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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g数据库产品路线图
11g  Database  Roadmap  (Note  742060.1更新)

NOTE: Release � Schedule � of � Current � Database � Releases � [ID � 74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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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升级， 5个阶段缺一不可！

当前环境调研和
整改建议

前期准备 正式升级

准备“准生产环
境”

正式升级前封版检
查

升级测试

安装新版本数据库

准备升级流程

后期值守与性能优化

升级前后的性能比较
与分析优化

问题诊断分析

了解现有Oracle软件环
境与升级目标

评估升级的可行性

评估升级的方法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

准备建议

风险评估与规避

典型测试环境准
备,数据库安装软
件和补丁集

新版本数据库新
特性测试验证

性能调优

技术支持

实施升级，确认升
级结果

制定项目计划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 -了解现有Oracle软件环境与升级目标

u了解现有环境

ü 现有的Oracle产品，版本，安装的组件

ü第三方的软件

u了解升级目标与限制

ü项目时间安排

ü系统的停机时间安排

ü系统变化(硬件, OS, 应用, Oracle)

ü升级目标版本及补丁

üORACLE新版本特性详细变化以及启用与否评估(从架构、优化器、初始化参数、
性能和监控、管理、安全、RAC/ASM、裸设备支持、应用开发功能), 库参数设置评
估、等

ü应用开发功能变化(PL/SQL新特性，Pro*C新特性)

ü不同数据库版本的相互操作是否存在问题(client与server版本兼容性，jdbc driver与
database server版本兼容性)

ü系统回退需求

ü项目组织架构

只有充分了解客户平台、系统软件、应用软件环境才能为升级方案的编写提供充足
素材。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 -评估升级的可行性

u了解并检查客户目前考虑的升级策略

ü了解定制的升级策略以及决定因素

ü了解与升级相关的其它的与升级工作具有依赖性的任务

ü分析预期的数据库停机时间

ü分析准备的确认步骤

u通过ORACLE内部技术资料的研究，从技术角度研究并确认升级策略的理论上的可行性

ü软硬件的认证

ü兼容性分析

ü升级流程

ü支持框架

ü已知的问题以及如何避免

分析升级的各种可行性和兼容性，才能制定出最合适的升级方案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 -评估升级的方法

uOracle 11g提供如下五种主要的升级方式：

üDatabase Upgrade Assistant

üManual Upgrade

üExport/Import/DataPump

üData Copying

üGoldenGate

u用户可以根据目标数据库环境、生产需求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升级方式。

除上述升级方式外，还可与其它技术相结合，以满足更多的升级和迁移需求，例如：

ü裸设备直接升级到ASM方案

ü数据逐次导出/导入方案

ü表空间传输方案

üStreams技术方案

ü运用Data Guard进行升级和迁移方案

最佳方案选择和确定是升级成功的良好开头。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 -准备建议

u组织以上所发现的信息并进行分析

ü从Oracle的经验与最佳实践出发，对拟出的升级策略提出建议

ü优化升级计划或者考虑其它的升级途径

u评估报告

ü总结对升级策略的结论

ü总结升级工作的限制条件

ü总结为减少升级风险而建议进行的其它或者额外的工作

ü基于先期分析的建议

基于Oracle原厂丰富的升级经验与最佳实践出发才能够得出最佳的建
议。



可行性分析与评估 -风险评估与规避

u评估升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bug

u评估升级后部分应用的性能降低的可能性

u评估数据库运行不稳定的可能性

规避方法举例:

ü尽早搭建和生产环境一致的测试环境,预先在测试环境演练升级全过程,对于升级中发生
的每一种错误找到解决办法；

ü预先制定可靠的系统回退方案，一旦升级失败，可采取快速回退，保障生产业务系统不
受影响。

ü在测试环境升级演练中估算生产环境所需的升级时间,适当调整升级方案和计划。升级前
进行预演，保障升级最终方案的可行性。

ü尽早在测试环境做较全面的性能测试,根据<< Oracle11g升级最佳实践>>在测试环境进行
充分的压力测试，提早发现潜在问题，通过Oracle的支持找到解决办法；通过Oracle内部
关键支持力量对系统问题提供及时响应和解决；

