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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数据交换格式及JSON 的兴起

JSON 的诞生



初识JSON 

• 诞生于2001 年数据交换格式
– 数据类型，stands for : JavaScript Object Nomination 
– 基于JavaScript ，用于序列化对象，数组，数字，字符

串，布尔值和空值的语法
– 将JSON 转换为JavaScript 对象非常容易，反之亦然

– 数据由名称/值对组成，其中值可以是对象，数组，数字，
字符串等

– 对象由一对用逗号分隔的名称/值对组成，并放在花括号内
– 数组是方括号内的对象的逗号分隔列表, 对象类型可以不同

• 和XML 的关系
– JSON 是骨感版的XML ，风头已经盖过XML 
– 更少的数据量，序列化优势明显
– 更好的可读性和兼容性



JSON 特点

从XML 汲取到的优势特点：


•	 可读性好，结构清晰
•	 分层存储(层次嵌套) 
•	 都可作为Ajax 传输数据
•	 都跨平台，可作为数据传输格式

相比XML 额外的优势特点：

•	 数据格式简单，易读易写，且数据都是压缩的，
文件较小，便于传输

•	 JSON 解析难度较低，而xml 需要循环遍历DOM 进
行解析，效率较低

•	 服务端和客户端可以直接使用JSON ，便于维护。
而不同客户端解析xml 可能使用不同方法

•	 JSON 已成为当前服务器与 web 应用之间数据传
输的公认标准



最受欢迎的数据交换格式


• 三个方面因素
– JavaScript 的普及
– AJAX 大行其道
– Web 2.0 的诞生

• 几乎所有的公共REST 接口的支持

– Facebook API, Google Geocoder,


Twitter API , OCI API




多种数据模型的契合为一

多模数据库



Relational

Geospatial Blockchain Star Schema Cube

Graph Documents Key Value

成熟的融合数据库
融合为一的多模型，多负载的数据平台

-Relational 

Geospatial Blockchain Star Schema Cube 

Graph Documents Key-Value 

跨越模型的洞察帮助您轻松发现数据价值



21c

日趋完美的支持

• JSON Basic support 
• Query & Store 
• Indexing 

• JSON_GUIDE 
• Partitioned tables 

Index 
• In-Memory JSON 
• GeoJSON 

• TREAT(.. As JSON) 
• JSON_EQUAL 
• JSON_TABLE 
• JSON Key长度限制增

加至255字节

• JSON Object 
Mapping 

• JSON MERGEPATH 
• Materialized View 
• JSON_OBJECT 

12.212.2
18c18c

19c19c

21c 

• New JSON Data Type 
• Advanced Queuing 
• JSON Update 
• OCI API for JSON Type 
• SQL/JSON Syntax 

Improvements 

增加对
JSON的支持

2014 

2016 
2018 

2019 
2021 

12.112.1



原生的数据类型(21c)


JSON 二进制类型

• 同时支持在 SQL, PLSQL中使用
• OCI, JDBC 的原生的支持
• 基于 OSON – 经过优化的二进制表示
o Self-contained format 
o 快速查找
o 局部更新

• 扫描速度提升 2x 以上
• 更新速度提升 10x 以上



体系的支持才是最好的保障


 SQL:2016 开始包含JSON 

 Oracle 最新支持的标准是SQL:2016 

 MAA 架构支持

 MSA 架构支持

 云平台支持和自制数据库A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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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JSON 数据访问方法


利用SODA API

PL/SQL,OCI 

Oracle Database 

JSON SQL 
Java, NodeJS, Python 

使用Oracle数据库
开发应用程序 存储/管理 创建分析和报表

JSON文档

JSON 文档可基于SQL



现有版本


• 数据库版本11.2.0.4


• 业务数据表
• 数据规模
• 字段类型

– 常规类型
– CLOB 



数据样例




丰富而灵活的数据处理手段

数据访问 SQL



JSON 数据的查询和处理

11g 19c




JSON 数据的查询和处理 – SQL 函数

• 多种类型支持
• IS JSON 

• 丰富的函数
• Dot Notation 

SQL Operators JSON Functions Returns 

SELECT 

JSON_QUERY() Fragments of a JSON document 

JSON_VALUE() Scalar value 

CASE JSON_EXISTS() False if no JSON value is matched 

FROM JSON_TABLE() 
(row source) 

Specific JSON data projected to relational 
columns and new rows in case of JSON 
array 

WHERE 

JSON_EXISTS() False if no JSON values are matched 

JSON_QUERY() Fragments of a JSON document 

JSON_VALUE() Scalar value 

JSON_TEXTCONTAINS() Row(s) matching the Full-Text search expr. 

