
VF），一个外部网络 VL 连接（vIPR ATM OAM Net）。当然，真正的场景中业务可能会复杂
得多，如多 VNF 及多 VL 连接等。VNF 自身也可能是更细粒度的对象，只不过是以模型方
式组合而已。比如上例中，VNF（vIPR ATM VF）由更小的 VFC、VL 及 CP 组成。示例模
板如图 3-6 所示。
Intra-VF network.
vIPR ATM VF has 4
internal networks

SERVICE
vIPR ATM Service

VNF

vIPR
ATM VF

vIPR ATM VF
left net

right net

internal CP

vIPR
ATM VFC

VFC

vIPR ATM
OAM Net

ho1 net

internal VL

ho2 net

external VL
external CP

图 3-5

Internal Connection Point.
vIPR ATM VF has 5 internal
connection points (4 for the 4
internal network and 1 for oam).

External Connection Point.
vIPR ATM VF has 1 external
connection points which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TOSCA 表示 VNF 与 NS 的示意图

3. 模型设计示例
由于对象之间存在复杂关系，且不同对象可分别对应不同模型文件，因此在 OASIS
组织中就定义了一种把多个模板文件以特定方式组织并进行 Zip 打包后的存档包格式，即
CSAR 云服务存档（Cloud Service Archive）。它支持云应用程序生命周期执行和管理所需要
的文件，包含不同类型的多个文件（英文叫 artifacts）。这些文件通常组织在几个子目录中，
每个子目录包含的文件都是相关的（可能还有其他子目录）。

58

架构设计篇

图 3-6

ONAP 中一个 VF 的 TOSCA 模板示例

1

每个 CSAR 必须包含一个所谓的清单文件。此文件名为 manifest，文件扩展名为 .mf。
它表示 CSAR 中其他文件的元数据，这些元数据以“名称 / 值”对的格式提供。
一个 ONAP 的 CSAR 文件示例结构如图 3-7 所示，商用部署场景下还可能包括 License
文 件、metadata 元 数 据 目 录 等，CSAR 架 构 细 节 定 义 可 参 见 https://wiki.onap.org/display/
DW/Csar+Structure。

图 3-7

ONAPCSAR 文件结构示例

CSAR 文件是 ONAP 中模型上线、校验、分发的原子单位，且每次对模型进行修改变
更之后，都必须修改模型版本号。
ONAP 支持多种 DM 格式，如 Heat、TOSCA、YANG 等，但内在的 IM 信息模型是保
持一致的，即从 VNF 厂商提供 CSAR 包开始，ONAP 可能会对 DM 做一些映射与转换，但
因为有统一的 IM 模型，因此屏蔽了厂商差异，如图 3-8 所示。

引用自：SDC Data model https://wiki.onap.org/display/DW/SDC+Data+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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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F 网元
CSAR 包
（IM）

ONAP 编排过程中，DM 数据模型可能经过转换 &
处理，但 IM 信息模型是一致的

业务实例

VNFSDK

数据模型

图 3-8

ONAP 对 VNF 的 IM 信息模型示意图

VNF 网元供应商需要按 VNF SDK 项目的要求准备好相应的 CSAR 文件，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 VNFD 文件（VNF Description，VNF 描述文件），它不仅定义了 VNF 的基本情况信
息（名称，版本号，供应商），还明确了 VNF 对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细节要求，
以及支持哪些操作、如何操作对应的工作流文件等。然后将准备好的文件按 VNF SDK 项
目的要求，进行自动化测试验证，之后即可加入 ONAP 的设计态目录，并被 ONAP 系统
使用（这称为 onboarding 上线）。ONAP 在编排过程中，可能会根据各项目的需要对相应
DM 数据模型做一些转换 / 处理，比如，SO 与 Controller 可能将类似信息保存到不同数据
结构中，但整个 IM 信息模型在整个 ONAP 中是共享的。在 ONAP 的 A&AI 全局数据库
中，尽量采用通用的 DM 定义，比如，业务实例定义可表示任何业务，即原则上并不会
因为新增了一个领域的业务，或新增对某厂商 VNF 的支持而要求 A&AI 修改数据库结构
定义。
具体流程如图 3-9 所示（参见 https://wiki.onap.org/display/DW/Onboarding+Services+into+
SDC+and+Instantiating+through+VID）。

图 3-9

ONAP 业务设计以及分发过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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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 VNF SDK 中验证 VNF/CNF。

VNF SDK 验证通过的 VNF/CNF（Containized Network Function 容器化的网络功能）会
将相关 CSAR 文件自动加入 SDC 目录中，并作为资源等待处理。
步骤 2

通过 SDC 界面进行相关设计。

用户在 SDC 的 GUI 界面中设计生成对应的模板文件，包括在界面上 import 导入外部
的资源模型文件（上一步中 VNF/CNF 的 TOSCA CSAR 包）。
在 SDC 设计界面中设计资源与业务，及其之间的映射关系，如 VF、Service 等，并将
其加入 SDC 目录中（可用于后续基于此做更改或进一步设计封装）。
将所有设计结果导出为对应的 csar 包（包括生成对应的版本号），并提交测试验证。
此时由负责测试和校验的用户角色登录 SDC，测试人员与校验人员完成测试和校验后
（线下方式等），进入 SDC 中审核并让流程进入下一环节。如果此环节发现问题，可返回。
步骤 3

