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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Tuning Pack 是 Oracle Database 11g 的附加管理包，它提供一个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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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效和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可自动完成整个应用程序调优过程。

主要特性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Cloud Control 12c 中无缝集成的实时监视和 SQL



实时 SQL 监视



SQL 调优



自动 SQL 调优



模式设计



对象重新组织

主要优势
 针对应用程序和 SQL 调优的全面解决方

案，避免了人工调优。
 提供 SQL 语句的自动调优。

顾问程序可用于增强 SQL 性能，它们共同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自动
执行复杂且耗时的应用程序调优任务。
应用程序性能调优
对于数据库管理员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而言，应用程序调优是至关重要的领域，他们将花
费大量时间执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功能。 未进行充分调优的业务应用程序不仅可能会对一
些用户带来影响，而且还会影响整个业务运营，为此，各个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来确保
对公司业务至关重要的应用程序能够顺畅运行。

 增强系统性能与可靠性并显著降低管理

成本。

实时 SQL 监视
SQL 调优中第一步是识别占用过多系统资源的不佳 SQL。过去，DBA 始终受困于在真
实生产环境中长时间运行的 SQL，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一种工具可用来判断长时间运行
的查询是还需要一会儿才能完成，还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完成的失控查询。Oracle
Database 11g 中引入的 SQL 实时监视，可以快速轻松地识别并修复由长时间运行的

Oracle Tuning Pack 11g 与以下

SQL 语句带来的性能问题。 可视化实时显示使用新的细粒度 SQL 统计来跟踪 SQL 执

Oracle 产品一起使用能提供最

行的详情，这种统计会自动更新，并且不会对生产系统的性能造成任何影响。

大优势：

默认情况下，当 SQL 语句并行运行或在单个执行中耗用至少 5 秒 CPU 或 I/O 时间时，
会自动启动 SQL 监视。监视启动后，即在性能视图中添加一个条目。此条目通过跟踪

相关产品
 Oracle Diagnostics Pack
 Oracle Database Lifecycle

Management Pack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Testing

每步执行的行源信息来收集关键性能量度，其中包括所用时间、CPU 时间、读取和写入
量、I/O 等待时间以及其他各种等待时间。这可以使 DBA 决定让查询完成还是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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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实时 SQL 监视

现在，DBA 可以使用强大的工具跟踪复杂的执行计划、识别不佳的索引机制和识别并
行查询偏差 — 所有这些都是实时进行。

SQL 调优
手动 SQL 调优的过程复杂，其中存在着诸多挑战。 它需要数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十分耗
时，而且还要求熟练掌握应用程序的模式结构和数据使用模式。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手动
SQL 调优成为一项富于挑战和资源密集型任务，最终给公司带来极高的成本。
SQL Tuning Advisor 是 Oracle 用来应对手动 SQL 调优所有不足和挑战的措施。它通
过全面探求调优 SQL 语句的一切可能方式，使 SQL 调优过程实现自动化。分析和调
优均通过数据库引擎的显著增强的查询优化器来执行。SQL Tuning Advisor 执行以下
六种分析：



统计分析：该分析过程会识别出统计信息陈旧或缺失的对象，并给出补救此问题的适
当建议。



SQL 配置文件生成：Oracle Database 10g 中引入的这一特性改革了 SQL 调优的方法。
无需更改任何应用程序代码，SQL 配置文件即可调优 SQL 语句。



访问路径分析：在此分析中，可识别并推荐能够显著增强查询性能的新索引。



SQL 结构分析：在此检查隐式数据类型转换并建议修改 SQL 构造。



并行度：SQL Tuning Advisor 评估在执行的某个阶段采用并行从属进程能否达到更佳
的运行速度。



备用计划：在此分析中，SQL Tuning Advisor 使用实时和历史性能数据确定替代执行
计划。

分析以建议的形式输出，并附有各项建议的依据及其预期的性能改进。
SQL Tuning Advisor 为执行 SQL 调优提供功能强大而直观的用户友好的方法。 SQL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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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调优不再是必须由专家才能解决的领域。Oracle 已在数据库引擎内构建了调优专家，
可让数据库管理员花费较短的时间执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功能，节省了手动执行相同任务
所需的成本。

自动 SQL 调优
SQL Tuning Advisor 还能以自动模式运行。在此模式下，SQL Tuning Advisor 在系统维
护时段内作为维护任务自动运行。每次运行时，SQL Tuning Advisor 会选择系统中高负
载的 SQL 查询并就如何对这些查询进行调优给出建议。

图 2：自动 SQL 调优运行结果汇总

该自动 SQL Tuning Advisor 可配置为自动执行 SQL 配置文件建议。 如果启动自动执行，
SQL Tuning Advisor 只会针对那些能将性能提高至少三倍的 SQL 语句创建 SQL 配置文
件。 新建索引、刷新优化程序统计信息或重构 SQL 等其他类型的建议只能通过手动方
式执行。 并未考虑通过自动 SQL Tuning Advisor 来调优 DML 语句。
您可以查看指定时间段内自动 SQL 调优的结果汇总，也可以查看对所有处理过的 SQL
语句提出的建议的详细报告。 然后可通过手动流程有选择地实施建议。还可以查看自动
实施的建议。

模式设计
数据库模式设计可以给整体应用性能带来很大的影响。SQL Access Advisor 提供有关如
何优化模式设计的全面建议，以实现最佳应用程序性能。 SQL Access Advisor 与 SQL
Tuning Advisor 共同为调优数据库应用程序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SQL Access Advisor 接
受来自游标缓存、自动负载信息库 (AWR) 和用户定义的任何负载等所有可能的相关源的
输入，甚至可在某个模式中含有维度或主键/外键关系时，生成假设性负载。它全面分析
整个负载并提供建议以创建新分区或索引、删除所有未使用的索引、创建新物化视图以
及物化视图日志。 确定特定负载的最佳分区或索引策略是一个需要专业知识与时间的复
杂过程。 SQL Access Advisor 除了考虑负载查询的开销，还要考虑插入/更新/删除操作
的开销，并给出适当的建议，同时还附有预期性能提高的可量化度量以及实施建议所需
的脚本。 SQL Access Advisor 揭开了访问结构设计过程的神秘面纱。SQL Access Advisor
使这一非常重要的功能实现了自动化，从而不必再使用易于出错的、冗长且昂贵的手动
调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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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重新组织
Oracle Tuning Pack 还具有重新组织对象的功能。通过删除废弃空间来有效管理表空间的
空间使用，这不仅是良好的空间管理实践，而且还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磁盘 I/O 来增
强性能。重新组织适用于以下情况：1) 重建分散的索引和表；2) 将对象重新分配给另一
个表空间；3) 使用优化的存储属性重新创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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