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Chapter 1

解决方案架构的含义

本书是你踏进解决方案架构世界的第一步。通过本书，你将全面了解解决方案架构，
以及如何成为一名解决方案架构师。本章将介绍解决方案架构的含义。解决方案架构是组织
中用于开发解决方案的基础构件。它有助于在复杂组织中创建成功的解决方案，在这类组织
中，产品开发依赖于多个团队。
为了开发出正确的应用程序，第一步应确定解决方案架构，解决方案架构为应用程序
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并规划了稳健的基础构件。解决方案架构不仅要考虑业务需求，还要处理
关键的非功能性需求，如可伸缩性、高可用性、可维护性、性能、安全性等。
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是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合作来设计解决方案架构。他们既要分
析功能性需求，还要定义非功能性需求，这样才能考虑到解决方案的方方面面，并规避风
险。每个解决方案都有多种约束，如成本、预算、时间表、法规监管等，解决方案架构师在
进行设计和技术选型的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因素。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进行概念验证和原型开发以评估各种技术平台，然后采取最佳策
略来实施解决方案。他们会在整个解决方案开发过程中对团队进行指导，并提供上线后的指
导方针，以维护和规模化最终产品。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什么是解决方案架构。

解决方案架构的演进。

解决方案架构的重要性。

解决方案架构的益处。

公有云中解决方案架构的运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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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解决方案架构
如果你向周围的人询问他们对于解决方案架构的定义，可能会得到十几个不同的答案，

而且这些答案可能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人所处的组织结构不同。每个组织都会根据其业务
需求、组织层次和解决方案的复杂程度，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解决方案架构。
简而言之，解决方案架构从战略和战术的视角，对业务解决方案的方方面面进行定义
和展望。解决方案架构不仅仅是软件解决方案，它涵盖了系统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系
统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合规性要求、系统运维、成本和可靠性。图 1-1 展示了解决方案
架构师可以解决的不同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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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解决方案架构环形图

从图 1-1 可以看出，一位好的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解决组织中关于解决方案最常见的问题：
全球分布式团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每个产品都会有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用

户，以及负责满足客户需求的利益相关者团队。通常，软件开发团队会采用在岸 离岸模式，该模式下团队跨时区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并优化项目成本。解决方案
设计需要考虑全球分布式团队结构。
全球合规性要求：当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解决方案时，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其法律和

合规制度，这些都是解决方案需要遵守的。以下是一些示例：
● 美国的联邦风险与授权管理计划（Federal Risk and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Program，
FedRAMP）和国防部云计算安全需求指南（Department of Defense Cloud Computing
Security Requirements Guide，DoD SRG）。

第1章

解决方案架构的含义

3

● 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 澳大利亚的信息安全注册评估师计划（Information Security Registered Assessors Program，
IRAP）。
● 日本的金融业信息系统中心（Center for Financial Industry Information Systems，FISC）。
● 新加坡的多层云安全（Multi-Tier Cloud Security，MTCS）标准。
● 英国的 G-Cloud。
● 德国的 IT-Grundschutz。
● 中国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Multi-Level Protection Scheme，MLPS）3.0。
此外，不同行业的合规性要求也不一样，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001（主
要针对医疗、生命科学、医疗器械以及汽车和航空航天行业）、针对金融行业的支付
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PCI-DSS）、针对
医疗行业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PA）等。解决方案架构在设计阶段就需要考虑这些合规性（更多关于合规性
的内容见第 8 章）。
成本和预算：解决方案架构能够很好地估计项目的总成本，这有助于确定预算。预

算包括资本支出（CapEx），即前期成本，以及运维支出（OpEx），即持续成本。它有
助于管理层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以及其他与许可相关的成本制订整体预算。
解决方案实施组件：解决方案架构预先提供了产品不同实施组件的高层次概述，这

有助于计划执行过程。
业务需求：解决方案架构考虑了所有的业务需求，包括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

它确保业务需求是兼容的，因此可以将它们转化到技术实施阶段，并在利益相关者
之间取得平衡。
IT 基础设施需求：解决方案架构决定了项目执行需要的 IT 基础设施，包括用于计

算、存储、网络等的基础设施。这有助于有效规划 IT 资源。
技术选型：在解决方案设计过程中，解决方案架构师会进行概念验证和原型开发，

考虑企业需求，然后推荐合适的实施技术和工具。解决方案架构的目标是进行内部
自建或者向第三方采购工具，并定义整个组织的软件标准。
终端用户需求：解决方案架构特别关注终端用户的需求，因为他们将是产品的实际

