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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我们将回顾Oracle数据库体系结构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学习后续章节非常重
要，与数据库性能的联系也非常紧密。
你需要深入了解Oracle数据库技术的以下方面。
 有了Oracle为各种程序语言实现的API后，程序是如何与Oracle数据库服务器进行交互的。
 Oracle优化器，是Oracle里面的一个软件层，它与最大化SQL语句性能有关。
 Oracle服务器体系结构，包括内存、进程以及用来提供数据库服务相互交互的文件。
 Oracle模式对象，包括表、索引、分区以及其他用来实现应用数据模型的内容。
如果已经完全熟悉这些内容，你可以快速掠过或者跳过本章。不过，后续章节假定你已经熟
悉本章介绍的这些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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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API

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都有相应的API来与Oracle数据库进行交互。下面是一些应用比较广泛
的API。
 OCI（Oracle Call Interface，Oracle调用接口）是C语言API，构成大量高级语言接口的基础。
 JDBC（Java Data Base Connectivity，Java数据库连接器）是个通用API，使得Java程序可
以与各种数据库及数据源进行交互。Oracle提供了“瘦的”纯Java版本的Java驱动与基于
OCI库的OCI驱动。
 .NET程序使用通用的ADO.NET库与数据库进行通信。微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但是最近
已经不建议使用）Oracle适配器，而Oracle提供了一个更加成熟完善的适配器，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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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P.NET（Oracle Data Provider for .NET）。
 Perl、Python、PHP以及Ruby等开源语言也都提供了通用的API来处理数据库访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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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相对应的Oracle适配器，通常都是基于OCI接口实现的。
 PL/SQL是在数据库内部执行的，不需要显式的API来与Oracle进行通信。然而，PL/SQL
本身也使用与这些外部语言相似的编程模式，特别是在执行动态SQL语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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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API与Oracle之间的交互都遵循相似的次序。
每 一 条 SQL 语 句 在 客 户 端 都 表 现 为 一 个 上 下 文 区 域 （ Context Area ） 或 者 一 个 游 标
（cursor）——如果没有明确指定的话，就体现在幕后。图2-1是对一条SQL语句游标的生命周期的
简要描述。

图 2-1 SQL 语句处理过程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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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将详细讨论图2-1的每一步，此处只简要说明一下。
(1) 创建游标。游标是内存中的一块区域，用来保存当前打开的SQL语句的定义信息。
(2) 在Oracle共享内存中进行检索，确认是否存在这条SQL语句的缓存副本。
(3) 解析SQL语句。解析SQL语句涉及检查SQL语句的语法、对象引用，以及调用Oracle优化
器来确定查询计划。
(4) 为绑定变量赋值。在SQL语句执行之前，所有绑定变量（表示需要由调用程序提供相应
值的占位符）的值都必须黏附到这条SQL语句上。
(5) 执行SQL语句。如果这条SQL语句不是查询语句，它的执行过程将包含DML语句或者DDL
语句的执行。如果这条SQL语句是查询语句，执行与将为语句的数据提取做准备。
(6) 提取记录。对于查询语句来说，数据提取意味着从结果集提取一条或者多条记录。
(7) 关闭游标。这一步涉及释放与此游标相关的所有内存以及其他资源（尽管这个游标的共
享部分可能仍然保留在Oracle共享内存中）。
后续内容将详细介绍上述每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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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创建游标
游标（或称上下文区域）是内存中的一块区域，Oracle利用它来保存SQL语句和相关的信息。
这包括SQL语句的已经解析的与未经解析的内容、执行计划以及一个指向当前记录的指针。
当SQL语句执行完成时，与此游标相关的内存可以出于其他目的而被释放，也可被保存以供
再次执行时使用。
在大部分程序语言中，一个游标对应于一个SQL对象或者一个语句句柄。在Java的JDBC中，
一个游标等价于一个Statement或者Prepared Statement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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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检查缓存的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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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解析，Oracle维护了一个缓存，来保存最近执行的SQL语句以及对应的执
行计划。这个缓存保存在共享内存的一个区域中：共享池（shared pool）的SQL Area中。每提交
一个SQL语句的执行请求，Oracle都会在这个缓存中检索匹配的语句。如果找到匹配的语句，
Oracle就会使用保存在这个缓存中的执行计划，从而避免解析过程中涉及的大部分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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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解析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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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是为了执行SQL语句所做的准备工作，解析过程如下。
 检查SQL语句的语法是否有效，也就是这条SQL语句是否遵循SQL语言的规则，以及所有
的关键字与操作符是否都有效并被正确使用。
 检查SQL语句在语义上是否有效。这意味着，这条SQL语句引用的所有数据库对象（即表
和字段）都是有效的。
 检查用户是否有对所有相关对象执行给定操作的安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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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SQL语句的执行计划。执行计划描述Oracle访问和修改数据时涉及的一系列步骤。这

