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IT 分析云服务
现代 IT 运营的智能化

面对性能缓慢或停机问题，最终用户往往持零容忍态度。系统性能低下对利润
的影响日益增强，不仅会造成生产力丧失，最终还会导致无人问津。无论您是
CIO、业务线 (LOB) 的领导，抑或是系统分析师和管理员，您都需要掌握 IT
运营的重要信息，保持应用和基础架构系统以当今最佳性能运行，并确保有足
够的容量来满足未来的业务需求。

制定有关企业应用和基础架构的重要决策
如今，异构 IT 基础架构不断蔓延，跨越本地环境、公有云和私有云，以及移动环境。
因而，实现应用基础架构的可视化也变得日趋艰难、日益复杂，而且涉及的手工工作也
不断增多。这使得我们对 IT 资产重大问题的咨询和解答感到束手无策。譬如，如何从
大量多层的架构中查清系统故障发生的根源或发现问题所在，抑或是怎样为未来业务发

“1 美元的分析，带给您 13.01
美元的回报。”
NUCLEUS RESEARCH
2014 年 9 月

展规划容量。与此同时，业务和技术驱动因素瞬息万变，使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咨询也
比以往更加重要。

360 度洞察性能、可用性和容量
进入 Oracle IT 分析云服务 (Oracle IT Analytics Cloud Service) 后，您会发现 Oracle
IT 分析云服务构建于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之上，与 Oracle 管理云的云服务系列产品相
集成，可自动、智能地采集大量的 IT 数据，然后应用高级分析功能，将数据转变为
业务价值，为当今现代 IT 的运营提供可视化。

运用 O R A C L E I T 分析云服务，回答以下
问题：

» 按照当前的增长率，哪些系统的容
量会在未来半年内用完？

» 哪些层的性能问题会影响在线应
用的服务水平？
» 如何创建一个 CIO 仪表板来对
比分析 Oracle Exadata 服务器

根据业务发展，合理制定规划
要实现 360 度洞察应用和 IT 投资的性能、可用性和容量，您需要长期（非短期）对多
个业务周期内的应用系统进行准确地分析。Oracle IT 分析云服务将这一切变为现实。
目前，IT 运营领导和管理员可从运营的角度充分利用历史趋势，确定一段时间内系统
在不同工作负载下扩张或收缩的方式。这些功能或工具有助于预测需求，将 IT 从纯粹

和非 Oracle Exadata 服务器

的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战略合作伙伴。

上数据库的性能？

员工规划能够迅速地运用资源分析来确定关键资产的利用率，并为未来的资源需求制定
规划。管理员能够充分利用性能分析，洞察应用基础架构中最大的性能问题，并根据解
决方案建议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从预建的仪表板中获取的即时洞察也会被分享给所有
的利益攸关者，并向其传达关键性能指标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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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容量：改善当前的资源使用情况
对运营成本的管控，要求对关键应用的资源使用趋势拥有可视化的能力。Oracle IT 分
析云服务充分利用从数据库、应用服务器和其他 IT 系统中收集的深层次的监控数据，
为您带来以下优势：
» 通过标识出资源使用过少或过多来提高 IT 资源利用率。
» 按照不同维度（平台、生命周期或使用量等）标识出资源的消耗情况。
» 根据历史数据预测、预报未来资源使用趋势，避免预料之外的需求增长引发的
问题。
O R A C L E 管理云

Oracle 管理云 (Oracle

识别系统性能和可用性故障点

Management Cloud, OMC) 是下一
代集成式的监控、管理、分析解决

传统的企业监控系统对系统单个组件的健康现状提供了可视化的能力，但这对于当今

方案，通过 Oracle 公有云的模式

虚拟化的异构环境远远不够。为了实现性能和可用性的最大化，您需要对较长时间内

提供服务。

全部组件的性能、活动和工作负载进行分析。

它为当今异构、复杂环境而设计，

利用 Oracle IT 分析云服务，IT 人员可采用历史分析法探查影响企业范围的数据库

跨越本地环境和云环境（包括第三

和应用性能的重大瓶颈，帮助您快速标识出最大的性能问题，确保其符合服务级别

方公有云）。OMC 基于大数据平

协议 ，并采取先发制人的纠正措施。此解决方案可依据以下内容进行综合分析：

台构建，具有极佳的水平扩展能
力，以及高吞吐量的数据处理能
力，横跨技术与业务两个层面，提

» 重大性能发现。可视化呈现一段时间内数据库和中间件组件中的最大性能发现和趋
势。

供实时的分析与洞察力。

» 活动分析。对关联的多组数据库的活动进行分析，查看共享资源和/或应用的影

OMC 中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自动

» 工作负载分析。对常见的 SQL 查询的趋势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进行分析。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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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与基础架构数据之间的竖井式

IT 向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提供前瞻性的洞察，交付可靠
的服务

隔离，也为更快地发现解决问题、

虽然传统的 IT 健康系统能够收集一段时间内数以 TB 的监控数据，但它们缺乏搜索、

更好地“经营” IT 提供了最大可能。

浏览或高级分析的工具，无法发挥这些监控数据的实际价值。然而，Oracle IT 分析云
服务不仅提供了开箱即用式的分析和报表功能，还能对那些监控数据进行交互式探索

O R A C L E C L O U D 的强大优势

和分析，然后快速构建仪表板，为领导、各业务线 (LOB) 的经理和 IT 利益攸关者提

Oracle 管理云是一款轻触式的软件

供深入的洞察。利用 Oracle IT 分析云服务，您将享有以下功能：

即服务 (SaaS) 产品，使您能够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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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搜索。按照各种自定义标准，交互式探索实时和历史 IT 数据（IT 资产、配
置、指标、事件、拓扑）。

» 分析。可视化关键资产的 KPI，揭示趋势、分析行为，并预测业务发展状况。
• 共享。为 LOB 领导、分析师等 IT 利益攸关者就某个特定主题（比如 SLA、IT
资产库存、数据中心性能等）发布量身定制的关键性能指标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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