设计结果通过 SDC 分发引擎分发到运行态各组件。

管理员进入 SDC 后，可点击 Distribute 将模型文件从设计态向运行态的各实例分发
（运行态各实例之前就已在 DMaap 总线注册了要监听的模型文件类型），相关 SDC Message
Broker 分发总线则会根据注册情况，发送通知给
相应运行态实例。
各运行态组件实例（SO、A&AI、Controller 等）
收到通知后，会主动从 SDC 目录中获取设计态中
已完成的模板文件—CSAR 包及对应的 Artifacts
交付件，并将之导入自身目录中。此时运行态组
件即支持了新的模型对象，等待上层 OSS 或 GUI
界面对业务进行实例化。
4. 模型定义示例
举 例 而 言，Device 设 备 的 定 义 如 下： 包 括
device-id 属 性、esn 号、device name 设 备 名 称、
Description 设备描述、Vendor 供应商、Classic 分
类 等。 在 A&AI 全 局 数 据 库 中 的 定 义 如 图 3-10
所示。
打 开 Schema 文 件， 仅 须 关 注 Device 类。 以
属性 device-id 和 esn 号为例，对应描述如下：
<xs:element name="device">
<xs:complexType>
<xs:annotation>
图 3-10 ONAP A&AI 中的 Device 对象示意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class">@org.onap.aai.annotations.Metadata
(description="Instance of a device",indexedProps="devi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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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name,esn,vendor,class,type,version,system-ip,systemi p v4,s y s t e m-i p v6,o p e r a t i o n a l-s t a t u s",n a m e P r o p s="d e v i c ename",searchable="device-id",uniqueProps="device-id",container=
"devices",namespace="network",requiredProps="device-id")</
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device-id"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annotation>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field">@org.onap.aai.annotations.
Metadata(isKey=true,description="Uniquely identifies
this device by id")</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element>
<xs:element name="esn"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annotation>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field">@org.onap.aai.annotations.
Metadata(description="Store the esn of this device.")
</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element>
……………
<xs:element ref="tns:relationship-list" minOccurs="0"/>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Schema 文件基本上是自解释的，可看出 device-id 属性和 esn 号都为 String 字符串类
型，目前没为其指定默认值，其 Description 字段中简要描述了属性的含义。
对应的 aai_schema_v15.xml 则根据 Schema 文件自动生成 Java 语言定义的 XML 文件，
具体如下：
<java-type name="Device">
<xml-root-element name="device"/>
<java-attributes>
<xml-element java-attribute="deviceId" name="device-id" required="true"
type="java.lang.String" xml-key="true">
<xml-properties>
<xml-property name="description" value="Uniquely identifies this
device by id"/>
</xml-properties>
</xml-element>
<xml-element java-attribute="esn" name="esn" type="java.lang.String">
<xml-properties>
<xml-property name="description" value="Store the esn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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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xml-properties>
</xml-element>
......
<xml-element java-attribute="relationshipList" name="relationship-list"
type="inventory.aai.onap.org.v15.RelationshipList"/>
</java-attributes>
<xml-properties>
<xml-property name="description" value="Instance of a device"/>
<xml -p r o p e r t y n a m e="i n d e x e d P r o p s" v a l u e="d e v i c e-i d,d e v i c e-n a m e,
esn,vendor,class,type,version,system-ip,system-ipv4,system-ipv6,
operationalstatus"/>
<xml-property name="nameProps" value="device-name"/>
<xml-property name="searchable" value="device-id"/>
<xml-property name="uniqueProps" value="device-id"/>
<xml-property name="container" value="devices"/>
<xml-property name="namespace" value="network"/>
<xml-property name="requiredProps" value="device-id"/>
</xml-properties>
</java-type>
注
意

最后的 ref="tns:relationship-list" 字段代表与 Device 对应的对外引用关系列表，这是
ONAP 模型定义的一个常见的基础属性类型，因为 ONAP 的 A&AI 系统是基于图数
据库系统设计的，因此支持根据不同的 relationship 从一个对象查询相关联的对象。
比如，查询在一个 AZ 内，属于某个特定租户的所有 VM 的所有网卡上的 IP 地址列
表。如果是传统关系型数据库，则很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 App 才能完成。有了
图数据的关系，采用 Traverse 查询方式，通过一条命令即可返回结果。

图 3-11 所示可简要解释关系列表的组织，它可包括一系列的关系 relationship，而每个
关系又有指向的对象、关系的 Label 描述、Link、关系对应的 Key/Value 对及属性等。

图 3-11

ONAP A&AI 项目中 Relationship 关系示意图

对应 Schema 文件定义如下（"relationship-list" 是 "relationship" 的 List 列表对象）：
<xs:element name="relationship">

第3章

ONAP 架构设计

63

<xs:complexType>
<xs:annotation>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class">@org.onap.aai.annotations.Metadata
(description="URL to the object in A&amp;AI.")</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related-to"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annotation>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ﬁeld">@org.onap.aai.annotations.
Metadata(description="A keyword provided by A&amp;AI
to indicate type of node.")</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element>
<xs:element name="relationship-label"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annotation>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ﬁeld">@org.onap.aai.annotations.Metadata(description="The edge label for this relationship.")
</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element>
<xs:element name="related-link"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annotation>
<xs:appinfo>
<annox:annotate target="field">@org.onap.aai.annotations.
Metadata(description="URL to the object in A&amp;AI.")
</annox:annotate>
</xs:appinfo>
</xs:annotation>
</xs:element>
<xs:element ref="tns:relationship-data" minOccurs="0" maxOccurs=
"5000"/>
<xs:element ref="tns:related-to-property" minOccurs="0" maxOccurs=
"5000"/>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element name="relationship-list">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ref="tns:relationship" minOccurs="0" maxOccurs="5000"/>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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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微服务化