是由Oracle优化器（optimizer）来完成的，在本章的后续内容中将对它进行详细讨论。
解析操作有时候是一个昂贵的操作，虽然它的开销常常会被高IO请求带来的更大开销所掩
盖。不过，消除不必要的解析总是值得的。

2.1.4 关联绑定变量
SQL语句中可以包含变量，它们在每次执行时可以变化。通常这些变量都是SQL语句的参数，
该SQL语句定义将要被处理的记录或者将要被插入或更新的新值。我们以字面量（literal）或绑
定变量（bind variable）的方式来指定这些变量。
例如，使用字面量时，我们可以使用如下的SQL语句来提取雇员206的详细信息：

下一次我们想要选择另外一个雇员时，可以将字面量“206”改成新值并重新执行。这样做
当然是可行的，不过请注意，SQL语句必须完全一致才能在共享池中找到匹配项。因为每次执行
时EMPLOYEE_ID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几乎总是无法在共享池中找到匹配的语句，从而导致这个
语句每次都需要重新解析。
另一个可选的方法就是利用绑定变量来指定这些变量部分。绑定变量是对这些变量的固定引
用，它们可以被定义在编程语言或者查询工具的任何地方。在大部分编程语言或者工具中，绑定
变量都需要添加一个前缀（冒号“:”），从而使其可以被识别出来。例如，在下面这个基于SQL*PLUS
的例子中，EMPLOYEE_ID的值就保存在一个绑定变量中（可以利用SQL*PLUS的VARIABLE命
令来定义一个绑定变量）：

关于使用绑定变量，①起码存在如下两个有说服力的理由。第一，如果绑定变量的值发生变
化，在重新执行这条SQL语句的时候，不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游标或重新解析这条SQL语句。第二，
——————————
① 使用绑定变量还有很大的安全性上的优势，它可以避免应用遭遇SQL注入的安全攻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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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会话也执行同一条SQL语句，它可以在共享池中找到一条匹配SQL，因为不同执行进程
中绑定变量的名称并不会发生改变。
相反，如果使用字面量而不是绑定变量，将遇到如下这些问题。
 每次改变字面量的值，你（或者你所使用的软件工具）都必须请求对此SQL语句进行重新
解析。
 当请求解析时，在共享池中找到一条匹配的SQL语句的可能性将非常小。
 SQL缓存将被“仅用一次”的SQL语句填满，可能需要更大的容积，而实际上并不需要这
么多。
 当一个Oracle会话想要在共享池中新增一条SQL语句时，它必须获取一个Oracle的内部锁
（闩锁或互斥）。在极端情况下，这会导致闩锁或互斥的争用，进而导致性能瓶颈（最好
结果）甚至严重的性能问题（最坏结果）
。第16章将详细讨论闩锁和互斥。
如果参数CURSOR_SHARING被设置成TRUE或SIMILAR的话，Oracle可以自动将字面量替换成
绑定变量。本书第6章详细讲述了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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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执行SQL语句
当SQL语句解析完毕且所有变量都已绑定时，Oracle就做好执行这条语句的准备了。如果执
行的是DML语句（INSERT.UPDATE.MERGE和DELETE），那么执行这条语句将导致SQL立即变
动，尽管在COMMIT语句执行前这个变更不会被持久化。
如果执行的是SELECT语句，那么执行调用只是为提取（fetch）操作准备好游标。当执行的
是某些特定的查询时（例如，当记录必须进行排序或者锁定时），打开游标就会使得Oracle提取
需要返回的所有记录。在其他情况下，打开游标只是将记录指针（record pointer）定位到第一条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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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提取记录
不管open调用是否必须访问符合条件的所有记录，将数据返回给客户端环境都是由fetch调
用完成的。fetch调用从数据库提取一条或多条记录，并将结果保存到程序可操作的主机变量中。
从程序的角度看，每次fetch调用只会返回一条或多条记录。在内部，Oracle可能会从磁盘
或缓冲区高速缓存（共享内存中用来缓存数据块的区域）中提取数据。在Oracle 11g中，Oracle
可能从客户端结果缓存（client-side result cache）或服务器端结果缓存（server-side result cache）
中返回整个结果集。本章第6章将介绍客户端结果缓存，而服务器端结果缓存将在第20章中进行
介绍。

2.1.7 使用批量提取
每次提取请求都可以返回一条以上的记录。当一次提取操作以这种方式返回一批记录时，就
被称为批量提取（array fetch）。批量提取比一次仅提取一条记录要高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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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客户端工具（如SQL*PLUS）都会自动执行批量提取。其他工具可能需要明确指定进
行批量提取。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9章中考察批量处理对性能的影响。

