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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Oracle调优与智能优化

by 刘相兵, A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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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相兵(Maclean Liu):

– dbDao.com联合创始人

– ORACLE PRM灾难恢复软件的作
者之一

– SHOUG上海Oracle用户组主席

– 前Oracle公司资深技术顾问

– an Oracle ACE

– 10g & 11g OCM

– Askmacle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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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 可视化调优的历史

• 民间调优神器

• 自动智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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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胜过千言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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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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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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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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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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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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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调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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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基于命中率: Very old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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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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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 执行计划 EM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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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 开始等待事件取代了命中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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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 EM 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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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 EM performanc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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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 Oracle loa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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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之后
浓墨重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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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Loa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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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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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heat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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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SQ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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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SQ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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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调优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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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c SQLPLUS  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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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bai 10046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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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atencyMap 等待事件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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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D 360 PLA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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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智能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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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M DBA – Self Tuning 自动调优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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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仍愚蠢，但可以帮人类省脑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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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调优目前仍无法替代人工调优，
有时甚至表现得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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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有几十套数据库，上千条问题SQL
需要调优时，纯人工调优真心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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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ADDM?

ADDM= Automatic Database Diagnostic Monitor

– 默认每60分钟生成一份自动性能诊断报告

– 基于Oracle过去20年的调优经验的性能问题诊断

– 基于10g以后时间模型的性能影响评估和建议收益估计

– 直击问题根源而非症状

– AWR的数据过于全面详细，ADDM帮你抽丝剥茧这些数据(有dba调优不用AWR/Statspack的
吗？ ADDM呢？)

– 12c EM  real time ADDM 实时ADDM， 12c RDBMS new feature Compare Period  ADDM，一个
今后持续发展的调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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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M的历史

• ADDM是大约2002年开始的项目，已经有了11年的历史

• 属于KEH模块 Kernel Ease-of-Management Holistic diagnostic 
monitor

• 最早在10gR1中公开提出了ADDM的概念

• 在10gR2 、 11g 、 12c中持续增强ADDM 的能力

• ADDM无法取代DBA的人工调优， ADDM是调优DBA和开发
人员在性能方面的好朋友

• ADDM走在行业领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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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Database 11g：RAC 的自动数据库诊断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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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M怎么用？

最简单的 : @?/rdbms/admin/addmrpt

Enterprise Manager 图形接口

PL/SQL:

创建和执行数据库 ADDM 任务

SQL> var tname varchar2(60);

SQL> BEGIN

SQL>   :tname := 'my database ADDM task';

SQL>   dbms_addm.analyze_db(:tname, 1, 2);           //参数 1、2：启动和结束快照

SQL> END; 

用于查看结果的 GET_REPORT 过程：

SQL> SELECT dbms_addm.get_report(:tname) FROM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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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M的教条作用

确定整个 RAC 集群数据库的最重要的性能问题

在生成 AWR 快照时自动运行（默认设置）

• 在数据库范围内对以下项进行分析：

• 全局资源（例如，I/O 和全局锁）

• 高负载 SQL 和热块

• 全局高速缓存互联通信量

• 网络等待时间问题

• 实例响应时间的偏差

• DBA 用来分析集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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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M报告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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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某用户OLTP环境切换存储后INSERT语句出现大量gc buffer busy等待事件，一般看到该等待事件

优先想到的是集群间的热块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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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M直击root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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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链路调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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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用户Exadata X3上的ERP应用上线
• 大量未经充分测试的涌入系统 耗尽IO吞吐量，其中一条SQL运行一次耗费7~8g IO; 

• 物理读吞吐峰值达到每秒10~14G 

• SQL性能虽烂，但体现Exadata强劲IO 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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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用户Exadata X3上的ERP应用上线
几百行的SQL语句，您能一眼看到缺哪个索引吗？

ADDM+sqltrpt 可以帮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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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用户Exadata X3上的ERP应用上线
使用ADDM配合sqltrpt 在上线当天解决了影响上线能否顺利的大多数性能问题

DBA对于陌生环境的熟悉以时间为代价，addm的存在可以降低学习成本

80%的性能问题是由于10%的Top SQL语句引起的 - Performance Hog:

“我把服务器资源当早饭吃！CPU、Memory、IO都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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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的性能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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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DDM从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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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qltrpt快速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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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time ADDM实时监控建议
一个典型的企业紧急监控流程，realtime ADDM是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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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朵云，如何快速定位系统内的锁阻塞问题，找出阻塞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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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eal-time addm快速定位回话阻塞：包括lock、library cache lock/pin blocker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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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eal-time addm快速定位回话阻塞：包括lock、library cache lock/pin blocker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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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Oracle 
意味着拥有最丰富、最成熟的优化

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