服务化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是一种粗粒度、松耦合的以服务为
中心的架构，服务之间通过定义明确的协议和接口进行通信。这里说到的“服务”，本质上
来说就是指 RPC 远程程序调用。面向服务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是
Gartner 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概念，主要面向分布式系统的开发。多数是遵从著名
SOA 专家 Thomas Erl 的归纳：
T 标准化的服务契约（Standardized service contract）。
T 服务的松耦合（Service loose coupling）。
T 服务的抽象（Service abstraction）。
T 服务的可重用性（Service reusability）。
T 服务的自治性（Service autonomy）。
T 服务的无状态性（Service statelessness）。
T 服务的可发现性（Service discoverability）。
T 服务的可组合性（Service composability）。
这些原则要达到的目的是：提高软件重用性，减少开发和维护的成本，最终增加业务
的敏捷度。
微服务架构则是一种服务化架构，提倡将单一应用程序划分成一组小的服务，服务之
间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为用户提供最终价值。每个服务运行在其独立的进程中，服务与
服务间采用轻量级的通信机制互相协作（通常是基于 HTTP 协议的 RESTful API）。每个服
务都围绕着具体业务进行构建，并且能够被独立部署到生产环境、类生产环境等。
微服务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互联网高速发展，敏捷、精益、持续交付方法论的深入
人心，虚拟化技术与 DevOps 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传统单块架构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等多重
因素的推动下所诞生的产物，涉及业务、开发、测试、部署、运维等多个环节。但具体拆
分到什么粒度才叫微服务，业界并没有明确量化的标准，需要根据业务上下文、团队、流
程实践等共同衡量后定义的。
具体到软件开发中的实现技巧，推荐参考 PaaS 先驱 Heroku 公司的 CTO Adam Wiggins
提出的“微服务 12 因子”的理念（https://12factor.net/zh_cn/）。
SOA 与微服务架构在很多地方是重合的（可以混用）。如果要区分的话，SOA 关注的
是服务的重用；微服务则在关注服务重用的同时，也同时关注快速交付。
ONAP 架构支持微服务化，各项目都分成多个独立服务，可单独部署。服务之间的通信
经由 DMaap 或 MSB 项目（都是基于 Kafka 构建的服务）
，支持弹性缩放和 CI/CD 环境的集成。

3.2.3

云原生设计

什么叫云原生（Cloud Native）？历史上有多个定义。2010 年，WSO2 的联合创始人

第3章

ONAP 架构设计

65

Paul Fremantle 在业界最早提出 Cloud Native，认为其有如下几个关键特征：
T Distributed/Dynamically wired，分布式 / 动态连接。
T Elastic，弹性。
T Scale down as well as up, based on load，基于系统负载的动态伸缩。
T Granularly metered and billed，粒度合适的计量计费。
T Pay per user，按使用量计费。
T Multi-tenant，支持多租户。
T Self service，支持自服务。
T Incrementally deployed and tested，支持增量的部署与测试。
云原生系统的效果应该是更好地利用资源，更快地提供资源，更好地管理。
在 2013 年，AWS 的云战略架构师，同时也是 NetFlix 的云架构师 Adrian Cockcroft 提
出对 Cloud Native 新的定义：基于不可靠的、易失效的基础设施（ephermeral and assumed
broken components）构建高度敏捷（high agile）、高可用（highly available）的服务。
2015 年，Google 联 合 其 他 20 家 公 司 宣 布 成 立 了 开 源 组 织 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CNCF），开源了 Kubernetes。Kubernetes 是一个以应用为中心的容器编排、调
度集群管理系统，希望成为 CloudNative Application 的基石。从 CNCF 组织来看，CloudNative Application 应该包含微服务、容器、CI/CD 特征。
根据一般的理解，Cloud Native 背后的软件架构需求有：
T 按需特性的伸缩。
T 按特性持续演进。
T 应用快速上线。
T 系统高可用。
T 全面解耦合。
T 系统自服务。
T 支持多租户。
T 异构公有云。
ONAP 当前支持在 OpenStack 及微软 Azure 上运行，未来还计划支持 AWS。

3.3

架构与组件
从第一个版本的 Amsterdam 开始定义 ONAP 的整体架构，后续各版本都有微调，但整

体架构是一脉相承的。最新的发布版是 Casablanca 版（2018 年 11 月发布），因此本书就以
该版本为例来说明相关架构。图 3-12 所示架构是 2018 年 8 月 23 日在社区 TSC 会议批准的
3.0.3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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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是从模型驱动角度进行简化后的 ONAP 概要示意图。
注：IM 表示信息模型，DM 表示数据模型，VNF SDK、SDC、SO、DCAE、A&AI、
SDN-C/APPC/VF-C 都是 ONAP 的具体项目名称。
SDC
CSAR
(AID)

VNF 网元
业务 C 描述 CSAR
（IM）
业务 B 描述

业务实例
（DM）

业务 A 描述
业务实例
A&AI
VNF SDK

SDC

SO

DCAE
数据
分析
采集

SDNC/
APPC/VFC

图 3-13

策略

闭环
控制

从模型驱动角度简化后的 ONAP 概要示意图

假设：运营商 X 计划基于厂商 X 提供的 VNF（虚拟化网元）来为最终用户提供业务（最
终创建业务 A、B、C）。其大致流程与模型在 ONAP 各项目中的交互流如图 3-13 所示，图 3-13
下部的几方块代表 ONAP 中的关键项目 / 组件。从左往右，VNF SDK（负责 VNF 的验证校
验）与 SDC（负责业务设计）属于设计态项目，A&AI（全局数据库）、SO（跨域业务编排）、
引自：https://wiki.onap.org/display/DW/Casablanca+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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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NC/APPC/VFC（单域控制器）、DCAE（负责数据采集与分析，与策略等项目共同构成闭
环控制）等都是运行态项目。图中所示的大致流程如下：
步骤 1

厂商 X 按 VNF SDK 项目提供的 SDK 开发工具包与开发指导要求，准备好

VNF 网元的描述文件、CSAR 包等。这一步骤目的是，以机器可读的方式让 ONAP 理解
VNF 网元的模型情况，包括网元名称、版本号、厂商名称、对软硬件的资源要求、支持的
操作等。这一阶段可认为是完成了 VNF 网元的入网测试过程。
步骤 2

通过 VNF SDK 测试认证的 CSAR 包（包括对 VNF 网元的模型描述文件等）

被加载到 SDC。此时运营商的设计人员可将 VNF 网元作为可重用的资源来进行设计，与
之前支持的资源（比如数据中心的资源，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其他 VNF 或 PNF、物理
网元等）一起，根据需要设计成新业务模板。设计模板的好处在于，可要求将此类业务的
通用配置在模板中提前设计好，以降低在具体业务实例化过程中的输入负担。假设最终需
要创建 A、B、C 共 3 条业务（有不同的输入输出 IP 地址、名称，对应不同客户），在业务
模板中就可以定义业务必须经过哪些 VNF 网元的处理、是否需要有保护，以及业务配置后
需要重点监控哪些性能指标、一旦发生故障之后应采取哪些行动等共性配置。在这一阶段
输出的数据模型称为 AID（Architecture integration document，架构集成文档），它最终也以
CSAR 包格式导出，并经过测试、审核、验证等环境后，被分发给后续 ONAP 各模块。至
此就完成了新业务的设计及上线过程。
当 收 到 业 务 实 例 化 相 关 请 求 时（通 过 BSS/OSS 或 者 用 户 手 工 配 置 等），SO