消费者。这有助于发现因产品经理缺乏技术细节而无法捕获的隐藏需求。在实施和
发布的过程中，解决方案架构师会提供标准文档和典型的语言结构，以确保所有的
要求都已满足用户的需求。
解决方案维护：解决方案架构不仅涉及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还需要负责上线后

的活动，例如解决方案的可伸缩性、灾难恢复、卓越运维等。
项目时间表：解决方案架构设计根据每个组件的复杂性布局其细节，通过提供资源

估算和相关风险信息，进一步帮助确定项目里程碑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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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和明确定义的解决方案架构可以在技术解决方案中解决所有业务需求，并确
保交付预期的结果，以满足利益相关者对解决方案的质量、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伸缩性的
期望。
解决方案架构的初始设计可以在售前环节的早期进行构思，比如需求建议书（Request
For Proposal，RFP）或信息请求（Request For Information，RFI），然后再创建原型或进行概
念验证，以发现解决方案存在的任何风险。解决方案架构师还需要确定是构建解决方案还是
采购解决方案。这有助于确定技术选型，同时也要牢记组织内关键的安全性和合规性要求。
创建解决方案架构的两种主要情况如下：
第一种情况是，增强现有应用程序的技术，可能包括硬件更新或软件重构。

第二种情况是，从头创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最适合的技

术来满足业务需求。
然而，在重构现有解决方案时，还需要考虑最小化影响范围，创建最适合当前环境的解决
方案。如果现有解决方案不值得重构，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决定重建以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简而言之，解决方案架构就是要考虑系统的方方面面，勾画出技术愿景，从而提供实
现业务需求的步骤。通过将所有与数据、基础设施、网络和软件应用程序相关的不同部分整
合在一起，解决方案架构可以为复杂环境中的一个或一组项目定义实施方案。一个好的解决
方案架构不仅要满足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还要能解决系统的可伸缩性和长期维护问题。
我们刚刚概述了解决方案架构及其不同方面的内容。下一节将探讨解决方案架构的发
展历程。

1.2

解决方案架构的演进
解决方案架构随着技术的现代化而演进。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高带宽网络

的出现、存储成本的降低，以及计算机的普及，解决方案架构设计与几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
早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多数解决方案设计都专注于提供胖桌面客户端，当系统无法
连接到互联网时，它能够在低带宽的情况下运行并离线工作。
这项技术在近十年不断演进。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开始形成分布式设计，应用程序开始从单体转向现代的 N 层架构，其中前端服务器、应用
服务器和数据库都运行于独立的计算机和存储之上。这些 SOA 主要是通过一种基于 XML
的消息传递协议来实现的，这种协议称为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这主要是遵循客户端 - 服务器的模式来创建服务。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基于微服务的解决方案设计越来越流行，它基于 JavaScript 对象
符号（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JSON）的消息传递和表示层状态转移（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REST）服务。这些 Web API 不需要基于 XML 的 SOAP 来支持其接口，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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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基于 Web 的 HTTP，如 POST、GET、UPDATE、DELETE 等。不同的架构模式详见
第 6 章。
微服务架构解决了敏捷环境中不断变化的需求。在敏捷环境中，任何解决方案的变化
都需要快速地适应和部署。组织必须敏捷才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这迫使解决方案架构
必须更加灵活（与项目发布周期较长的瀑布模型相比）。
基于 Web 的微服务架构是由几乎无限的资源所推动的，这种资源可以从云供应商那里
获得，并且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内进行扩展。由于解决方案架构师和开发人员即使失败也
不会造成任何损失，因此创新、试验和变革变得越来越容易。

1.3

解决方案架构为何如此重要
解决方案架构是整体企业软件解决方案的基础构件，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和需求。随

着项目规模的扩大，团队分布在全球各地。为了奠定长期的、可持续的坚实基础，需要有一
个解决方案架构。
解决方案架构可以解决各种解决方案需求，保持业务上下文的完整性。它指定并记录
了技术平台、应用程序组件、数据需求、资源需求以及许多重要的非功能性需求，如可伸缩
性、可靠性、性能、吞吐量、可用性、安全性和可维护性。
解决方案架构对于任何行业及其解决方案都至关重要。在没有解决方案架构的情况下，
软件开发很可能会面临失败，项目可能会延期、超出预算，并且不能提供足够的功能。通过
创建解决方案架构并运用经验和知识可以极大地改善这种情况，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解决方
案架构师来提供的。它有助于让所有领域的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从非技术性的业务功能到
技术开发），从而避免混乱，确保项目的进度和时间不脱离正轨，并有助于获得最大的投资
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
通常，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与客户合作才能更好地理解需求规格。在解决方案架构师
的角色中，架构师需要具备从技术负责人及专家到业务分析师和项目经理等角色的多种技
能。更多关于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的内容，请见第 2 章。
好的解决方案架构会将需求规格落实到定义明确的解决方案中，这有助于交付并完成
最终产品，并在产品上线后实现顺畅的可维护性。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决方案，每个解决
方案都有其约束。解决方案架构考虑所有的解决方案，并通过创建能够适应所有业务和技术
限制的概念验证，来寻求最佳方案。

