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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超越： 

数据库即服务将效率提升到新高度 
 

在 Oracle 的帮助下，任何企业都将能够部署私有数据库即服务解决方案。 

 
 

 
对于新时代的企业 IT 人来说，没有虚拟化的时代
难以想象。如果您向数据中心任何一位资深 IT 人询问过去

的情况，那他（她）一定会告诉您搭建新服务器曾耗费大量

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而现在，供应服务器就像启动新的虚拟机一样简单。尽管虚

拟化对于整个体系来说好处多多，但无论年长还是年轻的数

据库专业人员都知道，它对于数据库供应、运行和管理中的

成本、手动操作或耗时问题却无能为力。 

 
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的。现在，Oracle Database 12c 提供了

内置的 Oracle Multitenant 选件，可帮助企业构建全新的内部

数据库即服务 (DBaaS) 解决方案，使其只需点击即可设置和管 

理数据库。尤其是与 Oracle 服务器硬件和管理软件结合使用

时，Oracle Multitenant 可以像整合服务器那样轻松地整合数

据库。这一项看似简单却珊珊来迟的突破性进展将对企业的

敏捷性、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 

 

 

加快速度与焦急等待 

当然，DBaaS 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多年来，运行 DBaaS 解决

方案的企业数量持续增加。纽约 451 Research LLC 分析公司 

2013 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32.6％ 的企业计划采用 DBaaS 

系统。该公司还预测，从现在到 2016 年，企业在 DBaaS 产

品上的投入将保持 86％ 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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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DBaaS 解决方案显著的供应优势，这样的预测完全说的

通。对于当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超负荷工作的 IT 管理人员

已没有足够时间为同事创建他们需要的所有数据库。Oracle 

数据库产品管理高级总监 Patrick Wheeler 说：“为了获得新

的数据库，有人甚至要等三到四个月。长时间的拖延往往使

高管失去耐心，进而选择绕开 IT，使用公有云计算平台创建

自己的新数据库。他们自己建立了脱节的 IT 部门。” 

 

这为真正的 IT 部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风险。对于初创

企业来说，所有这些孤立、自行创建的数据库导致本已十分

复杂的信息管理和安全防护工作无从入手。美国马萨诸塞州

弗雷明汉 IDC 分析公司的研究副总裁 Carl Olofson 说：“创建

的数据副本越多（尤其是位于不同站点的数据），数据治理

就越困难。”尽管 IT 并未创建而且难以掌控这些异地数据库，

但当问题发生时却不得不为其提供支持。 

 
私有 DBaaS 解决方案使 IT 管理人员能够摆脱上述问题，并使

企业领导者获得其迫切需要的敏捷性。Olofson 说：“如果我 

 
 
 
 
 
 
 
 
 
 
 
 
 
 
 
 

正在开展一个特殊的分析项目，那么只需为它创建一个数据

库就可以了。我不必等待[由 IT 来]供应数据库。”当需要更多

容量时，用户也无需忍受长时间等待，因为 DBaaS 解决方案

可以根据需求的增减快速伸缩数据库。此外，DBaaS 解决方案

还配备了计量功能，允许 IT 部门根据需求的变化对业务团队

进行准确计费。Olofson 说：“您可以获得更准确和公平的计

费，这是因为您只需要为实际使用的资源付费。” 

 
 

此外，技术人员可以同时更新、备份和管理所有 DBaaS 数

据库，从而降低 IT 成本和提高安全性。Wheeler 说：“这

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您的业务部门将获得所需的

速度和灵活性，而 IT 部门也将获得履行其职责所需的控制

力和效率。” 

 
 

极致效率 
这些效果远非服务器虚拟化能够实现。利用虚拟化来整合服

务器可以提高硬件利用率和可扩展性，但管理员仍需供应和

维护大量虚拟机。Oracle 数据库开发团队高级主管 Michael 

Timpanaro-Perrotta 说：“您只不过是将物理蔓延替换为虚拟

蔓延。这虽然减少了硬件占用，却没有显著降低环境的整体

复杂性。” 