步骤 3

（Service Orchestrator，业务编排器）根据收到的业务实例化参数信息及业务模板 ID 调用
相应的工作流处理，包括创建具体的业务实例（A/B/C）及将其保存到 A&AI（全局数据库
Active and Available Inventory）；评估业务对应的资源需求，并以合适的方式满足；将跨域
的资源按要求分解成单域命令并调用对应的单域控制器（SDN-C/APPC/VF-C）完成对应的
资源配置；相关资源占用情况也会同步刷新到 A&AI 中。至此就完成了新业务发放过程的
自动化。
步骤 4

业务发放成功后，DCAE（Data Collection，Analytics and Events，数据采集 &

分析）模板开始按业务设计的要求开始对特定事件进行持续监控。一旦发生指定的事件，则
触发对应的闭环控制，按预定策略触发相应的动作。至此就完成了业务生命周期中维护过
程的自动化。
从以上简要描述可以看出，ONAP 作为一个自动化平台，覆盖了从供应商设备的入网
测试、上线到将其与其他资源一起设计为新业务并自动发放、自动维护管理的全过程。

3.3.1

设计态框架和运行态框架

ONAP 大体上可划分为两大框架：
T 设计态框架：用于对平台进行设计、定义和编程的设计期框架（统一上线）。
T 运行态框架：执行设计态框架所编写的逻辑（统一进行交付和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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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P 并不是简单集成这两个框架，而是非常紧密地结合，结合两者的就是模型，即
设计态框架输出的模型，就是运行态框架的输入，模型
文件通过 SDC 中的分发功能实现二者的无缝对接，如
图 3-14 所示。

图 3-14

设计态与运行态关系图

1. 设计态框架
ONAP 设计态框架是设计、定义和编程的框架，目标是方便开发可部署、可重用的软
件资产，满足业务全生命周期的需要：增加新功能、修改已有能力、持续维护提升等。这
是网络 DevOps 人员操作的重点，未来网络的自动化运行，多数工作都是在该平台上进行
的。在 ONAP 上主要涉及三个项目：
T VNF REQS（VNF Requirements，VNF 需求）：描述与定义可被 ONAP 管理的对
象的需求。
T VVP（VNF Validation Program，VNF 验 证 程 序）： 验 证 基 于 VNF REQS 规 范 的
VNF HOT 模板和环境文件。
T VNF SDK ：搭建测试验证可被 ONAP 管理对象的一个工具链平台，对符合 ETSI
NFV 标准的 VNF（TOSCA 脚本描述）进行测试验证。它也是 LFN 的 CVC（兼容
认证项目）的重要组织部分，用于支持以代码化的方案验证可管理对象（VNF 或
PNF）是否满足 VVP 定义的需求。如果验证通过，则将其上线到设计态框架的目录
中，供 SDC 设计使用。
T SDC（Service Design and Creation）：定义了多种角色以分别负责业务与资源设计、
设计结果测试验证、资源确认等流程。完整设计工作至少需要定义设计者、测试
者、验收者这三类角色。当然用户还可按需定义安全专家、客户专家、运维专家来
创建相关模型、策略和工作流等。
2. 运行态框架
运行态框架提供执行框架来执行逻辑，包括两大场景：业务实例化的自动化部署、自
动发放场景（通过协同器与控制器两层机制来实现）及闭环控制场景（包括监控、分析、策
略等闭环驱动框架能力）。
业务实例化的自动化部署和发放，即按用户在设计态框架中的设计结果及相应实例化
的输入信息，实现新业务发放。业务发放过程中需要根据工作负载进行优化，选择对资源
的最优部署方案，同时触发 DCAE 系统对设计态明确需要关注的事件进行实时监控。这一
阶段完成后，即表明业务已开通，完成了与用户的业务交互。
闭环控制场景则是由事件触发的，即在特定事件或故障发生时，根据预置的动态策略
实时闭环处理。它也是前面提到的闭环自动化中的主要使能部分，即设计→创建→收集→
分析→检测→发布→响应中除设计之外的所有部分。
运行态框架从自行化层面可分为两层：编排层与控制层。二者的功能有部分重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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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编排由跨领域的业务编排器（Service Orchestrator）实现，而控制由各单领域的 Controller
控制器（包括 Multi-VIM，VF-C，SDN-C，APPC 等）实现。
运行态框架还包括一些核心组件与服务：
T 公共服务（Common Services）：提供访问控制、消息 & 文件转发、日志、数据管理
等功能。
T 控制器层公共服务（Common Controller SDKC，CSDK）。
T 全局数据库（Active and Available Inventory，A&AI）。
T 数据采集 & 分析（Data Collection, Analytics and Events，DCAE）。
T 策略框架（Policy）。
运行态框架还包括一些周边服务和模块，它们一般是可选的：
T 管理界面（Dashboard）。
T 优化框架（OOF，ONAP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 安全框架（Security Framework）。
T 集成测试（Integration）。
T 外部接口（External API）。
T 运维部署服务（ONAP Operations Management，OOM）。
3. 编排与控制
编排（Orchestration）本为管弦乐中的术语，主要是研究各种管弦乐器运用和配合的
方法，通过各种乐器的不同音色来充分表现乐曲的内容和风格。但它在计算机领域被描述
为对复杂系统、中间件（middleware）和业务的自动化安排、协调和管理。它与自动化的
差别在于，自动化通常专注于一个任务，而编排通常是指与特定任务无关的自动化调度能
力，常指对流程与工作流的自动化。通过某种描述语言定义相关工作流，同时由编排器
（Orchestrator）负责根据加载的工作流执行对应的动作。
而控制原本是控制论中的术语，描述根据控制对象输出反馈来进行校正的控制方式，
比如在实际测量值与计划值发生偏差时，按定额或标准来进行纠正。在 SDN 领域也引入了
控制器（Controller）的概念，负责领域内的资源自动化。
在 ONAP 中，对编排器和控制器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其中控制器与行业中的一般概
念是有差别的。
首先，这里的控制器与行业中的控制器都有 Orchestration 编排的能力，即支持根据预
先定义的工作流或流程，在运行态框架中解析并执行相应动作。这与硬编码的自动化过程
的最大差别表现在图形化设计和修改工作流的能力，这跟模型驱动的设计理念是一脉相承
的。借助便利的定义操作和无须开发投入的变更操作，编排器提供了灵活的适应性，缩短
了新业务或变更业务的上市时间，是 ONAP 架构灵活性的主要使能技术，与 Policy 策略组
合在一起，共同提供了可灵活定义流程的能力，让用户从业务和技术策略出发，灵活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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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动化任务。
ONAP 运行态框架在绝大部分场景中均无须人员介入，需要人员介入往往是在设计流
程之前（在设计态框架中完成），但部分过程有可能需要人员干预或是选择动作，如进行例
外或事后处理时。
编排支持同时处理大量请求，因此，编排器引擎被设计成一种可重用的服务，以便
ONAP 的任何组件中都可以执行预定义的过程方法。编排服务提供一套公共 API 来保证跨
ONAP 组件的交互的一致性。编排器引擎可解析工作流并遵照执行。这种服务化的设计模
式可保证跨所有编排活动的一致性，并保证工作流执行环境一致。
其次，ONAP 中的编排器和控制器的差异仅在于：自动化适用领域的目标与范围 / 层次
不同，对编排效率的要求不同，被编排对象是有状态的还是无状态的，如图 3-15 所示（注：
MSO 项目在 ONAP 最新版本中已换名为 SO，ASDC 换名为 SDC）。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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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Tracking

