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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LOGIC SERVER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
全面的 WEBLOGIC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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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MENT 管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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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特性

的业务驱动型 IT 管理功能，您可以快速配置、管理和支持从应用程序到

 集中管理多个域
 获取深度 JVM 诊断信息
 跨多层环境跟踪事务
 自动识别 Java 组件与 Web 服务之间

的相关性
 执行重要的管理操作

磁盘的企业云和传统 Oracle IT 环境。Enterprise Manager 让客户能够通过
从业务角度实施管理而让传统应用程序和云应用程序达到最佳服务级
别，从而通过针对 Oracle 体系和工程化系统的最佳智能管理解决方案实
现最大的 IT 管理投资回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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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检测配置更改并跟踪历史记录
 供应、克隆或横向扩展域

性能管理

 对域应用补丁

WebLogic Server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提供了独特的功能，可自动检测性能瓶颈、

 执行灾难恢复操作

快速诊断这些性能问题并识别问题根源，从而大幅提高服务器和应用程序的性能。

主要优点
 提高 Java 应用程序和 Web 服务的性能
和可用性

该管理包主要包括以下应用程序性能管理特性：


（假定 Coherence 运行于 WebLogic 之上；否则需要单独许可）

 避免停机并缩短端到端响应时间，从

而提高服务质量



即时监视中间件可用性和性能；跟踪这些数据的历史记录、关联各个日志文
件的消息以及接收有关潜在问题的通知

 让易于出错的手动生命周期管理操作

自动化执行，从而降低成本

集中管理多个融合中间件群、WebLogic 域、GlassFish 域和 Oracle Coherence



通过业务应用程序管理，在单一管理界面上从业务角度监视应用程序，该业
务应用管理将实际最终用户体验 KPI 与业务事务中的数据、服务级别协议和
支持的基础架构集成在一起



通过路由拓扑查看器和组合应用程序信息板，跨层识别可用性和性能问题的
潜在影响



获取深度 JVM 诊断的实时和历史信息，包括垃圾回收、线程和堆分析，同
时不会带来插装开销



跨容器跟踪事务并跟踪到数据库，反之亦然



自动发现 Java 组件、框架和 Web 服务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中间件诊断顾问程序缩短问题解决时间，该顾问程序可结合最相关的配
置参数提供“根源”结果并针对各结果提供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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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度 JVM 诊断

服务级别管理
WebLogic Server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可帮助 IT 组织提高业务服务的可用性、性能
和服务级别。该管理包主要包括以下服务级别管理特性：


使用在远程用户位置执行的服务测试或复合事务，从最终用户的角度监视服务



评估任何服务问题或服务失败的业务影响，了解是否达到服务级别目标

管理
通过 WebLogic Server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可以直接从 Cloud Control 控制台进行
常规管理操作，以往，这些操作要通过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Fusion Middleware
Control 控制台或 WebLogic Server 管理控制台来进行。因此，可使用一个控制台集中
管理多个域，而管理员只需一次性指定域凭证并将其存储为首选凭证，即可避免今后
重复输入的麻烦。该管理包主要包括以下管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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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更改之前，通过 Change Center（更改中心）锁定域配置



查看和编辑域、集群、服务器、服务器模板和机器配置的设置



创建、编辑、删除和测试 JDBC 数据源



通过系统 MBean 浏览器查看、配置和使用 MBean



将配置操作记录为一系列 WLST 命令



配置日志文件设置（如位置、格式、日志级别、循环策略）



审计 Enterprise Manager 管理员执行的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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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锁定配置，然后对受管服务器做出更改

生命周期管理
WebLogic Server Management Pack 企业版为中间件软件及其底层硬件提供了全面的生
命周期管理功能，可帮助客户实现最大的 IT 资产价值、提高 IT 服务质量、降低 IT 管
理成本并满足 IT 合规性要求。该管理包主要包括以下配置管理特性：


自动发现配置项



实时检测配置更改并跟踪更改历史记录



比较配置，以减少“配置偏差”现象，若检测到非预计的差异，则同步配置
令其一样



将实时和历史配置更改与性能指标相关联



确保遵循特有的业务策略，除 Sarbanes-Oxley (SOX) 和 Payment Card Industry
(PCI) 等标准以外还包括以前的 BEA Guardian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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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用户定义的 WebLogic Server 配置属性搜索

该管理包可以自动执行易于出错的常见手动操作，从而让管理员能够专注于更具战略
性的活动。该管理包主要包括以下有关修补和供应的特性：


通过与 My Oracle Support 集成，接收 WebLogic Server 自动补丁建议



搜索并下载补丁集更新、重要补丁更新和一次性补丁，将其应用到一个或多
个域的受管服务器



从存储在软件库的安装介质供应域和/或中间件主目录



从现有安装或软件库克隆域和/或中间件主目录



纵向或横向扩展现有域（例如，将一个双节点 WebLogic 集群扩展至四节点）



在一个或多个域中部署、取消部署或重新部署 Java EE 应用程序



对支持 Java EE 应用程序的系统执行灾难恢复操作（例如，在主站点出现故
障时切换至备用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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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在多个域中应用补丁集更新的部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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