 
早在十几年前，Oracle 就推出了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技术。它使平台整合成为虚拟化的一个替换方案。该技术允

许管理员将多个操作系统实例作为一个加以管理，从而提高 

 
 
 
 
 
 
 
 

 
 
 
 
 
 
 

了效率。然而，在这些操作系统上运行的数据库仍然需要单

独的资源和管理。Timpanaro-Perrotta 说：“您需要为所有数

据库单独分配内存，然后单独对它们进行升级、修补和备份。

这的确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仍然会浪费大量时

间、空间和预算。”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 DBaaS 的潜能，除了整合服务器和操作系

统之外，企业还需要整合其数据库模式。Timpanaro-Perrotta 

说：“这可以使效率发挥到极致，因为它允许通过一组共享

存储和后台进程在较少服务器上支持更多应用。” 

Oracle Multitenant 使企业能够构建新型内部数据库即服务 

(DBaaS) 解决方案，使其只需点击即可设置和管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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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优势 

然而直到最近，在 Oracle 发布新选件之前，实施数据库模式

整合仍是一项复杂的手动任务，只有极少数 IT 部门有时间或

相应的专业知识来解决它。Timpanaro-Perrotta 说：“许多公

司都曾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但大多因受到挫折而选择了放弃。

从概念上讲，这很有吸引力，但单靠个人努力却只会让它成为

一场噩梦。”因此，大多数采用 DBaaS 的企业都通过实施变

通方案来避免模式整合。 

 

Oracle Multitenant 的发布改变这一局面，它使得任何企业无需

模式整合即可自行构建和维护私有托管 DBaaS 环境，这是有史

以来第一次。借助 Oracle Multitenant，企业可以轻松快捷地创

建“容器”数据库，而这些“容器”数据库则由共享通用资源

和后台进程的“可插拔”应用级数据库构成。维护工作将在容

器层展开，而应用代码将仅连接可插拔数据库，因此业务系统

无需任何更改就可以正常运作。 

 
对于 IT 部门来说，这最终带来突破性的无痛部署、简化式管

理、前所未有的整合密度和细粒度控制。Wheeler 说：“您可

以在每一个服务器上运行更多应用，并将这些应用作为一个来

加以管理，而不以牺牲数据隔离或资源利用优先级为代价。” 

 
Oracle 近期的一项基准测试显示了 Oracle Multitenant 可节省的

成本。这项基准测试在相同数据库负载下比较，发现通过 

Oracle Multitenant 进行整合可将内存利用率提高 8 倍并将每秒

的存储输入/输出操作 (IOPS) 减少一半。这些改进相当于在相

同的硬件上将性能提高 80% 并将可整合的活动数据库数量增

加 50％。  

 
e-DBA Ltd.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设有办事处，是 Oracle 数据库解

决方案提供商和 Oracle Multitenant 的早期采用者。该公司通

过自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结论。e-DBA 的技术总监 James Anthony 

说：“您可以在相同规格的硬件上运行更多数量的数据库。这

显然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和效率优势。”他补充说：“Oracle 

Multitenant 还简化了管理工作。我无法想象它能带来多高的管

理效率，但结果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 

 
此外，Oracle Multitenant 使供应新数据库就像复制和粘贴操作

一样简单。对于 e-DBA 提供支持的许多高科技初创企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分项。Anthony 说：“能够快速克隆现

有生产环境是一项巨大优势。这将大幅提高他们在开发环境中

的敏捷性。”  

 
 

 
 
 

 
 
 
 
 
 

 
 
 

Oracle Multitenant 还提供了即插即用的部署灵活性。管理员

可以随时快速从一个容器中拔出某个数据库并将其重新插入

另一个容器中。Wheeler 说：“您可以创建包含单独容器数

据库的服务目录，从而满足不同的 SLA 级别要求，并将数据

库从一个目录拖放至另一个目录。” 