Service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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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ing
Determination

Usage Collection
Obtain ASDC
Recipes

MSO

Attributes

Stateless management of service
fulfillment or capacity change requests
Tracks state of reques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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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extual attributes
Scoped across multiple control
functions
Active service is not immediately
affected if the environment fails

Policy-based
Pattern Decisions
Event Resolution

Manages service component
operations or network ﬂows,
intimate with underlying protocols
Manages the state of application,
network and infrastructure
resources
Single service/network domain
scope
Immediate Impact ro active service
is likely if environment fails

Scalling

Container
Capacity Mgmt
Request
Rollback

Controller
Topology Mgmt

Data Flow Mgmt

Attributes

Orchestration
(Process Execution Engine)

X-container
Capacity Mgmt
Controller
Instantiation

Controller

Service
Instantiation
A&AI Query
& Update

Service State
Mgmt
Create Manage
Service Graphs

Performance

Minutes
图 3-15

ONAP 中 Orchestrator 编排器与 Controller 控制器的对比

Seconds
1

SO 即业务编排器，负责从最顶层管理编排工作和实现对下层控制器间的编排，包括理
顺控制器间的数据交互，帮助其根据指定的流程和所需信息去完成相应方法所指定的动作。
通过自动顺序执行按需创建、修改或移除网络、应用或基础架构业务和资源所需的活动、
任务、规则和策略，执行指定的流程。SO 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上进行编排，并提供基础设
施、网络和应用的端到端视图。
引自：https://about.att.com/innovationblog/virtual_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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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性能要求相比控制器更低（图 3-15 所示的分钟级只是示例，具体要求视业务场景而
定），且一般要求被编排对象是无状态的。对新业务来说，这可能涉及业务、资源优化部署
的决策，以及为满足业务请求参数，选择具备相应能力的控制器来处理。如果现有控制器
（基础设施、网络或应用）不存在或不具备相关能力，SO 将创建并实例化一个新的控制器，
以执行相应业务请求。
SO 通过访问 A&AI 取得已有网络和对应控制器的信息来支持业务请求。A&AI 提供可
支持业务请求的候选控制器的地址；然后 SO 询问控制器是否仍具备相关能力；最后 SO 和
控制器向 A&AI 报告完成业务请求的参考信息，以供随后的操作使用。SO 执行的编排工作
包括：
T 现有业务的交付或变化。
T 业务伸缩、优化或迁移。
T 控制器实例化。
T 容量管理。
尽管重点在编排，所有方法仍需要使用配置信息、标识符和 IP 地址来更新 A&AI。
控制器是一些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将云和网络业务耦合，并执行配置和实时策略，
以及控制分布式组件和业务的状态。运营商可以选择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控制器来管理执
行环境中与其分配的控制域中相应的资源。控制器负责单业务或网络领域的自动化编排，
效率要求一般是秒级或更高。其管理对象可能是有状态的，意为控制器需要保存相应领域
资源的状态，并能对相应事件进行实时响应。目前社区主要有如下控制器：
T 基 础 设 施 控 制 器（Multi-VIM）： 为 VIM/ 云 提 供 基 础 设 施 适 配 层， 除 了 提 供 标 准
VIM 的管理功能适配外，还可提供对 HPA（硬件平台感知功能）的支持，以便 OOF
及 SO/VF-C 等组件基于硬件差异对资源进行最优化部署。比如，Multi-VIM 可在
SO 的请求下创建 / 启动一个或多个虚机，并加载合适的 VNF。当 Multi-VIM 完成
请求之后，会把虚拟资源识别符和访问信息（IP）返回给 SO 并更新到 A&AI 等，
以供其他制器使用。
T 网络控制器（SDN-C）：构建和操作方式跟基础设施控制器类似，支持在 SO 的请求
之下，建立 LAN 或 WAN 连接并进行配置。
T 应 用 控 制 器（APPC）： 在 SO 的 请 求 下 完 成 VNF 的 实 例 化、 配 置 或 规 模 伸 缩 等
LCM 操作。需要注意的是，APPC 不负责 VNF 的创建与删除，这是在 SO 层面完
成了的（更新 A&AI 即完成），即 VIM 基础设施层的资源分配等由 SO 调用基础设
施控制器完成。APPC 比较适用于简单的 VNF（单虚机或容器）或者多 VNF，但多
VNF 之间没有复杂的网络或依赖关系。
T 虚拟功能控制器（VF-C）：ONAP 的控制器领域提供了符合 ETSI NFV MANO 标
准的解决方案，它提供的是符合 ETSI NFV 标准定义的 NS（网络业务，Network
Service）粒度的接口。VF-C 适用于类似 vEPC、vIMS 等复杂电信级 VNF（需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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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虚机或容器资源，且互相之间有复杂的网络与依赖关系等），VF-C 一般通过自
身拥有的通用 VNF 管理器 gVNFM 或对接符合 ETSI NFV 标准的厂商 VNF 管理器
sVNFM 来实现对 NS 的 LCM 管理。
注：控制器目前选择与编排器不同的编排引擎，在 SO 中使用的是 Camunda 工作流
引擎，编排脚本是符合 BPMN 标准的 bpmn 脚本，而 SDN-C 与 APPC 使用的是 DG（有
向图）工作流引擎，脚本采用 Node-Red（一个面向 IoT 场景的工作流开发工具 https://
nodered.org/）的 XML 文件。当前 DG 引擎在 CCSDK 项目中，未来不排除某些控制器
采用其他编排引擎甚至重用 Camunda 引擎的可能。

