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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l EMC VPLEX 和 Oracle Extended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 
(RAC) 提供真正的灾难避免解决方案 
VPLEX 在城域范围内支持 Oracle Extended RAC 

面临的挑战 
为保持竞争力，全球性企业都希望实现全天候应用程序和信息可用性。Dell EMC  
VPLEX™ 和 Oracle™ Extended RAC 为 Oracle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等任务关键性应
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和灾难避免。规划业务连续性战略时，恢复点目标 (RPO) 和恢
复时间目标 (RTO) 是关键指标。 

对于任务关键型 Oracle 应用程序来说，高可用性必不可少。这就要求严格的 RPO 和 
RTO，并需要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少数据丢失和缩短恢复时间的解决方案。在设计高可
用性和灾难恢复 (DR) 解决方案时，企业必须考虑的主要难题包括： 
• 更大限度地降低 RPO 和 RTO 
• 消除单点故障 (SPOF) — 包括技术、人员和流程方面 
• 更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 
• 降低基础架构成本 
• 管理集成、维护和测试多点解决方案的复杂性 
• 确定应用程序和数据库在 WAN 和站点丢失事件期间将继续在何处运行。 

这种解决方案为 Oracle 任务关键型应用程序解决了这些难题。 

VPLEX 
VPLEX 系列消除了数据中心内部、跨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之间的物理障碍。VPLEX  
Local 可跨异构阵列提供简化的管理和无中断数据移动。VPLEX Metro 提供同步距离
内两个 VPLEX 群集之间的数据访问和移动。VPLEX Metro 是一种基于 SAN 的联合解
决方案，同时提供本地和分布式的存储联合。 

Oracle RAC 
Oracle Extended RAC 附带企业版 Oracle Database 11g/12c，确保单个数据库能够
跨服务器群集运行，从而提供出色的容错能力、性能和可扩展性，而无需更改应用程序。
优势包括：全天候可用性、按需可扩展性、灵活性、更低的成本以及刷新世界纪录的性
能以及网格计算。 

VPLEX Metro 和 Oracle Extended RAC 解决方案 
VPLEX Metro 是这种解决方案的支持技术。VPLEX 可提供多站点高可用性虚拟存储层，
同时显著简化 Extended RAC 部署的配置和日常管理。其突破性的双活技术使相同的数
据能够存在于两个独立的地理位置，并在两个位置同时访问和更新。 

专为 VPLEX Metro 群集设计的架构 — VPLEX Witness， 是一种在独立（第三）故障
域中运行的虚拟机。Witness 可以确定在发生 WAN 或站点丢失事件时，每个应用程序
和数据库将在何处继续运行。将 VPLEX Metro 双活复制技术与 VPLEX Witness 联合
使用时，本地高可用性和同步远距离灾难恢复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因为高可用性延
伸到了数据中心边界之外。 

VPLEX 可帮助实现以下
方面： 

• 在双活模式下使用两个
数据中心，实现连续应
用程序可用性 

• 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 全自动故障处理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降低资金和运营成本 

基本要素 

VPLEX 解决方案： 

• 支持客户远距离实施  
Oracle Extended RAC 

• 经 Oracle 认证且
受其支持 

• 减少复杂性和管理工作 
• 允许用户在站点之间重

新分配、共享和平衡基
础架构资源 

• 针对站点分区事件提供
确定的 I/O 连续性 



通过跨更远距离（RTT 最多 5 毫秒）提供 Extended RAC 所需的共享分布式存储并实现
本地读取访问时间，VPLEX 在这样的距离内进一步扩展了 Oracle Extended RAC 的高可
用性。通过在站点之间进行镜像，VPLEX 使数据库实例能够在发生阵列故障甚至整个站
点故障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从而提高了存储层可用性。 

 
 

图 1. 解决方案架构：FC = 橙色，以太网 = 蓝色，IP = 绿色 

测试：使用 Oracle RAC 验证 VPLEX Metro 
为了验证 Dell EMC VPLEX 和 Oracle Extended RAC 解决方案的功能，Dell EMC  
E-Lab™ 跨多个操作系统平台（UNIX、Linux 和 Windows）创建和部署了附加到  
VPLEX 的 Oracle Extended RAC 配置。配置包括以下方面： 

 

 Oracle ASM 
 四个 RAC 群集节点 
 VPLEX Metro 
 Oracle GRID 基础架构，附带 Oracle 数据库 
 VPLEX Witness（部署在虚拟机上） 
 Dell EMC PowerPath® ，适用于多路径 
 距离扩展模拟设备（对于网络和 FC 流量，延迟为 5 毫秒） 

认证内容包括集成 VPLEX 硬件和软件组件与 Oracle DB/RAC，以及确保群集环境中的数据
完整性和一致性。测试侧重于整个解决方案的互操作性，包括硬件更换（驱动器、控制器、
存储处理器）、测试案例场景、在线配置更改（包括代码升级）、I/O 中断期间的群集行为、
SAN 组件和群集节点故障切换的 I/O 路径干扰以及心跳故障模拟。 

经验证的结果 
不同于传统活动/被动生产和灾难恢复数据中心的灾难恢复部署模式，此解决方案展示

了一种适用于相距达 5 毫秒 RTT 延迟的数据中心的创新型双活部署模式。此部署模型
将整个基础架构从灾难恢复解决方案转变成一个真正的灾难避免解决方案，可提供 
24x7 应用程序可用性，消除了单点故障并实现了零 RTO 和 RPO。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可同时在两个位置提供连续可用性和类似本地的性能。 

优势 
这种解决方案通过以下方
式提高了 Oracle 应用程
序的可用性： 

• 消除环境中各层的单点
故障 

• 提供支持零 RPO 和  
RTO 的双活数据中心 

• 自动处理故障 
• 提高硬件和软件资产

的利用率 
– 在双活模式下使

用两个数据中心 
– 在数据中心之间自

动实现负载平衡 
– 零宕机维护 

• 简化 Oracle Extended 
RAC 在远距离群集上的
部署 

• 通过提高基础架构利用率
和自动化故障处理来降低
成本 

• 在第三个站点没有  
Oracle 群集软件 



详细了解 VPLEX 
解决方案 联系 Dell EMC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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