2.1.8 处理结果集
SQL查询的输出也被称为结果集（result set）。结果集包含行与列，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包含查
询结果的临时表。中间操作也会产生结果集。例如，在一个由表A、B、C组成的联结（join）操
作中，表A先与表B进行联结，产生一个中间结果集。这个结果集接着与表C进行联结，并生成返
回给程序的最终结果集。

2.1.9 关闭游标
关闭游标会释放与此游标相关的所有内存。如果需要再次执行这条SQL语句，就必须创建一
个新的游标。不过，Oracle有时会透明地在内存中保存一份这个游标的副本，以供再次执行这条
SQL时使用。我们可以通过配置参数SESSION_CACHED_CURSORS来控制这一点。

2.1.10 优化Oracle API调用
在编写与Oracle服务器进行交互的代码（与SQL语句本身无关）时，主要有如下三种方式来
取得最佳性能。
 确保SQL语句（或游标）在应用中都可重用。这可以降低对Oracle的解析调用，从而降低
CPU的开销以及数据库的争用。
 使用绑定变量，以确保SQL语句可以在会话内部以及会话之间实现共享。这样可以提高在
共享池中找到相匹配的SQL语句的机会，从而降低解析操作的开销。
 利用批量提取来提高查询和插入操作的性能。使用批量提取功能可以降低对Oracle的调用
次数，也可以降低网络流量，特别是客户端服务器环境的网络流量。
我们将在第4章中逐条详细讨论这些原则。

2.2

Oracle 查询优化器

SQL是一种非过程化语言：你所定义的是需要什么样的数据，而不是如何获取这些数据。虽
然SQL语言的非过程化特征可以显著提高开发人员的工作效率，但RDBMS必须提供一系列复杂
的算法来决定获取结果集或处理更新的最佳方法。在Oracle中，这些算法被统称为优化器。
在Oracle中，几乎所有的SQL语句都存在多种方式来获取所需的记录。当Oracle解析一条SQL
语句时，它必须确定哪种方法最快。确定获取数据的最佳路径的过程被称为查询优化①（query
optimization）。
——————————
① 当然，查询优化器也优化DML语句的性能，DML语句包含UPDATE、DELETE、INSER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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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Oracle 10g开始，Oracle只支持基于成本的优化（CBO）方法。这意味着，优化器会尝试根
据算法计算每种可选择的SQL执行方法的成本，并选择成本最低的那一个。在Oracle 10g之前，
也可以选择使用RBO（Rule Based Optimizer，基于规则的优化器）。RBO不计算成本，而是选择
使用一组相对简单并可预期（并不总是正确的）的规则（例如，索引扫描优于表扫描）来确定最
佳路径。
因为SQL是一种非过程化的语言，所以SQL语句本身并不包含获取数据的相关指令。要由
Oracle自己设计出获取数据的方法，由此产生的运行的模式被称为执行计划（execution plan）。
例如，考察如下的SQL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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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语言中，此查询可从表述为“我想要在过去10年里从销售代表Christopher Olsen那里
买过东西的所有客户的姓名”。
优化器必须制定出获取这些数据的最佳方法，下面是一些可能的方法。
 获取过去10年的所有订单。接着获取这些销售订单的所有客户的姓名。最后过滤掉所有
不是由Olsen先生接待的客户。
 获取Olsen先生的EMPLOYEE_ID，利用这个EMPLOYEE_ID获取Olsen处理的所有订单。
过滤掉所有超过10年的订单，最后获取这些订单的所有客户。
 获取所有的订单，然后获取这些订单的所有客户。过滤掉10年以上的订单，最后过滤掉
那些不是由Olsen处理的订单。
很明显，选择的路径对获取结果所需的时间会产生重大影响。下面这一点也很明显：最后一
种方法可能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排除任何记录之前，需要读取所有的订单记录并将其与所有的客
户记录进行关联，为此我们希望优化器不要选择这条路径。

5

2.2.1 基于成本的优化

9

CBO（Cost Based Optimizer，基于成本的优化器）会考虑这个查询所有或大部分可能的
访问路径的成本，并尝试估算每一个执行计划所需的“成本”。成本最低的那个执行计划将被
选中。
成本的计算是基于如下多项因素的。
所需的数据库读操作的估算数量。
 是否需要排序以及可用的内存容量。
 CPU与IO之间的相对成本比重。
 是否支持并行查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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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器或许不会考虑所有可能的执行计划，因为那可能会耗时过久。SQL语句的成本越
高，优化器需要考虑的执行计划就会越多。计算成本的算法异常复杂，而且这个世上只有极
少数人 ①对CBO的工作原理有全面的了解。幸运的是，使用CBO并不需要理解优化器的所有
算法。
尽管Oracle对优化器做了大量的改进，但有些SQL语句的执行计划依然离完美相差甚远。降
低不完美的SQL执行计划的数量，以及当出现不完美的SQL执行计划时进行补救，仍然需要人工
干预。

