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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本白皮书介绍 Oracle GoldenGate 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DBM) 及 Exadata 存储
上安装配置的最佳实践。您可以使用 Oracle GoldenGate：

• 以最少的停机时间迁移到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 作为一个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的一部分，该体系结构既需要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又需要 GoldenGate 提供的灵活的可用性特性，如提供数据分布和持续可用性
的双活数据库以及实现无宕机或者最小化宕机的系统迁移、升级和维护等计划内任务。

• 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实现近乎实时的数据仓库或综合数据库，其数据来源
于各种可能异构的源数据库，由 Oracle GoldenGate 实现数据实时填充

• 对于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的 OLTP 应用程序进行数据捕获以支持后续使用（如 
SOA 类型的集成）

本白皮书主要介绍如何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配置 Oracle GoldenGate。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可用作 GoldenGate 处理的源数据库或目标数据库，有些情况下可
同时作为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

此外，本白皮书还介绍 Oracle GoldenGate 从联机重做日志文件或归档重做日志文件中实时
获取逻辑变化的常用配置模式。

配置概述

本节为您介绍 Oracle GoldenGate、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和 Oracle Database File 
System (DBFS)。有关这些特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白皮书的“参考资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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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GoldenGate

Oracle GoldenGate 提供异构环境下基于数据库日志的实时数据变化捕获和投递。利用此技术，
可实现经济高效、低影响的实时数据集成和持续可用性解决方案。

Oracle GoldenGate 在您现有的基础架构上以最小的开销移动提交的事务，同时保持事务完整
性。该体系结构支持多种数据复制拓扑结构，如一对多、多对多、级联和双向。其用途广泛，
可用于实时业务智能、查询分流、无停机的升级和迁移，以及提供数据分布、数据同步和高可
用性的双活数据库等多种情况。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是一个易于部署、随取随用的解决方案，为所有应用程序托管 
Oracle 数据库的同时提供最高级别的可用性能。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是一个“网格设备”，它包含若干数据库服务器、Oracle 
Exadata Storage Server (Exadata)、一个用于存储网络的 InfiniBand 光纤，以及托管 Oracle 
数据库所需的所有其他组件。Oracle Exadata Storage Server 是一个经过优化可用于 Oracle 
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存储产品，并且是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的存储构建模块。
Exadata 为联机事务处理 (OLTP)、数据仓储 (DW) 以及混合应用提供了杰出的 I/O 和 SQL 处
理性能。通过使用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Oracle RAC)、Exadata 存储、Exadata 
智能闪存缓存、高速 InfiniBand 连接和压缩技术的大规模并行网格体系结构，可为所有类型的
数据库应用程序提供极限性能。

Trail  File

Replicat

ReplicatExtract

Extract Collector

Manager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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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Database File System

Oracle Database File System (DBFS) 针对数据库中存储的文件创建了一个文件系统接口。与 
NFS 类似，DBFS 提供了一个看上去像本地文件系统的共享网络文件系统。因为数据存储在
数据库中，该文件系统继承了数据库提供的所有高可用性 / 灾难恢复功能。

对于 DBFS 来说，服务器是 Oracle 数据库。文件存储为 SecureFiles LOB。PL/SQL 过程实
现对文件系统的基本访问操作，如创建、打开、读取、写入和列出目录。该文件系统在数据库
中的实现称作 DBFS SecureFiles Store。DBFS SecureFiles Store 允许用户创建可以由客户
端挂载的文件系统。每个文件系统都有自己专门用于保存文件系统内容的表。

Oracle Clusterware

Oracle Clusterware 使服务器之间能够相互通信，从而使这些服务器就像一个集合体一样工作。
我们通常将这些服务器的组合称为一个集群。虽然这些服务器都是独立的服务器，但每台服务
器都具有与其他服务器通信的其他进程。这样，这些独立的服务器在应用程序和最终用户看来
就像是一个系统。

Oracle Clusterware 提供运行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Oracle RAC) 所必需的基础架
构。Oracle Clusterware 还管理虚拟 IP (VIP) 地址、数据库、监听器、服务等资源。