3.3.2

业务编排器与网络控制器的架构对比

本节以 SO 与 SDN-C 的架构示意（见图 3-16）为例来简要说明在 ONAP 中，控制与协
同的异同。
业务编排器
API Handler
数据存储

目录 DB

BPMN 执行引擎
Service Recipe Service Recipe

请求 dB
A&AI

VNF 资源适配

网络控制器适配

图 3-16

业务实例

其他控制器适配

SO 架构示意图

SO（业务编排器）的架构从上向下描述，分别是：
T API Handler：API 的处理层，包括不同 API 的适配、分批处理等功能。
T 数据存储部件：提供 Catalog 目录存储功能，外部系统可通过访问目录来了解 SO
当前支持的业务类型（来自 SDC 设计结果的分发）。内部其他模块（包括 BPMN 执
行引擎等）也可从中获取与指定业务模板对应的业务逻辑脚本（Service Recipe）。请
求数据库则保存所有收到的业务请求，包括业务的实例化请求、业务变更请求等。
T BPMN 执行引擎：具体的工作流执行单元。根据从 API Handler 中获得的业务模板
来配置相关参数、需要执行的操作类型。访问目录 DB，找到对应的业务逻辑脚本
（Service Recipe），并执行之。在具体执行步骤中可能调用适配层，以触发控制器层
完成后续的配置工作。同时，也可能在 A&AI 全局数据库中创建 / 刷新对应的业务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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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适配层：用于对周边组件的适配，包含对 SDN-C 网络控制器的适配器、对基础设
施资源管理层的适配器等。
SDN-C 的架构如图 3-17 所示。由图可看出，SDN-C 架构设计理念与 SO 基本上是一致
的。其他控制器也类似，这里仅用 SDN-C 作为示例。社区 CCSDK 项目提供了控制器的通
用框架，以帮助用户快速开发类似架构的控制器。图 3-17 所示架构从上向下，分别是：
T API Handler：类似 SO 的 API 处理层，唯一差别就是对接的系统不同。
T 数据存储部件：提供单域控制器自身的 Catalog 目录存储功能。由于控制器需要处
理有状态的编排，因此 SDN-C 的数据存储部件可能保存一些单域特有的资源状态
信息，可能与 SO 保存的资源状态不一致。
T DG 执行引擎：SDN-C 的业务逻辑执行单元，选用 DG（有向图）工作流引擎，根
据从 API Handler 中获得的业务模板配置相关参数、需要执行的操作类型。访问目
录 DB，找到对应的 DG 业务逻辑脚本，并执行之。在具体执行步骤中可能调用适
配层，以触发控制器层完成后续的配置运作。同时，也可能在 A&AI 全局数据库创
建或刷新对应的业务实例。
T 适配层：SDN-C 的适配层基于 OpenDayLight 的 MD SAL 架构开发，因此对 YANG
语言有较好的支持，内部有配置树与操作树两类处理。
SO

Control Loop

Other components

SDN-cC
API Handler
Directed
Graph

Service Logic
Interpreteur

Network
Data Model
Service
Data Model

Config Tree
Openstack
Adapter

Operatlonal
Tree
BGP Adapter

图 3-17

SDN-CDB
Service Logic,
Engineering Rules
Assigned Resources
Inventory, etc

Any Other
Smart Adapters

A&AI

Etc...

SDN-C 架构示意图

从以上 SO 与 SDN-C 的对比可以看出，控制器与协同器在架构设计理念上是一脉相
承的：业务逻辑处理单元一个是 BPMN 工作流引擎，一个是 DG 有向图引擎；另外在对
TOSCA 与 YANG 的集成程度上有些差异，内部数据库保存的状态根据适用场景的不同也有
所不同；其他都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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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核心服务 & 模块

核心组件与服务，即使用 ONAP 必然涉及的服务与模块，这些组件也是以服务形式提
供的，原则上应该越少越好。
核心组件与服务提供必需的基础能力（日志等）及与周边系统互通的能力，包括访问控
制、消息 & 文件转发、日志、数据管理等公共功能。涉及项目主要有：
T DMaaP（Data Movement as a Platform）： 提 供 高 性 能 的 数 据 移 动 服 务， 因 为
ONAP 内部需要多种数据移动，比如设计结果文件要从设计态分发到运行态、数据
采集结果文件在各组件间转发、数据 Schema 文件变更后也要分发等。
T MSB（Micro Service BUS）：提供微服务框架能力，包括服务的注册与发现、网
关流量均衡（load balancer）等。从 Casablanca 版本开始，还逐步开始增加 Service
Mesh 的集成。
T AAF（Application Authorization Framework）：在 ONAP 内部组件间提供一致的身
份验证、授权和安全性能力，以便应用程序、工具和服务能够匹配执行功能所需的
访问。包括证书管理器等功能。
T Log（Logging Enhancements Project）：ONAP 包括不同的组件或容器，这些需要写
入不同的日志文件中，故日志文件数据量可能很大（尤其是在调度等环境中）
，需要各
组件遵循统一的日志规范和日志工具，以便对跨组件、跨文件的日志进行跟踪分析等。
T CCSDK（Common Controller SDK）：提供控制器之间可重用的服务化组件，用于
大幅提升 Controller 定制 / 开发的效率，包括 NBI 接口统一处理框架、与 AAI 数据
同步、统一的 plug-in 插件框架（基于 OpenDayLight 的 MD-SAL）、LCM 生命周期
管理框架、统一的 HealthCheck 健康性检查框架、统一控制器的日志管理组件、通
用模型管理组件等。
T A&AI（Active and Available Inventory）：在服务化框架中，各个服务可拥有自身数
据库，但所有需要其他组件了解或访问的数据模型与实例，都须同步到 A&AI 中。
因此，基本上所有 ONAP 组件都有与 A&AI 交互的需求。
T DCAE（Data Collection，Analytics and Events）：用于统一处理除业务与 Top 信
息之外的所有事件类数据的采集、存储与分析。自身的 Health 事件、日志数据、异
常、需要监控的异常处理等都需要与 DCAE 进行交互。
T Policy ：策略是实现闭环自动化的一个关键环境，负责策略规则集的维护、分发和
处理。策略为创建和管理易于更新的条件规则提供了一个集中的环境。