2.2.2 优化器目标
可 以 利 用 OPTIMIZER GOAL （ 或 OPTIMIZER_MODE ） 配 置 参 数 控 制 优 化 器 计 算 成 本 的
方式。
ALL_ROWS
FIRST_ROWS_N

指示CBO找出处理SQL语句返回的所有记录的最小成本。这是
CBO的默认配置。这种配置适合进行批处理和报表相关查询。
指示CBO选择可以最小化提取前N条记录的成本的执行计划，N
在这里可以是1、10、100或者1000。这个设置比较适合交互式的
应用程序，因为显示第1行或第1页信息所耗费的时间可能是最关
键的性能指标。

不同的优化器目标设置可能会导致选择不同的执行计划：ALL_ROWS通常会选择使用全表扫
描和非索引连接的执行计划。FIRST_ROWS则更可能选择基于索引的访问方法。

2.2.3 优化器统计信息
为了做出更好的决策，优化器需要深入地理解表中的数据，且对数据规模与数据分布都需要
深入理解。为达到此目的，Oracle维护的优化器统计信息包含以下内容。
 关于表，需要了解记录数、已经使用的块与空闲块的数量、行的平均长度，以及每个块
内已使用空间的平均占用比例。
 关于列，需要了解不同的值的数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以及关于列的选择性（selectivity）
的其他信息。
 可选统计项，直方图（histogram）可以记录单列的值的分布状况。当一个列的有些值出
现很多、有些值很少出现，因此索引也只是在部分情况下才有效时，直方图的统计信息
就很有用了。Oracle可以利用直方图的信息来决定是否根据查询条件的值使用索引。
——————————
① Jonathan Lewis或许是CBO领域最知名的独立专家。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CBO内部机制的人来讲，他的书Cost
Based Oracle Fundamentals (Apress， 2006) 都是必读的（此书中文翻译版《基于成本的Oracle优化法则》由赵恒
与李政仪翻译出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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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绑定变量窥视与自适应游标共享
在Oracle的早期版本中，列上的直方图与绑定变量这两个功能是互斥的。为了利用直方
图，在解析时，优化器需要知道变量的值，但是在执行发生前，绑定变量会一直“掩藏”自
己的值。
Oracle 10g引入了绑定变量窥视（bind variable peeking）这种方法，在生成执行计划之前，
Oracle会先窥视第一个绑定变量的值。虽然这样通常都能获得更好的执行计划，但是，它也会随
机地生成令人头疼的糟糕的执行计划。根据第一个由应用传入的绑定变量的值的不同，有些SQL
会随机地选择用索引来访问。
Oracle 11g试图使用自适应游标共享（adaptive cursor sharing）来克服这个问题。当绑定变量
的不同值适合不同的执行计划来处理时，Oracle需要为一个SQL语句生成多个不同的执行计划。
这时的SQL就被称为绑定敏感型（bind sensitive）。绑定敏感型SQL可以通过多个游标及其对应的
执行计划体现出来。当给这个SQL传入新的绑定变量并执行时，Oracle会为其选择合适的执行
计划。

1

2

3

4

5

2.2.5 提示
提示（hint）就是一组指示，可以将其添加到SQL语句中来指示或“指导”优化器。可以使
用提示来明确指定连接顺序、访问路径类型、所使用的索引、优化目标，以及其他指示。
优化器提示出现在SQL语句的第一个单词（如 SELECT 、 INSERT 、 UPDATE 、 MERGE 或者
DELETE）后面，就如同一个注释。提示与其他注释的区别是，前者的开始分隔符（/*）之后有
一个加号（+）。例如，下面这个SQL语句中的FULL提示表明，哪怕经过计算认为索引查找更加
高效，优化器也必须选择使用全表扫描的访问方法来处理这条SQL语句。

6

7

8
我们将在第8章中详细讨论提示。

2.2.6 存储概要、SQL概要和SQL计划基线
当编写新的SQL语句时，通过添加提示或者改变SQL语句语法来获得更好的执行计划当然是
可行的，但是如果你想要优化一个在线系统的SQL，这样或许就不可行了。后一种情况下通常都
无法快速地修改SQL语句，并且常常完全无法修改SQL语句的文本。部分由于这个原因，Oracle
提供了存储概要（stored outline）功能，来指示Oracle如何执行给定的SQL语句。实际上，存储概
要就是一组可以不用修改SQL语句即能应用到SQL语句上的提示集。存储概要是一种实现执行计
划稳定性（plan stability）的方法，用以确保当统计信息发生变更或者Oracle软件版本发生改变时，
SQL语句的执行计划保持不变。
在OLTP环境中，保持执行计划的稳定通常都是个好主意，因为在该环境中可预知的SQL