可以通过 API 向 Oracle Clusterware 注册应用程序并指明在集群式环境中管理应用程序的方
式。您使用这些 API 将 Oracle GoldenGate Manager 进程注册为通过 Oracle Clusterware 管
理的应用程序。然后，Manager 进程应配置为自动启动 / 重新启动其他 GoldenGate 进程。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rac.112/e10717/glossary.htm#CBAIFE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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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到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Oracle GoldenGate 支持主动 - 被动双向配置：GoldenGate 将数据完整地从活动的主数据
库中复制到一个同样处于活动状态的备用数据库中，此备用库可在出现计划内和计划外业
务中断时立即接替主数据库实现业务接管。这就使我们能够在迁移到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之前允许新旧系统并行运行一段时间，直到完成测试并且按计划进行切换。

本白皮书将指导我们如何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配置一个目标系统以充当上图
中的备用系统。

配置最佳实践

第 1 步：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配置 DBFS

进行配置的最佳做法是将 GoldenGate Trail 文件和检查点文件存储到 DBFS 中，以便在系统
出现故障时可以恢复并进行故障切换。

为了确保检查点文件和 Trail 文件在节点故障时仍持续可用，我们必须使用 DBFS。为了确保
在出现故障之后，Extract 进程可以从已知最近的归档日志位置继续挖掘，Replicat 进程可以
从出现故障前的相同 Trail 文件位置开始进行操作，确保检查点文件持续可用至关重要。如果
使用 DBFS，可以用一个未发生故障的数据库实例作为 Extract 进程的源或 Replicat 进程的目
标。

有关如何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配置 DBFS 的信息，请参阅 My Oracle 
Support 说明 1054431.1。应使用 fstab 挂载 DBFS。

/

Trail

Trail Trail

TrailTeradata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LAN/WAN/Web/IP

https://support.oracle.com/CSP/ui/flash.html#tab=KBHome%28page=KBHome&id=%28%29%29,%28page=KBNavigator&id=%28from=BOOKMARK&bmDocID=1054431.1&viewingMode=1143&bmDocType=HOWTO&bmDocDsrc=DOCUMENT&bmDocTitle=Configuring%20DBFS%20on%20Oracle%20Database%20Ma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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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Gate  Trail 文件和检查点也可放在 DBM 本地文件系统或 DBM 之外的某台服务器管理
的 NFS 挂载点上。如果使用本地文件系统，由于只有一个驱动器提供有限带宽，并且无法提
供高可用性功能。NFS 可作为 DBFS 合适的替代品来保存 Trail 文件和检查点文件，从而允许
源和目标 GoldenGate 主机之间的共享。本白皮书主要使用 DBFS 作为共享文件系统。

第 2 步：配置数据库参数

以常规模式运行 GoldenGate 时，无需显式地设置额外的数据库参数。对于归档重做日志文件，
建议您使用默认的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r (Oracle ASM) 命名惯例。

为了成功地挖掘 Oracle ASM 所管理的存储单元中的 Oracle 归档重做日志文件，需要一个额
外的 GoldenGate Extract 参数：

1. 在 Extract 参数文件中设置 TRANLOGOPTIONS 参数以指定 Oracle ASM 登录信息。
例如：

TRANLOGOPTIONS ASMUSER sys@ASM, ASMPASSWORD g32adrwe, ENCRYPTKEY DEFAULT

2. 如果 Oracle ASM 实例尚未使用口令，使用 orapwd 命令创建一个口令并将 REMOTE_
LOGIN_PASSWORDFILE 初始化参数设置为 SHARED 或 EXCLUSIVE。

GoldenGate 连接到 Oracle ASM 实例时需要一个口令文件。

3. 为使到 ASM 实例的远程连接有效，需要配置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文件，如以下示例所示：

listener.ora 示例：

SID_LIST_LISTENER =
 (SID_LIST =
  (SID_DESC =
   (SID_NAME = PLSExtProc)
   (ORACLE_HOME = /app/oracle/grid)
   (PROGRAM = extproc)
  )
  (SID_DESC =
   (ORACLE_HOME = /app/oracle/grid)
   (SID_NAME = +ASM1)
  )
 )