3.3.4

其他组件

运行态框架中除核心组件外，其他所有项目都可划分为周边服务 & 模块，可基于特定
UseCase 场景选择使用。常见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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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管理界面 Dashboard：提供集中的组件监控与管理界面，包括业务的实例化下发等。
T 优化框架 ONAP Optimization Framework（OOF）：一个策略驱动的工作负载优化
服务，可基于各种策略约束（包括容量、位置、平台能力和其他特定的业务约束）
做到跨多站点和多云的业务优化部署。
T 集成测试 Integration：提供 ONAP 内部各组件间的集成服务。
T 外部接口 External API：用于 ONAP 与外部系统（OSS/BSS）的 API 交互。
T 运维部署服务 OOM（ONAP Operations Management）：提供基于容器的 ONAP
组件部署服务。
T MUSIC ：记录和管理 Portal、ONAP 优化框架的状态，以确保跨地理分布的 ONAP
部署的一致性、冗余性和高可用性。

3.4

安全与可信的代码质量
社区对 ONAP 的代码质量进行衡量时主要是通过七个维度实现：鲁棒性（Stability）、

安 全 性（Security）、 可 伸 缩 性（Scalability）、 性 能（Performance）、 韧 性（Resiliency）、 可
管 理 性（Manageability）、 可 用 性（Usability）。 通 过 为 各 维 度 定 义 不 同 级 别 的 度 量 指 标
（0～3），并在版本开发中要求各项目针对这些指标不断优化，最终达成改善代码质量的目
标。在 ONAP 社区，这几个指标简称为 S3P（Security, Stability，Scalability, Performance）。
社区架构委员会例行与各项目协商，针对版本现状，定义各版本的质量指标目标与适
用项目等。各维度度量指标定义如下。
1. 鲁棒性
鲁棒性又称可靠性，是软件系统最重要的质量指标。根据 ISO9000 国际质量标准（ISO/
IEC9126-1991）的规定：鲁棒性是指在规定时间内及条件下，软件能维持其性能水平的能
力。一般用在一段时间内密集强化输入的测试方式来验证，即输入比正常输入更恶劣（合理
程度内的恶劣）的数据，同时尽可能多地覆盖调用的子模块。这种测试方式在软件领域也叫
浸泡测试（soak test），即尽量贴近实际使用情况，在一个稳定的、有一定负载的环境上，持
续长期测试并实时监控 CPU、内存、磁盘 IO 等指标变化，以发现内存泄漏、频繁 GC 等性
能问题。ONAP 对鲁棒性的要求如下：
T Level 0（0 级）：在版本发布要求中，无鲁棒性内容。
T Level 1（1 级）：版本已执行过 72 小时组件级浸泡测试（稳定负载下的随机事务测
试，且对主要代码分支，代码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
T Level 2（2 级）：版本已执行过 72 小时平台级浸泡测试（稳定负载下随机事务测试，
且对主要代码分支，代码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
T Level 3（3 级）：在 6 个月以上长期测试中，出现缺陷率持续降低的测试跟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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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性
ONAP 采用核心基础设施倡议联盟（Core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CII）的勋章项目要求
作为安全性度量标准。CII 是 2014 年 4 月 24 日 Linux 基金会成立的组织，目的是为属于互
联网基础设施的开源软件提供支持（包括资金支持），避免类似“心脏出血漏洞”问题的再次
发生。而 CII Badge（徽章）项目则给出开源软件的安全最佳实践要求及徽章认证。以帮助开
源软件提升安全能力。认证分三级：基础认证、银牌认证、金牌认证。目前已有 2000 多个
开源项目参于了认证，具体可参见 https://bestpractices.coreinfrastructure.org/en/projects。1
注： 心 脏出血漏洞（Heartbleed bug），简称心血漏洞，是一个出现在加密程序库
OpenSSL 中的安全漏洞。该程序库广泛用于实现互联网的传输层安全（TLS）协议。它
于 2012 年被引入了 OpenSSL 中，2014 年 4 月首次向公众披露。在漏洞披露时，约有
17%（大约 50 万）通过认证机构认证的互联网安全网络服务器容易受到攻击。
对项目的安全认证要求如下（0～3 共 4 个级别）：
T Level 0（0 级）：无要求。
T Level 1（1 级）：项目通过 CII 基础徽章认证，无业界已知的严重级别或高级别漏洞
（＞60 天的）。
T Level 2（2 级）：项目通过 CII 银级徽章认证且所有内外部通信都是支持加密，且支
持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与鉴权。
T Level 3（3 级）：项目通过 CII 金级徽章认证。
ONAP 对整个版本的安全需求定义如下：
T Level 1（1 级）：70% 项目通过 1 级认证，剩下项目满足 80% 条款要求，且需要符
合社区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特定加密标准。
T Level 2（2 级）：70% 项目通过 2 级（CII 银级徽章认证），剩下项目都已通过 CII 基
础徽章认证，且满足 80% CII 银级徽章认证的条款要求。
T Level 3（3 级）：70% 通过 3 级（CII 金级徽章认证），剩下项目都已通过 CII 银级徽
章认证，且满足 80% CII 金级徽章认证的条款要求。
T Level 4：所有项目 100% 通过 3 级（CII 金级徽章认证）。
3. 可伸缩性
可伸缩性（又称可扩展性）是一种衡量软件系统计算处理能力的设计指标，高可伸缩性