9

10

11

12

20

第2章

Oracle 体系结构与基本概念

语句始终可以获得可预知的性能。但是在数据仓库环境中，却无法总能预测将要执行的SQL语
句，因此我们会更加关注优化器的灵活性（optimizer flexibility）。为了实现此目的，Oracle 10g
中引入了SQL剖析（profile）。SQL剖析包含SQL语句执行的附加统计信息，以帮助优化器做出
更好的决定。
普通的优化器统计信息是针对特定的表和索引收集的。SQL剖析的统计信息却是针对特定的
SQL语句来收集的，包含只对这条SQL的优化有用的信息。
SQL计划基线（baseline）是Oracle 11g中引入的新特性。SQL计划基线保存SQL语句的执行
计划和执行统计信息。当生成新的执行计划时，Oracle会将此计划与SQL计划基线进行比较，并
且只有当新执行计划的效率有改进时才会使其生效。效率是否有改进，通常是通过在维护窗口自
动执行的小型基准测试决定的。SQL计划基线降低了收集新的统计信息后SQL语句遭遇性能退化
（例如，运行得更慢）的可能性。
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介绍如何使用存储概要、SQL剖析与SQL计划基线。

2.3 事务和锁
事务就是逻辑上组合在一起的一条或多条SQL语句，它们必须要么全部应用到数据库，要么
全部没有应用到数据库。事务通常会被描述为ACID（原子性、一致性、独立性、持久性，即Atomic、
Consistent、Independent、Durable）。
事务的ACID属性只能通过限制对数据库的并发修改来保证。这是通过在修改的数据上加锁
来实现的。直到事务提交COMMIT或者ROLLBACK语句后，Oracle才可以释放这个锁。
Oracle应用的锁通常都是行级锁。例如，当修改一条记录时，只有那一行记录会被锁住，表
中的其他记录还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更新。
用户也可以手动地在表或者记录上加锁。这通常用来确保记录不会在读出和后续更新之间被
修改。
应用设计，特别是“乐观锁”与“悲观锁”模式之间的选择，是影响锁争用的最主要因素。
第6章将讨论这些问题。
行级锁通常能满足需要，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需要使用表级别与块级别的锁。另外，有
时Oracle的内部锁也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些独立于应用设计的与锁相关的问题将在第15章中解决。

2.4

Oracle 服务器体系结构

在本节中，我们将回顾Oracle数据库服务器的体系结构。
图2-2描述了Oracle体系结构涉及的主要内存区域、进程、磁盘文件以及相关的数据流。我们
将在本章的后续内容中说明图2-2的所有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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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图 2-2 Oracle 体系结构概览

10

2.4.1 实例与数据库
Oracle数据库由一组逻辑的数据模式组成，所有的数据模式都存储在一组特定的数据文件上。
通常，每个模式描述一个应用的数据模型。
Oracle数据库实例是运行中的Oracle软件的一个单次发生，它由一个共享内存区域和各种
Oracle后台进程组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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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候，实例与数据库之间都是1对1的关系，因此大部分人都对这两个术语不加区分。
然而，随着真正应用集群（Real Application Cluster，RAC）越来越流行，这两个术语之间的区分
也越来越重要，因为在RAC中，一个数据库由多个实例组成。

2.4.2 系统全局区
系统全局区（System Global Area，SGA）是一个所有Oracle会话都可访问的共享内存区域。
SGA包含多个独立的内存区域，最重要的几个如下。
 缓冲池 也称为缓冲区高速缓存，保存数据文件中数据块的副本。需要访问磁盘中数据
的SQL语句通常都可以在缓冲区高速缓存中找到它们需要的数据。
 共享池 保存缓存的SQL与PL/SQL语句以及共享元数据（meta-data）。共享SQL语句可
以避免每次执行都解析SQL语句，从而提高性能。
 大池 这个池缓存共享的服务器会话状态、大的PL/SQL块以及并行执行的消息缓存。
 Java池 这个缓存区包含Java存储过程以及其他存储的Java程序。
 重做缓冲区以及较小的重做缕（Redo Strand） 缓存没有写到磁盘重做日志文件的重做
日志条目。