LISTENER =
  (DESCRIPTION_LIST =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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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PROTOCOL=TCP)(HOST=ggtest)(PORT=1521
   ))
   (ADDRESS = (PROTOCOL = IPC)(KEY = EXTPROC0))
  )
 )

TNSNAMES.ORA 示例

ASM = (DESCRIPTION =
  (ADDRESS = (PROTOCOL = TCP)(HOST = ggtest)(PORT= 1521))
  (CONNECT_DATA=
   (SERVER = DEDICATED)
   (SERVICE_NAME = ASM)
   (INSTANCE_NAME = +ASM1)
  )
 )

第 3 步：安装 Oracle GoldenGate
1. 从 Oracle 技术网 (OTN) 下载 GoldenGate 软件：

 http://www.oracle.com/technology/global/cn/software/products/goldengate/index.html

2. 在 Oracle RAC 配置中的源和目标主节点上本地安装 GoldenGate。确保在 RAC 所有
节点上使用相同的安装目录。

3. 在源和 / 或目标主节点上成功配置 GoldenGate 后，关闭 Extract/Replicat，将整个 
GoldenGate 主目录复制到其他源和目标节点上。

4. 按照下面文档中第 2 章“安装 GoldenGate”中描述的通用安装说明分别在源和目标
主机的进行安装：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ora_inst_v104.pdf

第 4 步：在 DBFS 中配置检查点文件和 Trail 文件

1. 配置检查点文件

检查点文件包含 Extract 和 Replicat 进程的当前读写位置。当系统、网络或某个 
GoldenGate 进程需要重启时，通过检查点可防止数据丢失和提供容错能力。

如果将检查点文件存储在本地文件系统中，则无法在数据库节点出现故障时提供高可
用性。可以用一个检查点表记录 Replicat 检查点信息，作为另一种容错方法。

http://www.oracle.com/technology/software/products/goldengate/index.html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ora_inst_v1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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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检查点文件存储在 DBFS 上，最佳做法是创建一个从 GoldenGate 主目录到 
DBFS 中某个目录的符号链接。例如：

# Ensure the DBFS file system is already mounted
# In this example, the DBFS mount point is /mnt/dbfs
% mkdir /mnt/dbfs/goldengate/dirchk
% cd /GoldenGate/v10_4_0_24_002
% rm –rf dirchk
% ln –s /mnt/dbfs/goldengate/dirchk dirchk

2. 配置 Trail 文件

Trail 文件包含从 Oracle 存档日志中提取的数据。这些文件由 Extract 进程自动生成。

Trail 文件存储在 DBFS 上。通过在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上挂载同一个 DBFS 目录（非
常类似于 NFS 挂载），Replicat 可以直接读取 Extract 创建的相同的文件。这样的话，
如果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运行在同一个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就不需
要 GoldenGate 数据泵 (Data Pump)。

要在源数据库的 DBFS 上配置 GoldenGate  Trail 文件，执行以下步骤：

1. 创建一个 DBFS 目录：

# Ensure DBFS file system is already mounted
# In this example, the DBFS mount point is /mnt/dbfs
% mkdir /mnt/dbfs/goldengate/dirdat

2. 设置 EXTTRAIL Extract 参数：

EXTTRAIL /mnt/dbfs/goldengate/dirdat/aa

注意：GoldenGate 在检查点文件上使用文件锁定来判断 extract 或 
replicat 进程是否已运行。这通常可以防止在另一个可以访问检查点文件
的 Oracle RAC 节点上再次启动 extract 或 replicat 进程。DBFS 不支持这
种文件锁定方法。将 DBFS 挂载到一个 RAC 节点上可防止从其他节点访
问检查点文件。这样进而防止了在多个节点上同时启动 extract 或 replicat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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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 Extract 后，使用相同的 EXTTRAIL 参数值添加本地 Trail：
 

% ggsci
GGSCI (ggtest.oracle.com) 1> ADD EXTTRAIL
/mnt/dbfs/goldengate/dirdat/aa, EXTRACT ext_db, Megabytes 500

有关如何创建 Extract 的进一步说明，请参见 Oracle GoldenGate 管理指南：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wux_admin_v104.pdf

