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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概念

本
章介紹網路自動化的基礎，以及幫助讀者熟悉與網路自動化相關的關鍵字。

在我們詳細介紹網路自動化之前，需要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網路自動化，以

及可以藉由怎樣的概念或是框架，來達到網路自動化，這是很重要的。本章也會

介紹在沒有網路自動化時，傳統網路是怎麼操作的，並且展示出網路自動化如何

讓網路更有效率及更可靠。

本章涵蓋以下主題：

• 什麼是網路自動化？

• DevOps

• 軟體定義網路

• OpenFlow的基礎概念

• 基本程式邏輯

• 如何選擇網路自動化的程式語言

• 表現層狀態轉換 (REST)框架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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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自動化

自動化的意思，是將對特定程序的理解、解釋、創造的邏輯製作為一種框架。其包含了

加強由人為所做的程序，降低錯誤率，使人可以專注在運用框架拓展任務範圍及減少人

為疏失。

舉例來說，如果要升級一台 Cisco路由器，需要許多步驟，像是將映像檔放進路由器、

確認映像檔的校驗值、卸載目前運行其上的流量（於生產環境時）、修改啟動參數、利用

新映像檔重新啟動路由器。

這麼多步驟只為了升級一台路由器，想像一下，如果有將近千台的路由器需要升級，那

將會是什麼情況。

假設升級一台路由器的所有步驟需要 30分鐘，計算一下將可以得出，要升級一千台路由

器的時間就會是 1000 * 30，也就是需要人操作 30,000 分鐘（20天 20小時）的時間。

況且，如果一個人要升級一千台路由器，可以想見會有多少錯誤發生。

此時網路自動化就派上用場了，它不但可以同時處理上述的所有程序。更棒的是，如果

一台路由器需要 30分鐘操作的話，1,000台同時執行也只需要 30分鐘。

不管你有多少路由器需要升級，在導入網路自動化的之後都只需要 30分鐘。也同時降低

了人為操作的時間，使工程師可以專注於處理升級過程中產生的少數錯誤。

接下來會介紹一些概念、工具以及範例，來幫助你開始建構你的自動化框架，解決網路

相關的問題，讓你可以更有效率的管理網路。

我們在此也預設你具有關於網路的基礎概念，以及熟悉網路常用的術語。

同時也預設你對 syslog、TACACS、基礎的路由器設定，像是 hostnames、載入 iOS映

像檔、基本的路由器和交換器概念，以及對 SNMP協定的簡單認識。

DevOps
傳統的網路部門通常都會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工程團隊，負責利用新技術來設計、加

強及最佳化現有網路，這個團隊的責任是對實體的網路進行配線，以及軟體上的設定，

使網路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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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的 IDE叫做 IDLE，執行起來的樣子就如同圖中所顯示的一樣，可以在視窗的標

題列中看到 Python的版本，以這個例子來說，我們看到的是 3.6.1，在下面可以看到有

三個大於符號顯示在命令列中，這代表了 Python準備好接收輸入在視窗中的指令並執

行。為了寫程式，我們點擊 File | New File，它會開啟記事本讓我們可以撰寫程式。

讓我們看一下同樣的 Hello World程式在 Python裡面要怎麼寫：

我們在新程式中用的變數名稱叫做 newvalue，而在這個變數中我們指定儲存在裡面的

值是 hello world，程式的第二行是呼叫 Python的 print函數，用來將變數中的值印

出來。

當我們把程式寫完之後，點擊 File | Save As來儲存我們寫好的程式，將這個程式命名
為 filename.py，副檔名 .py是用來表明這個檔案是 Python程式用的。存檔完畢之

後，我們可以按鍵盤上的 F5鍵，或是點擊 Run | Run Module來執行這個程式，程式
的執行結果會在剛剛我們打開的 IDLE介面裡顯示出來。

可以看到在 IDLE介面中顯示了 hello world，當我們寫完程式後，可以直接把打開的

視窗關掉，以關閉程式或是 Python直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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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們在圖中所看到的，我們在 PowerShell中呼叫了 Invoke-RestMethod函式，這

個函式預設是以 JSON格式來做 API的溝通及互動格式。

這個程式使用了 REST 框架，並提供了 API 介面，可以透過網址（https://blogs.