代表在系统扩展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是容量或工作负载增长），软件仍能持续对外提供正常
服务的能力，即不出现性能急剧劣化等无法服务的瓶颈限制。可伸缩性设计与事后的性能
调优是不同的，其强调在设计之初就对高性能、低成本和可维护性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
引自《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8%84%8F%E5%87%BA%E8%A1%80%
E6%BC%8F%E6%B4%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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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平衡，追求的是平滑、线性的性能提升，更侧重于系统的水平伸缩能力，力求通过较
少改动甚至只是硬件设备的添置，就能实现整个系统处理能力的线性增长，实现高吞吐量
和低延迟等高性能。比如，如果系统设计之初将所有数据表保存在同一数据库服务器，则
在后续系统达到一定规模时，负载就会严重依赖数据系统自身能力；而如果提前将不同数
据做了分区，则后续根据访问量随时做分区扩展，扩展就是更好地设计可伸缩性。ONAP
对可伸缩性各级别的定义与要求如下：
T Level 0（0 级）：无可伸缩性。
T Level 1（1 级）：支持独立于其他组件的单点水平扩缩容能力。
T Level 2（2 级）：支持跨地理位置扩缩容能力（在独立于其他组件的条件下）。
T Level 3（3 级）：支持跨多 ONAP 实例间的组件扩缩容能力（包括提供相应的可操
作性）。
4. 性能
软件性能是指软件及时响应以满足用户要求的程度。常见性能指标通常包括响应时间、
并发数、吞吐量及性能计数器等。狭义地讲，性能是指软件在尽可能少地占用系统资源的
前提下，尽可能高地提高运行速度；广义地讲，软件性能关注的不是软件是否能够完成特
定功能，而是在完成该功能时展示出来的及时性。由于感受软件性能的主体是人，不同的
人对于同样的软件也会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如果时间和空间效率与其心理期待一致或能够
达到用户的既定要求，用户就会认为软件性能是高的。比如，在一个需要长时间的操作中
增加进度条，进度条本身对于缩短处理时间没有帮助，但更容易让人觉得系统性能是可接
受的。在 ONAP 中对性能的理解是基于狭义定义的，其分为如下 3 级：
T Level 0（0 级）：没有专门的性能测试。
T Level 1（1 级）：定义了性能标准基线且有对应测试结果（如针对各组件定义响应时
间、事务 / 消息速率、延迟、占用空间等）。
T Level 2（2 级）：针对 1 级中定义的性能基线，在 1 个版本中定义改进计划（基于等
效功能 & 等效硬件）。
T Level 3（3 级）：对 2 个或以上连续版本实施性能改进计划。
5. 韧性
韧性又称弹性，描述 ONAP 软件自身在故障场景下，继续对外服务的能力。ONAP 对
韧性的各级别定义与要求如下：
T Level 0（0 级）：无冗余能力。
T Level 1（1 级）：支持在单站点内手动故障检测、重路由或故障恢复；30 分钟内完
成测试。
T Level 2（2 级）：在单个地理站点内支持自动故障检测和重路由，包括定义相关基线
（存在无状态组件与有状态组件，可分别定义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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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Level 3（3 级）：跨地理站点支持自动故障检测和重路由，包括定义相关基线。
6. 可管理性
可管理性又称易管理性，是指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衡量便于管理的程度。良好的可管理
性可以有效减少系统的管理和维护成本。ONAP 对可管理性的定义主要关注在对 ONAP 进
行维护运作时是否能达到方便影响范围控制等要求。
T Level 1（1 级）： 所 有 ONAP 组 件 统 一 使 用 单 一 的 日 志 记 录， 实 例 化 一 个 简 单
ONAP 系统时，在满足最小资源要求的情况下，时间应小于 1 小时。
T Level 2（2 级）：组件可以独立升级，而不会影响操作交互组件，支持跨组件的分布
式事务跟踪，各组件支持以通用方式实现对组件的统一配置。
7. 可用性
易用性是指操作人员在学习或使用系统时的容易程度。易用性的设计重点在于让系统
或产品符合使用者的习惯与需求。ONAP 对易用性的要求集中在文档与用户界面设计的一
致性与便利性上。
T Level 1：提供了用户指南、部署文档、API 文档及代码遵从编码指南。
T Level 2 ：整个 ONAP 中的各个项目都提供一致的用户界面，且进行了可用性测试，
提供辅助文档。
各版本 S3P 指标目标与满足情况如下：
T 从 ONAP R2（Beijing 版本）开始，启动这套质量评估机制，各项目基本处于从 0
到 1 的过程。
T R3 版本则要求多数指标都需达到 2 级要求（可伸缩性要求达到 1 级，部分设计态项
目对韧性要求可降低）。
T R4（都柏林版本）重点在如下领域进行增强：ONAP 自身容器镜像优化，包括大幅
减少体积、增加对代码的文档说明、集成 CNCF 的 ServiceMesh 组件、支持升级、
跨地理位置的灾备、统一日志记录等。

3.5

本章小结
ONAP 作为一个开放的管理平台，是为运营商级规模的实时工作负载而设计和建造的。

其设计时参考了业界诸多设计原则与最佳实践，可帮助用户快速引入新功能而缩短新业务
上市时间。它提供了设计态框架与运行态框架。在设计态框架中提供了一个可视化的设计
框架来实现对所有元数据和策略的管理；在运行态框架中，分成编排与控制两层，同时提
供一些核心服务组件以及周边服务和模块。
社区将软件成熟度划分为七个维度，简称 S3P（鲁棒性，安全性，可伸缩性，性能，韧
性，可管理性，可用性），定义了各维度的度量指标级别，并随着社区版本发布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