要在目标数据库的 DBFS 上配置 GoldenGateTrail 文件，执行以下步骤：

1. 确保在源数据库上已创建了 DBFS 目录

2. 设置 EXTTRAIL Replicat 参数，如下所示：

EXTTRAIL /mnt/dbfs/goldengate/dirdat/aa

3. 添加 Replicat 时，使用相同的 EXTTRAIL 参数值：

% ggsci

GGSCI (ggtest.oracle.com) 1> ADD REPLICAT rep_db1, EXTTRAIL
/mnt/dbfs/goldengate/dirdat/aa

不要将 Trail 文件存放到本地文件系统上，因为这么做会在节点出故障时延长
重启时间，从而降低可用性。

第 5 步：在本地文件系统中配置 discard 文件和页面文件

GoldenGate 使用 discard 文件记录所有失败的操作。discard 文件对于 Replicat 非常有用，
有助于解决数据错误问题，如无效列映射。

由于 GoldenGate 只复制提交的事务，捕获组件会将每个事务的操作保存在一个虚拟内存池（称
作缓存）中，直到它收到对该事务的提交或回滚请求。如果该缓存满了，可将事务分页转存
到到磁盘。默认情况下，这些文件存储在 GoldenGate 安装目录的 dirtmp 子目录中。

页面文件不能存储在 DBFS 中，因为它是一个内存映射文件，而 DBFS 目前不支持这种文件
类型。请将 discard 文件和页面文件都保存在数据库服务器本地文件系统的 GoldenGate 安装
目录中。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wux_admin_v1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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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GoldenGate 参考指南中的 CACHEMGR 一节：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wux_ref_v104.pdf

第 6 步： 配置 Extract 和 Replicat 进程自动启动

配置 Extract 和 Replicat 进程，使其在 Manager 进程启动时自动启动。在 Manager 参数文件
中添加以下参数：

AUTOSTART ER *

第 7 步：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

以下过程逐步说明如何让 Oracle Clusterware 启动 GoldenGate、检查 GoldenGate 是否正在
运行，以及停止 GoldenGate。其间将提供一个示例 shell 脚本来执行这些功能，将该应用程
序注册到 Oracle Clusterware，并对 Oracle RAC 节点间的切换和故障切换进行管理。

1. 创建应用程序 VIP

如果源系统不在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上，并且使用 GoldenGate 数据泵将 Trail 文
件数据传输到目标 DBM，就需要一个应用程序 VIP 来确保远程数据泵可与目标 DBM 通信（不
论哪个节点托管 GoldenGate）。

应用程序虚拟 IP 地址 (VIP) 是由 Oracle Clusterware 管理的集群资源。VIP 分配给一个集群
节点，会在节点出现故障时迁移到另一个节点。这样，GoldenGate 数据泵可以继续将数据传
递到新指定的目标节点。

如果 Extract 和 Replicat 运行在同一个 DBM 上并且不使用数据泵，则无需创建应用程序 
VIP。

a) 要创建应用程序 VIP，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令：

$GRID_HOME/bin/appvipcfg create -network=1 \

 -ip=10.1.41.93 \

 -vipname=ggatevip \

 -user=root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wux_ref_v1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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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GRID_HOME 是安装了 Oracle 11g 第 2 版网格基础架构组件的 Oracle 主目
录（例如：/u01/app/grid）。

• network 是您要使用的网络号。对于 Oracle Clusterware 11.2.0.1 版，您可以
使用以下命令查明网络号：
crsctl stat res -p |grep -ie .network -ie subnet |grep -ie name -ie subnet

考虑以下示例输出：
NAME=ora.net1.network 
USR_ORA_SUBNET=10.1.41.0

NAME=ora.net1.network 中的 net1 指示这是网络 1，第二行指示将在其上创建 VIP 的子网。

ࢰ  ip 是您的系统管理员为这个新应用程序 VIP 提供的 IP 地址。该 IP 地址必须
在上面确定的子网范围内。

ࢰ  Ggatevip 是您将要创建的应用程序 VIP 的名称。

b) 运行以下命令，授予 Oracle 数据库安装所有者启动该 VIP 的权限：

$GRID_HOME/bin/crsctl setperm resource ggatevip -u user:oracle:r-x

c) 以 Oracle 数据库安装所有者的身份，启动该 VIP 资源：

$GRID_HOME/bin/crsctl start resource ggatevip

d) 要验证 VIP 是否正在运行以及运行在哪个节点上，执行以下命令：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ggatevip