 

为了确保高可用性，Oracle Multitenant 还无缝集成了 Oracle 

RAC 和 Data Guard 技术。这两个系统均可有效避免单点故障

对正常运行的影响。为此，RAC 可将数据处理分发到一个集

中管理的服务器集群上 — 当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时，其他服

务器会自动接手相应的数据处理任务。同样，Data Guard 允

许企业在多个位置保存数据库的多个同步副本。当一个生产

数据库发生故障时，其备份副本会快速接替该服务器，而且

在某些配置下是透明的。 

 

 

无法撼动的基础 

当然，建立一个可靠、高速的 DBaaS 环境需要的不仅仅是数

据库软件。企业级主机硬件也至关重要，这正是许多公司选

择在 Oracle Exadata 数据库云服务器上运行 Oracle Multitenant 

的原因，因为 Oracle Exadata 是由内而外专门针对数据库负载

进行了优化的强大、先进的服务器平台。Exadata 配备多达 

192 个处理器内核、高达 300 TB 的磁盘空间和 40 GB /秒的 

InfiniBand 网络连接，并提供了先进的缓存、压缩和 I/O 资源

管理功能。这些特性最终可将数据库性能提高 10 倍并将表空

间减小至  1/50。Wheeler 说：“通用计算机就是这样。

Exadata 专用于运行速度极快、密度极高的数据库。” 

 

 

“创建的数据副本越多（尤其

是位于不同站点的数据），数

据治理就越困难。” 

— IDC 应用开发与部署研究副总裁 Carl Olof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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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还将提供端到端的生命周期

管理功能，包括自动配置、监视、备份、恢复和淘汰 Oracle 

Multitenant 数据库。Wheeler 说：“所有这些控制台都整合在

一个统一、简便易用的环境中。”更重要的是，该系统还支

持自助供应、计量和计费功能，可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 

DBaaS 效率。事实上，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的  Crimson 

Consulting Group 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用户可以将管理效率提高多达 20%。 

 
Oracle Multitenant 、 Oracle Exadata 和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共同构成了私有 DBaaS 解决方案的无可撼动的基础。

Wheeler 说：“我们实现了由一家供应商提供全面的企业级数

据库即服务解决方案，这是任何其他供应商都无法比拟

的。”Oracle 实现的整合密度、供应速度、管理简易性和成

本节省也是其他供应商无法企及的。这是因为  Oracle 

Multitenant 不仅是全球第一个自动化数据库整合解决方案,而

且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此外，由于 Oracle Multitenant 完全

兼容成熟、人们熟悉的 Oracle 数据库平台，因此企业可以在

更短时间内发挥内部 DBaaS 的优势，同时降低风险。 

这些利益不容小觑。凭借超高的整合率，基于  Oracle 的 

DBaaS 解决方案就可帮助企业降低硬件、电力、散热和管理

费用。此外，这些解决方案还将节省宝贵的数据中心占地空

间并减轻 DBA 供应数据库的工作负载，让他们能够将更多时

间用于战略性 IT 计划。 

 
而最重要的是，基于 Oracle 硬件和软件的私有 DBaaS 解决方

案可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Timpanaro-Perrotta 说：

“您不必为一个新应用等待数月，或自行在公有云中创建应

用并处理所产生的一切问题。仅此一项便可让您更快获得更

高的投资回报。” 

 
Anthony 称，这些事实让 e-DBA 的客户无法抗拒。他预测：

“我认为，到  2015 年初，所有客户都将迁移至  [Oracle 

Multitenant] 平台。”使用 IT 行业密度最高、速度最快、最具

成本效益的 DBaaS 架构可带来显著的优势，它的吸引力不容

忽视。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oracle.com/cn 

 
“您可以在每一个服务器上

运行更多应用，并将这些应

用作为一个加以管理，而不

以牺牲数据隔离或资源利用

优先级为代价。” 

— Oracle 数据库产生管理高级总监  

     Patrick Whee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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