2.4.3 数据缓存
Oracle提供了多个级别的数据缓存。在以前的Oracle版本中（Oracle 11g以前），数据只能缓
存在缓冲区高速缓存中。然而，在Oracle 11g中，SQL语句可以在以下三个内存区域找到它需要
的数据。
 由Oracle 11g客户端库进行维护的客户端结果集缓存（client-side result set cache）。如果
客户端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执行同样的SQL语句，这个缓存可用来避免到数据库的往返访
问。只有在使用了基于OCI的驱动程序的11g客户端上才可以利用此缓存。
 保存了特定查询的完整结果集的服务器端结果集缓存（server-side result set cache）。与客
户端结果集缓存类似，这个缓存保存一个特定查询的所有结果。一个查询要么在此找到
它的所有结果，要么完全找不到。仅11g数据库中才有这个缓存。
 有多个不同的缓冲池可用来存放数据块。数据块会从这些缓冲池中被“挤出”，通常，
查询请求会发现它请求的数据只有一部分会在这些池子中。无法在这些池子中找到的数
据块则必须去磁盘上进行读取。

2.4.4 程序全局区
程序全局区（Program Global Area，PGA）表示只对特定进程（process）可见的内存。请注
意，这与特定会话相关的数据并不完全一样：会话的内存（User Global Area，UGA）大部分情
况下位于PGA中（当服务器连接为独占模式时），但是当使用共享模式的服务器连接时，它们是
位于SGA中的。我们将在本章的后续内容中介绍这两种连接模式的区别。PGA是对当前运行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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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见的内存，并且与当前正在使用此进程的会话是相互独立的。
PGA主要由排序工作区和临时结果集组成。以下情况将催生出这些工作区。
 临时结果集是作为SQL操作的中间步骤（主要为表联结与子查询）创建的。例如，在复杂
的表联结操作中，每次联结都会创建一个临时结果集，并与联结次序中的下一张表进行
联结。
 在SORT-MERGE、ORDER BY或GROUP BY操作中需要使用内存来对数据进行排序。
 为了进行散列联结以及其他的散列操作，需要使用内存来创建散列结构。在散列联结中，
需要为联结中的一个表创建一个临时的散列表，散列结构近似于联结操作的一个临时索
引，用以完成该操作。部分其他操作（例如GROUP BY操作）也可能利用散列区域。
如果这些临时段与工作区太大，以致无法放入PGA中，那么数据将被写入临时表空间的临时
段中，并在需要时从临时段中读出。其导致的IO开销可能会对性能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将在第11
章和第19章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1

2.4.5 内存管理

5

我们可以手工调整SGA和PGA中的每个组件的内存大小，但是，从Oracle 9i开始，Oracle新
版本的一致趋势是提高这些区域自动调整大小的能力。Oracle 10g实现了对SGA内部和PGA内部
的内存进行自动分配，Oracle 11g，实现了在SGA与PGA之间的内存自动转移。
虽然如此，确保分配给这些区域的内存足以应付业务需要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为此Oracle提
供了大量的配置选项。第18章至第20章将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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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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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各种各样的配置数据以及其他信息作为文件保存在磁盘上。在数据库
内部，段是各类数据的逻辑容器。

2.5.1 表
表是数据库存储的基本逻辑单元，与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中的实体（entity）相对应。
表通常由列与行的两维结构组成，尽管，有些Oracle的对象关系结构延伸或打破了此定义。
Oracle提供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表，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逻辑或物理存储特性，如下所述。
 堆表 这是默认的表类型。如果在使用CREATE TABLE时不指定任何选项，你将得到一
个堆表（heap table）。术语堆（heap）表示存储到表中的记录没有特定的顺序。堆表中的
每一条记录都通过ROWID来唯一标识，可用ROWID来定位记录在磁盘上的位置。
 散列聚簇表 这种表中的记录的物理位置由其主键决定。这样，不需要进行索引查找，
就可以通过主键快速地定位此记录。有序散列聚簇（sorted hash cluster）是它的一个变体，
其中的特定散列值对应的记录是通过特定的排序顺序（sort sequence）检索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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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是按照类似于B*tree索引的方式组织的，其区别在于“叶子”块包含
的是记录本身，而不是如同真实的B*tree索引那样只包含指向记录的指针。
 索引聚簇 索引聚簇在同一个段中保存多张表的内容，共享同一个键的记录保存在一起。
可以认为它属于“预联结”的数据。
 对象表 对象表是基于Oracle对象类型创建的表。它们是通过对象的REF（类似于指针），
而不是通过主键定位的，因此它的内部结构比普通表更加复杂。
 嵌套表 这是一种具备关系表特性的对象类型，可以将其“嵌入”到堆表的一个列中。
表中的每条主记录，包含了嵌套表列的多条详细记录。
 外部表 它们是映射到存储在数据库外部的文件上的表。如果文件需要被加载到数据库
中，而又希望省略掉将其加载到中间表这一中间步骤，就可以使用外部表。
 临时表 主动表可以显式地创建，也可能被动地创建，在其中存放的数据只在当前会话
或当前事务中可见。
如此多的表类型使人望而生畏，由此带来的性能调优方法的排列组合也相当多。不过，数据
库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发生在传统的堆表上。
 索引组织表