有关如何创建应用程序 VIP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Clusterware 文档：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rac.112/e10717/crschp.htm#BGBHIBEE

2. 创建代理脚本

Oracle Clusterware 通过一个被称作代理的实体运行资源相关的命令。该代理脚本：

• 必须能够接受五个参数值：start、stop、check、clean 和 abort。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rac.112/e10717/crschp.htm%23BGBHI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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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保存在所有节点的同一位置中。在本例中，该脚本保存在 Grid Infrastructure 的 
($GRID_HOME) ORACLE_HOME/crs/script 目录中。

• 必须为 Oracle 用户所拥有并具有执行权限。

• 必须能够在集群中每个节点上的相同位置进行访问。

参见附录，其中给出了一个代理脚本示例，该脚本在系统启动 / 故障切换时挂载 / 卸载 DBFS 
文件系统，并且启动 / 停止 GoldenGate Manager、Extract 和 Replicat 进程。

3. 在 Oracle Clusterware 中注册一个资源

使用 crsctl 实用程序将 Oracle GoldenGate 作为一个资源注册到 Oracle Clusterware 中。

使用 DBFS 保存 GoldenGate Trail 文件和检查点文件时，DBFS 数据库中有一个启动相关项。
建议将 DBFS 实例作为新的 Clusterware 资源的启动相关项包括进来。

以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用户身份（本示例中为 oracle）执行以下命令：

$GRID_HOME/bin/crsctl add resource ggateapp_ext \
 -type cluster_resource \
 -attr
"ACTION_SCRIPT=/u01/app/11.2.0/grid/crs/script/11gr2_gg_action.scr, CHECK_INTERVAL=30, START_
DEPENDENCIES='hard(ggappvip,ora.dbfs.db) pullup(ggappvip)' STOP_DEPENDENCIES=’hard(ggappvip)’ 
SCRIPT_TIMEOUT=300"

如果不使用 VIP：

$GRID_HOME/bin/crsctl add resource ggateapp_ext \
 -type cluster_resource \
 -attr
"ACTION_SCRIPT=/u01/app/11.2.0/grid/crs/script/11gr2_gg_action.scr, CHECK_INTERVAL=30, START_
DEPENDENCIES='hard(ora.dbfs.db)' SCRIPT_TIMEOUT=300"

要确定该启动相关项的 DBFS 资源的名称：

crsctl status resource | grep -i dbfs

本白皮书假定使用一个 Sun Oracle Database Machine 作为源 (Extract) 主机或者目标 
(Replicat) 主机。如将这个 DBM 分成不同的集群以使源和目标运行在同一个 DBM 上，您需
要确保 Extract 和 Replicat 的运行分别局限于指定的集群节点上：

$GRID_HOME/bin/crsctl add resource ggateapp_ext \
 -type cluster_resource \
 -attr
"ACTION_SCRIPT=/u01/app/11.2.0/grid/crs/script/11gr2_gg_action.scr, CHECK_INTERVAL=30, START_
DEPENDENCIES='hard(ora.dbf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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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ING_MEMBERS=’testbox03 testbox04’ PLACEMENT=’restricted’
SCRIPT_TIMEOUT=300"

如果使用应用程序 VIP，请确保添加相应的启动和停止相关项。

有关 crsctl add resource 命令及其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rac.112/e10717/toc.htm 上的 
Oracle Clusterware 管理和部署指南

4. 启动资源

添加该资源后，您应该始终使用 Oracle Clusterware 来启动 Oracle GoldenGate。以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用户身份 (oracle) 登录，执行以下命令：