msdn.microsoft.com/powershell/feed/）來做存取，在這邊我們採用的是 HTTPS

協定來跟程式做溝通。 

在圖中可以看到一個函式是 format-table，這是函式 PowerShell所提供的，用來將每

個紀錄或結果的標題輸出到螢幕上。如果沒有使用這個函式，所有回傳的紀錄或結果都

會顯示到螢幕上。

下圖是 Python的 REST呼叫範例：

從範例中可以看到，我們引入了 requests這個標準函式庫，在第一行的 import 

requests，表示之後在 Python 程式碼中會使用到 requests這個函式庫。而在第二

行，使用 requests.get呼叫了 Google Map的 API，並且從後綴可以看到我們期望傳

回的是 JSON格式。得到結果之後，我們利用 json函式來將驗證儲存在變數 r裡面的值

是否為 JSON格式。

有時候我們使用 import來引入自定義的函式或是函式庫時，它會拋出

找不到模組的錯誤訊息。這代表所希望引入的函式庫並不在標準函式

庫的範圍之內，需要額外安裝。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使用 pip 或是 
easy_install指令來手動安裝，之後的章節會介紹這兩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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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模組（Module）與套件（Package）
由於 Python是當今最流行的開源程式語言，很多開發者會基於自己的開發經驗，提供

方便的套件來給其他人使用。模組（Module） 是一組特殊的函式或程序，用來執行

特定的動作，以方便程式呼叫使用，在 Python 中引入模組的方法是使用 import 關鍵

字。Python 有許多內建的模組可以直接引入使用，但有些特定的模組，必須另外安裝。

幸好 Python 在發展的時候也想到了這個問題，設計了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下載安裝其

他模組。

讓我們試著安裝 Netmiko模組作為範例，Netmiko是一套幫助我們登入到網路設備所設

計的模組。Python的每個模組都提供了很完整的文件，以 Netmiko為例，可以在下列網

址找到它的文件。

https://pypi.python.org/pypi/netmiko

安裝 Netmiko的動作很簡單，首先找到我們安裝 python.exe所在的目錄，並進入裡面

名為 scripts的子資料夾。

在 scripts資料夾中有兩種安裝模組的方式，分別是 easy_install.exe或是 pip.

exe。

• 如果是利用 easy_install安裝的話，需要執行 easy_install<模組或套件

名稱 >，像是：

easy_install netmiko

• 如果是利用 pip 來安裝的話，需要執行 pip install <模組或套件名稱 >

pip install netmiko

安裝好需要的模組後，關閉所有使用到 Python 的程式，讓 Python 可

以將新的模組讀取進來。

更多資訊可以在 https://docs.python.org/2/tutorial/modules.html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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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設定

現在我們需要部署三台路由器，並使用同一個基礎設定檔讓這些路由器可以順利運行。

這個基礎設定檔在不同的路由器會有些許的不同，我們需要自動化的為不同的路由器產

生專屬的設定檔。

假設我們的路由器在硬體規格上都一樣，它們都有以下的連接埠：

• R1 f1/0 （FastEthernet1/0）連接到 R2 f1/0

• R1 f0/0 連接到 to R3 f0/0

• R2 f0/1 連接到 to R3 f0/1

基礎的設定檔內容如下：

    hostname <hname>

    ip domain-lookup

    ip name-server <nameserver>

    logging host <loghost>

    username cisco privilege 15 password cisco

    enable password cisco

    ip domain-name checkmetest.router

   line vty 0 4

    exec-time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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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範例大概介紹到這裡，之後要繼續加強這個腳本的功能的話，可以使用上面介紹的

部分做為基礎，加上其他函式或邏輯判斷，來決定條件被觸發之後，需要做什麼後續動

作。以上面的範例來說，我們可以利用查詢出來的資料，基於回傳的結果來建立自動修

復的腳本，或是做其他的動作。

各領域的自動化範例

在熟悉並瞭解如何將各種裝置、API、控制器整合起來做自動化之後，讓我們看一些整

合網路裝置，並且利用自動化框架來執行一些複雜情境的範例。

有些範例可能複雜到可以自成一個小型專案，不過這些範例可以幫助

你瞭解更多，更深入的自動化流程以及技巧。

BGP與路由表

舉個例子，假設我們需要設定 BGP，驗證連線是否正常，並且回報連線的詳細資訊。在

範例中，我們有兩個路由器（以兩台路由器都已經可以互相 ping 到對方作為前提），如

下圖：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R2跟 testrouter之間，可以利用介面 FastEthernet0/0及其

IP位址來 ping到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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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如下：

從圖中可以看到，將 BGP設定推送到路由器上，當設定完成，腳本會等待 5秒之後，開

始驗證 BGP的狀態是不是處於 ESTABLISHED 狀態。

上面的設定是正確的，也驗證成功了。讓我們看看如果設定不正確時，會發生什麼狀

況：

   from netmiko import ConnectHandler

   import time

   def pushbgpconfig(routerip,remoteip,localas,remoteas,newconfig="false"):

    uname="cisco"

    passwd="cisco"

    device = ConnectHandler(device_type='cisco_ios', ip=routerip,

   username=uname, password=passwd)

    cmds=""

    cmds="router bgp "+localas

    cmds=cmds+"\n neighbor "+remoteip+" remote-as "+remoteas

    xcheck=device.send_config_set(cmds)

    print (xcheck)

    outputx=device.send_command("wr mem")

    print (outputx)

    device.disconnect()

   def validatebgp(routerip,remoteip):

    uname="cisco"

    passwd="cisco"

    device = ConnectHandler(device_type='cisco_ios', ip=routerip,

   username=uname, password=passwd)

    cmds="show ip bgp neighbors "+remoteip+" | include BGP state"

    outputx=device.send_command(cmds)

    if ("Established" in outpu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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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Remote IP "+remoteip+" on local router "+routerip+" is in

