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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MANAGEMENT PACK FOR NON
ORACLE MIDDLEWARE
管理异构中间件环境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是 Oracle 集成式企业 IT 管理产品线，它提供业界

主要特性

首个全面的云生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利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的业

 洞察异构中间件体系的可用性和性能

务驱动型 IT 管理功能，您可以快速配置、管理和支持从应用程序到磁盘的企业

 管理和监视服务级别
 业务驱动的事务管理
 深度 JVM 诊断

主要优势
 实时生产诊断，诊断开销微不足道
 洞察跨层问题

云和传统 Oracle IT环境。Enterprise Manager 让客户能够：从业务角度实施
管理（包括对 Oracle 融合管理软件的管理）从而让传统应用程序和云应用
程序达到最佳服务级别；通过针对 Oracle 体系和集成系统的最佳智能管理
解决方案让 IT 管理投资实现最大投资回报；通过 Oracle 知识库与每个客户
环境的实时集成获得无与伦比的客户支持体验。

 业务驱动的端到端事务监视
 主动系统监视与警报
 使用历史性能视图进行趋势分析
 跟踪历史配置更改
 分析配置偏差

非 Oracle 中间件管理
Oracle Management Pack for Non Oracle Middleware 是用于监视在应用服务器环境中运行的
Java 应用程序的最全面的管理包。 从提供现成高级 JMX 量度的向导驱动型发现功能，到
Java 虚拟机深度诊断，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采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的运营团队来说
均是唾手可得。 凭借根本原因分析以及高级监视信息板（提供对中间件体系中所有各层
的洞察），最终可提高从前端请求到后端数据库调用整个体系的投资回报。

相关产品
Oracle Management Pack for Non
Oracle Middleware 在与下列 Oracle
产品结合使用时可带来最大优势
 Oracle W ebLogic Server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

发现和监视
对包括集群和其他应用程序组件在内的应用服务器环境的向导驱动型发现功能可以立竿
见影地带来以下的优势：


监视可用性、性能、负载和使用量度



利用应用服务器实体的统一建模将多个当作一个进行监视



通过 JMX 或 Web 服务提供可扩展的应用程序量度监视



使用量度阈值、事件、通知和纠正措施实现强健的事件监视

 Oracle SOA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
 Oracle Management Pack for

WebCenter
 Oracle Management Pack for Oracle

Coherence
 Oracle Real User Experience Insight

借助 Oracle Management Pack for Non Oracle Middleware，IT 组织能够让自己的业务服务
实现高可用性、高性能和更高的服务级别。该管理包主动监视和报告服务（包含各种最终
用户业务功能）的可用性和性能。

Java 虚拟机实时生产诊断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包含 Java 虚拟机诊断功能，该功能提供对所有主要 Java 应用服
务器平台的深度分析。一旦通过一种简单的部署机制（这种机制甚至不需要重新启动目
标）进行了配置，该功能就能立即提供对 CPU、I/O、垃圾回收、堆内存和线程的实时和
历史性分析。该功能以极低的开销提供 24x7 全天候监视。可对关键量度如 CPU、I/O、
内存使用（即比较堆快照以发现内存泄露）和线程等待（数据库、文件、网络和锁等待状
态）设置阈值，从而支持事件驱动的通知。另外，管理员能够跟踪一个或多个活动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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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看一段时间以来的堆栈变化。跟踪详细信息将指示每个方法在等待资源方面的时间花
费情况。
例如，在应用程序管理员和数据库管理员之间往往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冲突就在于，区分
问题是出自数据库层还是应用服务器层。利用 Java 虚拟机诊断功能，管理员可以将特定虚
拟机或虚拟机池中的请求活动追溯至对应的数据库会话活动，反之亦然（只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轻松识别出正在引发性能问题的 SQL 调用并将这些调用与底层会
话相关联。另一方面，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查看所有数据库会话，识别出与性能问题有关的
会话，然后将该会话追溯至 Java 线程，这样他们就可以迅速确定生产和测试环境中的问题
所在。

图 1. Java 虚拟机深度诊断

系统和服务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通过提供系统和服务管理让管理员可以从端到端轻松监视其整个
基础架构。 系统的创建可能是为了提供由多层中间件、数据库和（每层运行于其上的）
主机组成的某种组合应用。 而通过单个信息板就可以监视这样的系统，提供对系统运行
状况的全面洞察。
利用从远程用户位置执行的服务测试或复合事务，企业可从最终用户的角度出发监视服
务，从而为管理员提供有关应用程序运行状况及其与底层 IT 基础架构的关系的全局概
况。 此外，该管理包可评估任何服务问题或服务失败对业务的影响，还可指示是否已达
到服务级别目标。

业务事务管理
Oracle Business Transaction Management (BTM)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对企业内跨层事务进行
跟踪和报告的轻量级工具。通过跟踪跨越多层的事务，管理员可以找到基础架构中的问
题所在。 由于监视功能能够感知消息的有效载荷，可以利用消息有效载荷来报告各个方
面（如特定的一组最终用户或者部门或者只与通过特定服务运送的商店购货相关的事务）
的信息，因此管理员不仅能够发现事务瓶颈，还能发现其环境中与关键应用程序的事务
流有关的业务异常情况。最终由于从端到端改善了事务运行状况而提高了总体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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