2.5.2 索引
索引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提高SQL语句与数据库的性能。因此，对数据库性能优化的从业者来
讲，透彻地理解索引的相关原理与实践非常必要。
我们将在此提供一个索引选项的简要描述，有关细节将在第5章中讨论。
 B*Tree索引 这是Oracle默认的索引类型。B*Tree索引由一个层级树组成，其中每层都
包含指向下一层的指针。最终层级（叶子块）指向它们对应的数据记录。B*Tree索引非
常灵活并且也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对几乎所有的应用来说都是最常用的索引类型。
 位图索引 位图索引是给定列中所有取值组成的一个位图结构。这些紧凑结构可以被快
速扫描，多个位图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合并，这就使得它们在快速检索与索引合并方面比
B*tree索引要高效得多。然而，位图索引可能会增加锁争用，也不支持进行范扫描。因此，
位图索引经常被用在数据仓库数据库中，因为在这里大部分访问都是只读的。
 函数索引 这是一个基于表达式而不是列名创建的索引。这种索引可以优化在WHERE子
句中出现对应表达式的查询，但是必须由确定性的表达式组成，也就是那些同样的输入
始终出现同样结果的表达式。
 虚拟索引 虚拟索引是没有物理索引的索引定义。在进行性能优化时，这些定义非常有
用，因为有了它们，你就可以知道创建特定索引后执行计划将如何变化。

2.5.3 块、区间、段以及分区
表与索引都是由被称为区间（extent）的独立存储单元组成的。区间是由非常小的称为块
（block）的存储单元组成的，块的大小一般在8 KB到32 KB之间。当表或者索引空间增长时，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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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区间就需要加进来以满足其需求。区间的大小可以在表定义中明确指定，但是当前Oracle的
最佳实践是让其自动分配（使用自动段存储管理，即Automatic Segment Storage Management， 简
称ASSM）。
对非分区的表与索引来讲，区间是单一段（segment）的一部分，该段表示表或索引的物理
存储。分区表或索引则由多个段组成，每个段表示一个分区（partition）。当表与索引中有LOB（嵌
入的大对象）
、嵌套表或索引组织表时，它们也可以由多个段组成。

1

2.5.4 表空间与数据文件

3

段必须属于特定的表空间（tablespace），该表空间定义了段的存储特性（例如块大小）。表空
间由多个数据文件（datafile）组成，数据文件可从表现为操作系统文件、裸磁盘分区或自动存储
管理（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简称ASM）文件。段所归属的表空间决定了组成这个段的
区间都包含在哪些数据文件中。段可以分布在多个数据文件上，但是一个区间只能呆在一个特定
的数据文件中。

2

4

5

2.5.5 回滚段
为了支持ROLLBACK语句，也就是回滚仍然没有被提交的事务，Oracle将被修改的数据块的
“前镜像”副本保存在一个称为回滚（rollback）或撤销段（undo segment）的结构中。这些段也
用来实现一致读(consistent read)，以确保查询期间表上发生的变化不会反映在查询结果中。

2.5.6 重做日志与归档日志
因为事务必须具备持久性（Durability，“ACID”事务定义中的D）
，所以事务提交时必须将
相应的事务信息写到磁盘。否则，如果事务信息在内存中时数据库突然崩溃，相应的事务就会丢
失。为了最小化这些必要的IO，几乎所有的数据库系统在提交时都使用事务日志来记录事务信息。
在Oracle中，这个日志称为重做日志（因为你可以利用此日志来重做事务）
。
Oracle会循环重用多个在线重做日志。当日志上的所有信息都已写入到数据库文件，并且在
必要情况下日志已经归档之后，Oracle可以覆盖掉对应的在线日志文件。
归档重做日志是在线重做日志的副本，当出现磁盘故障时可用它来做基于时间点的数据恢
复。在恢复完在线备份后，可用归档日志来应用事务，直到数据库恢复到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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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闪回日志
使用重做日志“前滚”（rolling forward）可以对一个备份做完全恢复，但是这样耗时太久，
特别是当使用的不是最近的备份时。Oracle的闪回日志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闪回日志保存回滚信
息，与保存在回滚段中的信息类似。如果发生逻辑损坏，就可以用这个信息来“回滚”数据库。
Oracle还支持其他类型的闪回技术：闪回查询支持再次执行之前已执行过的查询；闪回数据归档
可以保存闪回信息，以满足长期的归档与审计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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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进程