IS JSON make it enforce strict JSON syntax 

GROUP BY JSON_VALUE() Scalar value 

ORDER BY JSON_VALUE() Scalar value 



处理JSON 的5个常用函数


• JSON_VALUE 

 路径表达式


 错误处理


 NULL ON ERROR


 ERROR ON ERRO


 DEFAULT on ERROR


 ORA-40462: JSON_VALUE evaluated to no value


 ORA-40597: JSON path expression syntax error




处理JSON 的5个常用函数


• JSON_QUERY 

 一个或多个JSON 片段


 VARCHAR2/CLOB/BLOB


 JSON_TABLE 的特例




处理JSON 的5个常用函数


• JSON_TABLE 

 更多功能


 更好性能


 JSON_VALUE/JSON_QUERY/

JSON_EXISTS 

 略显复杂



处理JSON 的5个常用函数


• JSON_MERGEPATCH 

 查询和更新


 部分更新


 支持PRETTY




处理JSON 的5个常用函数


• JSON_TRANSFORM 

 21c 推出，ADB 可用


 更新更容易


 多种更新操作




丰富而灵活的数据处理手段

数据访问 SODA



SODA 简介

SODA APIs & SQLcl 

•	 NoSQL 风格 APIs 

•	 Java, JavaScript/Node.js, Python, REST, 
PL/SQL, C… 

•	 用于管理JSON 数据
•	 创建collection 

•	 在collection 中存储文档
•	 获取文档
•	 查询文档
•	 不需要了解NoSQL！ 
•	 非关系型模型

http:JavaScript/Node.js


eries

SODA 对象和表的关系


row 

• A document is a JSON value 

• Document is identified by a Key 

• Key drives CRUD operations: get, update, delete 

• Beyond CRUD: support of filter qu 
table 

• Store documents inside a collection 

• Collection stores similar documents 

• Collection is identified by name 
schema 

• One or more collections reside in database 

• Application connects to database 



Java 

OracleClient client = new OracleRDBMSClient(); 

db = client.getDatabase(jdbcConn); 

OracleCollection col = 
db.admin.createCollection("purchase_orders"); 

col.admin().drop(); 

Node.js 

conn = await oracledb.getConnection(…); 

db = conn.getSodaDatabase(); 

col = await 
db.createCollection("purchase_orders"); 

await col.drop(); 

Python 

conn =cx_Oracle.connect(…); 

db = conn.getSodaDatabase(); 

col = db.createCollection("purchase_orders"); 

col.drop(); 

PL/SQL (and Oracle Application 
Express) 

col := 
dbms_soda.create_collection('purchase_orders'); 

select 
dbms_soda.drop_collection('purchase_orders') 
from dual; 

SODA 的多语言支持



SODA 的REST 支持


SODA via REST 

• Create 

• Insert 

• Query 

• Update 

*需要ORDS 支持



SODA 和SQL 的对比
SQL SODA (java source code) 

CREATE TABLE JSON_DOCUMENTS ( 
ID RAW(16) NOT NULL, 
DATA BLOB, 
CONSTRAINT JSON_DOCUMENTS_PK PRIMARY KEY 
(ID), 
CONSTRAINT JSON_DOCUMENTS_JSON_CHK CHECK 
(DATA IS JSON) 

); 

OracleClient client = new OracleRDBMSClient(); 

db = client.getDatabase(jdbcConn); 

OracleCollection col = 

db.admin.createCollection("JSON_DOCUMENTS"); 

表结构 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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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为一， 性能卓越

多模数据库



JSON 数据类型


21c 中的JSON 类型
• Collection 的默认类型
• 表字段类型



JSON 数据索引


19c 中的JSON 类型索引
• 单值索引



JSON 数据索引


21c 中的JSON 类型索引
• 多值索引



JSON 数据性能

JSON 类型的性能提升 11g 21c 

• 数据行总量1M 

• 11g vs. 21c 

• CLOB vs. JSON 

• 7.963 vs. 0.460




JSON 数据性能

JSON 类型的连接 – 单值索引 全表扫描 单值索引
• 数据行总量 1M & 10K 

• 全表扫描 vs. 单值索引
• 10.056 vs. 3.474




JSON 数据性能

JSON 类型的连接 – 多值索引 全表扫描 多值索引
• 数据行总量 1M & 10K 

• 全表扫描 vs. 多值索引
• 03:14.171 vs. 00:11.214




Mongo 应用的支持

数据访问



自治数据库Mongo API 

•	 What? 

•	 " 像使用MongoDB 一样来使用Oracle 融合数据库" ( 限制*) 
- 双向读写，真实连接 – 非复制的机制
- * Oracle DB 的认证/权限机制
- * SQL 来做分析/聚合, 不支持Mongo 的AF 等 … 

•	 Why? 

•	 利用现有的mongoDB 开发技能/驱动/工具/框架等 … 
… 同时您将从Oracle 融合数据库获益颇丰

•	 简化迁移到云的操作
•	 When? 

•	 目前有限可用
•	 很快就可以GA！ 



功能演示 – API for MongoDB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