评估风险和拿出规避方法能够做到升级不盲目，每一步心中有数。



前期准备

u从主机名,操作系统版本,内存,Swap/tmp,OS集群软件版本,数
据存放(RAW/ASM/CFS),CFS版本,数据库版本等方面对当前的
系统环境进行详细描述，并根据MOS Note 885753.1，282036.1
等文档找出升级到新版数据库对当前系统所需要进行的整改。

u分别找出aix,hpux的典型环境，按照<<Oracle11g升级最佳实
践>>要求，安装操作系统，双机集群软件，数据库软件，数据
库补丁进行ORACLE新版本数据库新特性的测试验证。

数据库新特性等技术得到过实际验证测试避免升级后踩到雷，
不做小白鼠。



升级测试 -安装新版本数据库

u新版本数据库软件的安装与配置

uOracle补丁集和补丁安装

u按已有的数据库物理设计方案或客户准备的新方案，创建数据库

u根据<<Oracle 升级最佳实践>>对11g DB参数进行配置

Oracle严谨规范的安装方法才能确保软件安装得当，不留后患。



升级测试 -准备升级

u新版本数据库软件的安装与配置

u确认升级的步骤与流程

u测试升级计划

uRAC高可用测试

u升级测试总结/准备最终的升级计划

充分测试能够使得正式升级流畅，升级后系统才能健壮运行。



升级测试 -性能调优

uSPA测试/DB REPLAY测试

u在客户进行功能及压力测试时，提供11g数据库的性能调优

ü检查资源使用，例如 CPU, memory, disk等. 

ü检查数据库配置

ü提取“TOP SQL”并提供调优建议

u提供数据库调整建议

u预演升级步骤

使用SPA测试，提前分析可能存在的性能瓶颈，并充分调优，为正式
升级预演，升级风险进一步降低。否则，可能上线后性能问题众多，
Oracle无法正常提供服务。

使用DB REPLAY测试能够完整模拟实际业务压力。



正式升级

u准备“准生产环境”

ü根据前期准备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环境调查及整改建议报告
>>文档提交给客户以及主机厂商作为后期的调整依据。主机厂
商会负责准备“准生产环境”，例如主机和OS的配置。

üORACLE进行11g RAC软件的预安装

u正式升级前封版检查

u实施升级，确认升级结果

u应用升级时提供现场支持

只有准生产环境进行整改，是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



后期值守与性能优化

u从生产系统升级后第一天提供2-20天现场监控与问题解决

u系统运行稳定2周后，提供数据库性能调整优化

u按预定方案验收

升级后现场保障，如遇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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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安装要求准备

参考并汇总以下Mos Note:

282036.1 <<Minimum Software Versions and Patches Required to Support Oracle 
Products on IBM Power Systems>>

169706.1 <<Oracle Database (RDBMS) on Unix AIX,HP-UX,Linux,Mac OS 
X,Solaris,Tru64 Unix Operating System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Requirements Quick Reference (8.0.5 to 
11.2)>>

404474.1 <<Status of Certification of Oracle Clusterware with HACMP>>

等



数据库补丁评估

u补丁信息来源：

(1).Critical Patches To Consider After Installation Of Patchset 11.2.0.3.0
[Document 1393709.1] (Internal Only)

(2).AIX:Top Things to DO NOW to Stabilize 11gR2 GI/RAC Cluster (Doc ID 
1427855.1)

(3).Oracle Internal 网站RAT.US.ORACLE.COM  补丁评估

等等

u补丁筛选：

以‘log file sync’,‘gc buffer busy’,evict,crash,died,hash 
join,loop,hang,corrupt关键字进行筛选；再根据该补丁下载的次数进
一步过滤。

u补丁个数：

非冲突的补丁300+，筛选出最重要的30-60个补丁。



数据库参数

数据库参数: 调整 47+个关键参数(包含35+隐含参数)。

关闭的新特性: 涉及DRM,Numa,bind peek ,Adaptive Cursor 
Sharing,automatic serial direct path,deferred segment creation、
bloom pruning、push join predicate等等.



SPA测试

1.SPA测试过程建议选择多个时间段进行测试，尽量覆盖所有
的SQL语句。

2.优化器参数设置需要综合评估。参数调整后需要重新运行
SPA测试，确保调整适用于所有的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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