$GRID_HOME/bin/crsctl start resource ggateapp_ext

要检查该应用程序的状态，输入以下命令：

$GRID_HOME/bin/crsctl status resource ggateapp_ext

例如：

[oracle@testbox04]$ crsctl status resource ggateapp_ext
NAME=ggateapp_ext  
TYPE=cluster_resource TARGET=ONLINE
STATE=ONLINE on testbox04

5. 管理应用程序

要将 Oracle GoldenGate 重定位到另一个集群节点上，使用带 force 选项的“$GRID_HOME/
bin/crsctl relocate resource”API。可以在集群中任何节点上以 Grid Infrastructure 用户身份 
(oracle) 运行此命令。

例如：

[oracle@testbox04]$ crsctl relocate resource ggateapp_ext -f
CRS-2673:Attempting to stop 'ggateapp_ext' on 'testbox04' 
CRS-2677:Stop of 'ggateapp_ext' on 'testbox04' succeeded
CRS-2672:Attempting to start 'ggateapp_ext' on 'testbox03' 
CRS-2676:Start of 'ggateapp_ext' on 'testbox03' succeeded

要停止 Oracle GoldenGate 资源，输入以下命令：

$GRID_HOME/bin/crsctl stop resource ggateapp_ext

6. CRS 清理

要从 Oracle Clusterware 管理中删除 Oracle GoldenGate，执行下列任务：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rac.112/e10717/toc.htm
http://www.oracle.com/pls/db112/lookup?id=CW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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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停止 Oracle GoldenGate（以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oracle) 登录）：

$GRID_HOME/bin/crsctl stop resource ggateapp_ext

b) 以 root 用户身份删除应用程序 ggateapp：

$GRID_HOME/bin/crsctl delete resource ggateapp_ext

c) 如果不再需要，删除代理操作脚本：11gr2_gg_action.scr。

这不会删除 GoldenGate 和 DBFS 配置。

注意：对于出现故障后可能会在其上运行这些进程的所有节点，请确保 GoldenGate 安装在这
些节点的同一目录中。同时确保所有节点上的 Manager、Extract 和 Replicat 参数文件都是最
新的。

Oracle RAC 上的部署建议

在 Oracle RAC 环境中配置 GoldenGate 时，请采纳以下建议：

• 确保 Oracle RAC 配置所涉及的所有数据库节点上都有 DBFS 数据库实例。 
 
采取此措施可在节点出现故障后 GoldenGate 重启时提供对 GoldenGate 的访问。

• 确保 DBFS 文件系统可挂载到 Oracle RAC 配置中的所有数据库节点上。 
 
为防止 Extract 或 Replicat 进程同时在多个节点上启动，只在运行 GoldenGate 的节点上
挂载该文件系统。在所有节点上使用相同的挂载点名称以确保无缝的故障切换。

附录：代理脚本示例

下面是一个代理脚本示例，该脚本在系统启动 / 故障切换时挂载 / 卸载 DBFS 文件系统，并且
启动 / 停止 GoldenGate Manager、Extract 和 Replicat 进程。该代理脚本接受以下参数值：
start、stop、check、clean 和 abort。

#!/bin/bash
#11gr2_gg_action.scr

# Edit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export ORACLE_HOME=/u01/app/oracle/product/11.2.0/streams_db  
export ORACLE_SID=RACA1
GGS_HOME=/home/oracle/goldengate/v10_4_0_24_002

# Edit this to indicate the DBFS mount point
DBFS_MOUNT_POINT=/mnt/db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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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 this to indicate the file system mounted in the DBFS mount point
DBFS_FILE_SYSTEM=/mnt/dbfs/goldengate

export PATH=$ORACLE_HOME/bin:$PATH
export TNS_ADMIN=$ORACLE_HOME/network/admin

#Include the GoldenGate home in the library path to start GGSCI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GGS_HOME}

# Edit for correct Extract name if running this script on the source:EXTRACT=EXT_1A

# OR edit for current Replicat names if running script on the target:REPLICAT=REP

#specify delay after start before checking for successful start start_delay_secs=5