   ESTABLISHED state")

    else:

    print ("Remote IP "+remoteip+" on local router "+routerip+" is NOT IN

   ESTABLISHED state")

    device.disconnect()

   pushbgpconfig("192.168.255.249","192.168.255.248","200","400")

   ### we give some time for bgp to establish

   print ("Now sleeping for 5 seconds....")

   time.sleep(5) # 5 seconds

   validatebgp("192.168.255.249","192.168.255.248")

執行結果如下：

如同圖中所看到的，這次推送的設定檔，在自治系統號碼設定為錯誤的 400，設定不正

確的話，會得到連線未建立（non-established）的訊息，也代表了我們的推送設定有

誤。相同的，我們也可以利用相同的方法來設定其他的 BGP 節點。有時候，我們需要從

現行設定檔中，取得某些特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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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雲端平台

我們可以利用 Python 以及網路自動化工具來跟許多雲端供應商做結合，像是使用雲端

虛擬機、建立雲端虛擬機、控制存取權限（如存取控制列表 ACL）、建立網路連線（如

VPN）、設定虛擬機的網路配置等等，藉由利用 Python使用各雲端供應商的 API，幾乎

可以達成所有事情。接下來，會以亞馬遜雲端服務（AWS）作為範例來介紹基本的設定。

AWS 透過自己的 Boto 3 SDK供使用者呼叫它的 API。Boto 3提供了兩種 API 類型，一

個是低階的 API，用來直接跟 AWS的服務做互動，另一種高階的 API對使用者而言比

較友善好懂，用來快速的跟 AWS做互動。除了 Boto 3 之外，還需要用到 AWS CLI作

為命令列介面（CLI）在本機上與 AWS做互動，這個 CLI工具，作用類似Windows系

統中的 DOS命令提示列。

不論是 AWS CLI 或是 Boto 3 的安裝都需要使用到 pip：

• 使用以下指令安裝 AWS CLI：

pip install awscli

• 使用以下指令安裝 Boto 3：

pip install boto3

安裝完畢之後，就可以使用這兩個套件了。不過我們還需要設定存取金鑰，才有辦法知

道可以設定或存取到哪一部分的資源（在之後建立存取金鑰的時候會做設定）。

讓我們快速地建立一把存取金鑰給本機上的 Python使用：

1. 登入 AWS控制台之後，選擇 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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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傳了幾個指令過去（show version 以及 show hostname），而 API 確認執行之後

傳回執行結果。旁邊的指令回傳說明文件（Command Response Documentation）頁
籤，顯示出可用的所有 API：

現在用 Python來執行同樣的事情：

我們需要先安裝好 jsonrpclib函式庫，可自以下網址取得： 

https://pypi.python.org/pypi/jsonrpclib

這個函式庫用來解析 JSON 格式的遠端程式呼叫（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安裝
完後，執行下面這段程式，結果會跟我們在瀏覽器中看到的一樣：

from jsonrpclib import Server 

switch = Server( "https://admin:admin@172.16.130.16/command-api" ) 

response = switch.runCmds( 1, [ "show hostname" ] ) 

print ("Hello, my name is: ", response[0][ "hostname" ] )

response = switch.runCmds( 1, [ "show version" ] ) 

print ("My MAC address is: ", response[0][ "systemMacAddress" ] )

print ("My version is: ", response[0][ "version" ])

程式執行之後，會得到下面的回應：

   Hello, my name is: Arista

   My MAC address is: 08:00:27:0e:bf:31

   My version is: 4.14.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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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嘗試從所有 Cisco的裝置上，取得 NodeID（節點識別碼）與 DisplayName（顯示名

稱），當程式取得結果之後，會將結果解析之後再做輸出。以此範例來說，輸出結果如下

（假設我們在 SolarWinds底下的 Cisco裝置有 mytestrouter1和 mytestrouter2）：

   >>>

   ===================== RESTART: C:\a1\checksolarwinds.py

   =====================

   101 : mytestrouter1

   102 : mytestrouter2

   >>>

我們可以利用類似的自動化工具以及 API，來減輕日常需要執行的基本或是核心作業

（像是從裝置中取得某些值之類），並且確保它可以正常的運作。

接下來，要建立另一個自動化工具，利用 ping 測試，來監控我們可以接觸到的所有裝

置，我們把這工具叫做 PingMesh 或是 PingMatrix，因為這個工具會產生各個路由器的

連接狀態陣列圖。

我們使用的網路拓墣如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