代表客户端进行活动的进程，也就是实际上执行用户的SQL语句的进程，称为服务器进程
（server process）。当客户端程序想要执行SQL语句时，它会依赖于服务器进程来执行这条SQL语
句并返回结果。服务器进程可分为如下几类。
 独占服务器进程 一个独占服务器进程只代表一个客户端进行活动。这种类型的服务器
进程会随着客户端的连接创建而创建，并随着客户端的断开而销毁。独占服务器进程通
常是默认选项。
 共享服务器进程 共享服务器进程代表多个客户端执行任务。通常称它为多线程服务器
（Multi Threaded Server，MTS）配置，不过这稍微有点误导人①。在MTS连接中，客户端
提交的SQL语句被分配给下一个可用的共享服务器进程来处理。
 并行查询服务器进程 Oracle可以利用多个并行线程（或进程）来执行一条SQL语句。
Oracle为这类并行查询部署了一个并行查询进程池。
 任务与调度服务器进程 可以提交PL/SQL程序（或者Oracle 11g中的操作系统命令）作
为后台执行或定期处理的对象。任务与调度服务器进程可以在后台或者按照调度的时间
来执行这些命令。

2.7 后台进程
代表所有的会话执行任务或者执行Oracle内部活动的进程（或者是Windows操作系统中的线
程）被称为后台进程（background process）。即使在一个桌面数据库中，也有几十个这类进程。
下面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后台进程。
 监听进程 每个包含数据库服务器的主机都有一到多个活动的监听进程。监听进程接收
连接请求，并在使用独占服务器进程连接时，创建一个服务器进程来管理此连接。当使
用共享服务器进程连接时，监听进程将此请求转发给一个分配器（dispatcher）进程，分
配器进程是会话与共享服务器进程的中间媒介。
 数据库写进程（DBWR） 服务器进程可以从数据库文件中读取数据，但是大部分情况
下，必须由数据库写进程将变化的块写入到这些文件中。数据库写进程是一个“懒”的
写程序。它并不会立即将变化写到数据文件，而是在之后一个更方便的时候来写入这些
变化。因此，数据库会话通常不需要等待数据写到磁盘。但是，“直接”IO模式下会话
将会直接把数据写到数据文件。我们将在第17章中详细介绍数据库写进程IO。
 日志写进程（LGWR） 日志写进程从内存中的重做日志缓冲区读出重做日志条目，并写
入到重做日志文件。LGWR进程会定期地写这些条目，在提交COMMIT命令时也几乎必然
写这些条目。在特定条件下，LGWR也可以实现异步写或批量写（详细情况请参考第14章）。
——————————
① 之所以说误导，是因为这里并不会涉及操作系统的线程概念。这些服务器进程会支持多个会话， 但是，每个服务
器进程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支持一个活动会话。

2.8 真正应用集群
 日志归档进程（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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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归档进程将修改的重做日志复制到归档日志，供磁盘出

现故障时恢复数据库用。
 恢复写进程（RVWR） 恢复写进程将类似于回滚段信息的“回滚”信息写到闪回日志
文件。

2.8

1

2

真正应用集群

RAC（Real Application Cluster，真正应用集群）数据库是一个共享磁盘的集群数据库。RAC
数据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独立Oracle实例，都拥有其独有的共享内存、进程与会话。所有实
例之间共享一组共同的数据文件，这些数据文件通过一个集群文件系统对所有实例都可见。典型
的集群文件系统包括Oracle自己的Oracle集群文件系统（OCFS）或自动存储管理（ASM）工具。
一个称为集群互联（cluster interconnect）的私有高速网络将集群的所有成员连接在一起，并
激活一个全局缓存（global cache），从而让所有实例都可以看到其他实例上缓存的数据，并确保
实例间的数据一致性。图2-3为Oracle RAC的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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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RAC 数据库体系结构

大部分的Oracle调优原理对于Oracle RAC和单实例Oracle都同样适用。然而，仍然有部分法
则只在Oracle RAC下才适用，这一点将在第23章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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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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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2章

Oracle 体系结构与基本概念

本章小结

本章简要地描述了Oracle的基本概念与体系结构。Oracle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无法在这
么短的一章中完全涵盖其内容。然而，希望你在读完本章的内容后，对以下几个关键的体系结构
组件有一定的理解。
 Oracle API处理过程，特别是关于解析、绑定以及包含使用批量提取接口与批量插入接口
在内的SQL语句执行过程。
 Oracle基于成本的查询优化器，执行计划的概念，统计信息扮演的角色，以及存储概要、
SQL剖析与SQL计划基线的一般用途。
 Oracle服务器体系结构：构成Oracle数据库的表空间、段、文件、进程与内存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