#check_process validates that Manager/Extract/Replicat process is running at PID
#that GoldenGate specifies. check_process () { PROCESS=$1

 if [ ${PROCESS} = mgr ]
 then
  PFILE=MGR.pcm
 elif [ ${PROCESS} = ext ]
 then
  PFILE=${EXTRACT}.pce 
 else
  PFILE=${REPLICAT}*.cpr 
 fi

 if ( [ -f "${GGS_HOME}/dirpcs/${PFILE}" ] )
 then
  pid=`cut -f8 "${GGS_HOME}/dirpcs/${PFILE}"`
  if [ ${pid} = `ps -e |grep ${pid} |grep ${PROCESS} |cut -d " " -f2` ]
  then
   #process is running on the PID <96> exit success 
   exit 0
  else
   if [ ${pid} = `ps -e |grep ${pid} |grep ${PROCESS} |cut -d " " -f1`
 ]
   then
    #process is running on the PID <96> exit success 
    exit 0
   else
    #process is not running on the PID
    exit 1
   fi 
  fi
 else
  #process is not running because there is no PID file 
  ex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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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

#call_ggsci is a generic routine that executes a ggsci command
call_ggsci () {

ggsci_command=$1
 ggsci_output=`${GGS_HOME}/ggsci << EOF
 ${ggsci_command}
 exit
 EOF`

}

#mount_dbfs will mount the DBFS file system if it has not yet been mounted
mount_dbfs () {
 if ( [ !-d ${DBFS_FILE_SYSTEM} ] )
 then
  #this assumes the DBFS mount point was added to fstab
  #will not mount automatically upon reboot because fuse does not
  #support this; use Oracle wallet for automatic DBFS database login mount ${DBFS_MOUNT_ 
  POINT}
 fi
}

#unmount_dbfs will unmount the DBFS file system 
unmount_dbfs () {
 if ( [ -d ${DBFS_FILE_SYSTEM} ] )
 then
  fusermount -u ${DBFS_MOUNT_POINT}
 fi
}

case $1 in
'start')

 #mount the DBFS file system if it is not yet mounted 
 mount_dbfs

 #start Manager
 call_ggsci 'start manager'

 #there is a small delay between issuing the start manager command
 #and the process being spawned on the OS <96> wait before checking 
 sleep ${start_delay_secs}

 #start Extract or Replicats 
 call_ggsci 'start er *'

 #check whether Manager is running and exit accordingly 
 check_process mgr

 #Check whether Extract is running
 check_process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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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attempt a clean stop for all non-manager processes 
call_ggsci 'stop er *'

#ensure everything is stopped 
call_ggsci 'stop er *!'

#stop Manager without (y/n) confirmation 
call_ggsci 'stop manager!'

#unmount DBFS
unmount_dbfs

#exit success 
exit 0
;;

'check')

check_process mgr 
check_process ext 
check_process rep

;;

'clean')

#attempt a clean stop for all non-manager processes 
call_ggsci 'stop er *'

#ensure everything is stopped 
call_ggsci 'stop er *!'

#in case there are lingering processes 
call_gsci 'kill er *'

#stop Manager without (y/n) confirmation 
call_ggsci 'stop manager!'

#unmount DBFS
unmount_dbfs

#exit success  
exit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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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rt')

#ensure everything is stopped 
call_ggsci 'stop er *!'

#in case there are lingering processes 
call_gsci 'kill er *'

#stop Manager without (y/n) confirmation
call_ggsci 'stop manager!'

#unmount DBFS
unmount_dbfs

#exit success  
exit 0
;;

esac

参考资料

• Oracle GoldenGate 管理指南 10.4 版

• Oracle GoldenGate Oracle 安装与配置指南 10.4 版

• Oracle GoldenGate 参考指南 10.4 版

• Oracle 数据库 SecureFiles 和大型对象开发人员指南 (DBFS)

• Oracle Clusterware 管理和部署指南

• Oracle 最高可用性体系结构网站 
http://www.otn.oracle.com/goto/maa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wux_admin_v104.pdf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ora_inst_v104.pdf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5881_01/doc.104/gg_wux_ref_v104.pdf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appdev.112/e10645.pdf
http://download.oracle.com/docs/cd/E11882_01/rac.112/e10717.pdf
http://www.otn.oracle.com/goto/m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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