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产品介绍

ORACLE COHERENCE 12.1.2
主要特性和优势

Oracle Coherence 是一个内存数据网格解决方案，它通过提供对频
ORACLE COHERENCE 是一流的
内存数据网格。

繁使用数据的快速访问，帮助企业以可预见的方式扩展任务关键
型应用程序。随着数据量及客户期望在“物联网”、社交、移

主要特性
• 按需分配容量
• 真正的线性可伸缩性
• 容错的分区数据缓存和处理
• 并行网格级代理、数据处理和计算

动、云和随时连接设备的驱动下不断增长，实时处理更多数据、
分流超负荷的共享数据服务和提供可用性保证，这些需求也在不
断增长。

• 并行查询、Coherence 查询语

言、缓存索引和解释计划
• 实时连续查询
• 直读、直写和后写缓存
• 自动、动态和透明的分区和复制

数据管理
• 可配置的客户端临近缓存

Oracle Coherence 具有一组丰富的处理和事件功能，以便应用程序

可以根据增加的数据量扩展处理能力。通过自动、动态地对数据
进行分区，Oracle Coherence 可确保持续的数据可用性和事务完整
性，即使在服务器出现故障时依然如此。

• 受管 Coherence 服务器
• LiveEvents 服务器端编程模型
• GoldenGate HotCache
• 弹性数据
• 全面的安全特性

Oracle Coherenc 为组织提供了一个强健的、可横向扩展的数据抽

象层，用于平衡应用程序与数据源之间的数据供应和需求，从而
经济高效地分流共享数据服务。

• 事务管理
• 开发人员可使用的免费 Eclipse

插件
• 集群式 Java 管理扩展 (JMX)
• Oracle TopLink、Hibernate 和

Java Persistence API (JPA) 支持
• Coherence*Web — Java EE

Http 会话管理提供程序
•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的会

话提供程序

Oracle Coherence 12c 简介
Oracle Coherence 12c 旨在提高性能效率和管理效率，同时允许您扩展应用程序以
满足移动和云计算对您的基础架构的不断增高的要求。
Coherence Live Events — 通过使用始终准确的实时数据增强应用程序的性能，保
持丰富、无滞后的客户体验。
GoldenGate HotCache — 保持数据库和 Coherence 缓存数据同步，这样绝不会从
过时的缓存向应用程序提供“陈旧数据”。
受管 Coherence 服务器 — 与 Oracle WebLogic 无缝集成，提供受管的模板化环境
以实现动态伸缩。利用 WebLogic Management Framework 简化集群生命周期管
理，并提供了一个单一环境来同时管理 WebLogic 和 Coherence 实例。
支持高可用性的增强的部署选择 — 可以对多个机架或数据中心之间的 Coherence
集群进行配置，使它们容许失去多个计算机、机架或站点，同时又能提供持续的
可用性。 此外，客户还可以通过配置异步备份来用一致性换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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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Exalogic 上的 Coherence — 通过利用 Oracle Exalogic 获得集成式系统的成
优势

本和性能优势，从而简化运营。

• 快速可靠地访问应用程序数据
• 分流共享数据服务
• 能够进行内存中数据分析和事

件处理
• 与 Oracle 融合中间件产品原生

集成
• 自动检测和纠正服务中断
• 针对 Oracle 集成式系统

ExaLogic 进行了优化
• 跨内存和基于磁盘的设备无缝

管理数据

Oracle Coherence 的优势
性能 — Oracle Coherence 通过实时缓存和处理数据，解决了延迟问题并显著提升
了性能。内存中性能可减轻瓶颈效应并减少数据争用，从而提高应用程序的响应
能力。 此外，并行查询和计算还提高了实时计算的性能和可伸缩性。
可靠性 — Oracle Coherence 建立在可提供数据可靠性和一致性的容错网之上。通
过 Oracle Coherence 对数据容错和持续运行的支持，组织可以满足关键任务环境
中的数据可用性要求。数据网格的可靠性将应用程序弥补服务器和网络故障的需
求降至最低，从而简化了开发和部署流程。

• 内置客户端连接负载平衡
• 简化大型环境的配置

可伸缩性 — 通过 Oracle Coherence，应用程序可以线性、动态地伸缩，从而可预
测成本并提高资源利用率（网格的处理能力随数据容量线性伸缩）。它为众多应
用程序提供了一种增加共享数据源的有效容量的简便方法。Oracle Coherence 可处

