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日志分析云服务
应用和基础架构的日志探索和机器学习

如今，最终用户对性能缓慢和停机问题持零容忍态度。用户不满越来越直接影
响到企业的利润，不仅会造成生产力丧失，甚至还会导致无人问津。一旦发生
问题，您不仅需要实时洞察问题，尽快解决问题；还要有防患于未然的洞察
力，检测并防止潜在问题的发生。

然而，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我们处于一个不断扩张与蔓延的环境中，异构
本地环境、公有云和私有云，以及移动平台均囊括于此，这使得我们对问题的
解决和预防也比以往更加复杂。然而，缩短开发周期以及开发灵活、弹性的应
用只能使问题复杂化。所有这些系统都会产生日志和指标等大量的机器生成的
探索

数据，这些数据对确定事件信息、查清问题根源等价值非凡。然而数据多种多

探索与具体应用问题相关的
日志

样、数据量庞大，难以大规模地有效发挥其价值。

学习

Oracle 日志分析云服务，是 Oracle 管理云服务系列中的一款云服务，目前您

机器学习利于高效分析日志数据

可利用它来充分发挥机器数据未被挖掘的价值，获取实时的运营洞察，并加速
排除故障。它是一款轻触式的软件即服务 (SaaS) 解决方案，运用一个大型的

可视化

数据平台，能近乎实时地对所有应用和基础架构中的日志数据（包括 Oracle

从日志数据中获取业务和 IT 洞察

及 非 Oracle 应用和基础架构）进行监控、聚合、索引、分析、搜索和探索。

精确查找日志，立即排除故障

聚合

利用轻触式聚合，快速从日志中获

在当今千变万化的应用环境中，手工工作无法为您提供所需信息来保持系统的最佳运

取价值

行。日志数据分散在数以千计的基础架构、服务器、平台和应用组件中，并以各种不同
的专有格式予以存储。每日产生的数据量高达数以 TB，而且呈指数级上涨。最终，在
当今弹性的基础架构中，应用所使用的基础架构组件（即拓扑）不断变化，使得我们更
难在正确的上下文中发现正确的日志数据。
由于应用拓扑的内在本质，纵使您处在多种多样、瞬息万变的环境中，Oracle 日志分析云服
务也能使您立即确定与具体应用问题相关联的日志。随着底层基础架构配套应用的不断发展，
解决方案也会不断更新其固有内容。您不必搜索整个日志数据库来查找一条信息，便可找到与
故障相关的日志，并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及时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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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价值转化
Oracle 日志分析云服务，是一款轻触式的软件即服务 (SaaS) 产品，具备大数据解决方
案的全部优势，您无需花费时间和成本，也不必承担规划、设计、构建和管理自己系统
的风险。而且无需雇用技术人员，便可近乎实时地立即开始采集和分析数以 TB 的数
据。加快价值转化的其他特性包括：
»

轻触式数据收集。轻而易举地从各种类型的日志源中聚合、索引全部的日
志数据。

»

开箱即用式仪表板。预建的仪表板涵盖整个应用程序栈，便于即刻开始
利用日志数据的价值。

O R A C L E 管理云

»

构建于灵活、弹性的模型之上，也可立即将最终用户的性能问题与相关的机

Oracle 管理云 (Oracle
Management Cloud, OMC) 是下一
代集成式的监控、管理、分析解决
方案，通过 Oracle 公有云的模式提
供服务。它为当今异构、复杂环境
而设计，跨越本地环境和云环境
（包括第三方公有云）。OMC 基于

预建与 Oracle 性能监控云服务的集成。即使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将应用
器日志关联起来。

»

丰富多样、开箱即用式的 Oracle 系统知识。利用开箱即用式的配置、收集
以及保存在 Oracle 日志文件中的搜索结果，可自动完成 Oracle 日志数据的
收集。

获取更加深入的业务洞察

大数据平台构建，具有极佳的水平

利用开箱即用式的监控整个应用程序栈的仪表板，您可近乎实时地为运营副总裁、业务

扩展能力，以及高吞吐量的数据处

应用所有者、再到 DevOps 专家等关键人物提供战略性的业务洞察。而且，预定义的小

理能力，横跨技术与业务两个层

部件、图表和控件也有助于快速构建自定义仪表板。这样，您便可在恰当的时间将正确

面，提供实时的分析与洞察力。
OMC 中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自动化
地汇总和分析，并且在所有 OMC 提
供的服务中相互关联，因此消除了传
统监控方式在最终用户数据与基础架

的指标提供给正确的人，促进制定更加灵活的决策。
您也可以缩小当前报表与分析系统之间的差距，追踪记录网页性能到呼叫中心等待时间等所
有的信息。即便应用状况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您也可借助对应用健康状况和可用性的可视化
以及从运营数据趋势中获取的洞察，推动制定最佳的业务决策。

构数据之间的竖井式隔离，也为更快
地发现解决问题、更好地“经营” IT
提供了最大可能。

加快解决复杂环境下的问题
业务压力的不断增加，要求全年无休止地保持应用的持续运行。纵使在当今复杂的混合环
境中，Oracle 日志分析云服务也能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实时洞察，精确找到影响

O R A C L E C L O U D 的强大优势

Oracle 管理云是一款轻触式的软件
即服务 (SaaS) 产品，使您能够充

应用性能的组件，从而集中精力，立即排除故障。Oracle 日志分析云服务，是一款专为
快速实施从零开始设计的云解决方案，使您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业务价值，无需实
施本地解决方案要求的时间、成本和承担的风险。

分利用现代的大数据平台，无需花
费时间和成本，也不必承担构建自
己本地解决方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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