相关产品

Oracle Coherence 能够针对集群
应用程序和应用服务器实现内存

理不断增长的应用程序负载，而没有数据丢失或服务中断的风险。
灾难恢复 — Coherence 具有复制数据和维持事务完整性的能力，因此可以作为灾

中数据管理。Coherence 使集群

难恢复的极好工具。在整个企业和跨不同地理位置维护的 Coherence 集群构成了

中数据的共享和管理像在单个服

组织数据的一个自动“备份存储”。各个计算机、机架和数据中心均可灵活备份，

务器上操作那样简单。

确保为客户提供可用性。

相关产品

为了实现应用程序云基础，
Oracle 将主要的行业领先技术整
合在一起：
• Oracle WebLogic Suite
• Oracle WebLogic Server
•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 Oracle Exalogic 中间件云服务器
• Java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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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oherence 的作用
缓存 — 应用程序在数据网格中缓存数据，避免了成本高昂的后端数据源请求。
共享数据缓存提供单一、一致的缓存数据视图。从缓存读取数据比查询后端数据
源速度快，而且可通过应用程序层轻而易举地扩展。
分析 — 利用数据网格的大规模并行功能，应用程序可在内存中查询和分析数
据。Oracle Coherence 提供对数据搜索、聚合和排序的现成支持，还提供对自定义
分析函数的支持。它在整个数据网格中并行执行操作，从而确保服务器故障或速
度下降不会影响计算结果。
事务 — 应用程序在数据网格内管理内存中事务数据。Oracle Coherence 兼具无与
伦比的可伸缩性和性能，因而成为处理极限事务处理负载的最佳选择。其同类最
佳的内存中复制和可靠的数据一致性意味着它适合管理内存中事务，直至这些事
务被永久保存到外部数据源进行存档和报告。
事件 — 应用程序可实时响应整个数据网格中的数据更改。每个事务可能会触发
许多事件，每个事件可能需要在几毫秒内得到处理。Oracle Coherence 提供了可应
对较高事件发生率的事件处理技术，包括服务器端流处理和交互技术，如用于实
时桌面应用程序的“连续查询”。

Oracle Coherence 融合中间件集成
越来越多的 Oracle 融合中间件产品提供与 Oracle Coherence 的现成原生集成，以
便能够提供可线性伸缩、容错的内存中数据管理。这种集成包括 Oracle WebLogic
Server、Oracle PeopleSoft、Oracle Event Processing (OEP)、Oracle SOA Suite、
Oracle Service Bus 和 Oracle ATG。
Coherence 的管理功能获得了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的支持，后者支持所有
Oracle 融合中间件管理。用户无需学习新的管理工具，并且因为只需观察“单一管
理界面”而提高了效率。
Oracle Coherence 跨平台客户端连通性
Oracle Coherence 通过 Oracle Coherence 客户端套件和 REST 支持将数据网格功能扩
展至在数据中心内部或外部托管的各种应用程序。Coherence 通过与 Java、C++
和 .NET 数据类型（包括自定义的应用程序用户类型）之间透明的数据转换来为
Java、C++ 和 NET 提供原生客户端，从而支持实时访问 Java 和跨平台的应用程序。
当前的 Oracle Coherence 客户端套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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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客户端 — 无状态的数据网格客户端，可随处使用。可与所有
Coherence 服务器版本配合使用。

•

实时客户端 — 有状态的数据网格客户端，配置为 Extend/TCP 客户端 —
实时桌面客户端。只能与 Coherence 网格版配合使用。

•

配置为计算客户端的实时客户端 — 服务器级客户端，提供关键的可管
理性、监视、服务质量和性能能力。只能与 Coherence 网格版配合使
用，且仅在 Java 环境中受支持。

Oracle Coherence 应用服务器集成
Oracle Coherence 提供了与领先应用服务器技术的大量集成点，这样，无
需任何代码更改即可为您的应用程序提供数据网格功能。
Coherence*Web 是一个 HTTP 会话管理模块，专用于管理集群环境中的会话状
态，可以为内存中会话管理和存储提供 Oracle Coherence 的数据可伸缩性、可用
性、可靠性和性能。Coherence*Web 支持 WebLogic Server、Glassfish 和所有其他
主流应用服务器。
Oracle Coherence 版本
Oracle Coherence 提供三个不同的 版本：标准版、企业版和网格版。
标准版主要侧重于分布式缓存使用，为数据客户端提供无限制的访问。
企业版提供标准版的所有特性，并借助受管 Coherence 服务器特性（该特性利用
WebLogic Management Framework）增加了应用程序生命周期支持（打包、部署、
监视和管理）。此外，该版本还包含许多数据管理特性，如并行查询、并行处理、
WorkManager 和事务支持。
网格版提供企业版的所有特性，并增加了 WAN 网络、GoldenGate HotCache 以
及 .Net 和 C++ 有状态实时客户端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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