1.4

解决方案架构的益处
上一节阐述了解决方案架构的重要性。本节将详细介绍解决方案架构在组织各个方面

的优势，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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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架构的有益属性

从图 1-2 可以看出，好的解决方案架构具有以下属性：
技术价值与需求：解决方案架构决定了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特定的技术选型以及

市场趋势来选择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架构师负责评估组织或项目应该采用哪种技术
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性、可维护性和团队舒适度。
业务目标：解决方案架构设计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适应他们的

需求变更。解决方案架构通过分析市场趋势和实施最佳实践，将业务目标转化为技
术愿景。解决方案架构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满足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苛刻的
和快速变化的业务需求。
目标日期：解决方案架构师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业务团队、客户和开发团队）

持续合作。解决方案架构师定义了流程标准，并为解决方案的开发提供指导。他确
保整体解决方案与业务目标和发布时间表保持一致，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目标日期延
期的可能。
提高投资回报率：解决方案架构决定了投资回报率，并且有助于衡量项目成败。解

决方案架构迫使企业思考如何降低成本并消除浪费，以提高整体投资回报率。
市场机遇：解决方案架构涉及分析和持续评估市场最新趋势的过程。它有助于支持

和推广新产品。
预算和资源配置：为了获得更准确的预算，我们一般建议在估算方面进行适当的投

资。定义明确的解决方案架构有助于了解完成项目所需的资源数量。这有助于更好
地进行预算预测和资源规划。
项目时间表：定义准确的项目时间表对于解决方案的实施非常关键。解决方案架构

师在设计阶段就确定了所需的资源和工作量，这将有助于定义时间表。
现在，你已经对解决方案架构及其益处有了大概的了解。接下来将深入研究解决方案
架构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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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业务需求和交付质量

在产品开发的生命周期中，最具挑战性的阶段是确定需求的性质，特别是当所有的需
求都需要作为高优先级来处理，而且它们一直都在快速变化时。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同一
需求有不同的看法时，这种挑战就更加严峻。例如，业务用户从用户的角度分析页面设计，
而开发人员则从实现的可行性和加载延迟的角度来分析。这就可能造成业务人员和技术人员
之间的需求冲突和误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架构有助于消除分歧，并定义一个所有成
员都能理解的标准。
解决方案架构定义了标准文档并定期更新，该文档可以向非技术利益相关者解释技术
方面的内容。由于解决方案架构的设计横跨组织和不同的团队，它可以帮助发现隐藏的需
求。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确保开发团队了解需求，并维持进度周期。
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架构不仅定义了解决方案设计，还以定性和定量产出的形式定义了
成功标准，以确保交付质量。定性产出可以从用户的反馈（比如他们的情绪分析）中收集，
而定量产出则包括技术方面的延迟、性能、加载时间，以及业务方面的销售数字。持续获得
反馈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是高质量交付的关键，应该在解决方案设计和开发的所有阶段予
以遵循。

1.4.2

选择最佳技术平台

在快速竞争的市场中，最大的挑战是一直使用最好的技术。今天，当在全球拥有众多
可选资源时，就必须非常谨慎地选择技术。解决方案架构设计过程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技术栈的选择对于团队高效实现解决方案起着重要作用。在解决方案架构中，应该采
取不同的策略来选用各种平台、技术和工具。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该对所有的需求进行仔细验
证，然后通过创建产品的工作模型作为原型，用多个参数对结果进行评估和研究，以找到最
适合产品开发的解决方案。
好的解决方案架构通过调查所有可能的架构策略，基于混用的案例、技术、工具和代
码复用，来解决不同工具和技术的深度问题，而这一切都来自多年的经验。最佳平台可以简
化实施过程，然而，正确的技术选型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评估，以及应用程序
的敏捷性、速度和安全性来构建原型，从而实现最佳技术平台的选择。

1.4.3

处理解决方案的约束和问题

任何解决方案都会受到各种约束的制约，并且可能因为复杂性或不可预见的风险而遇
到问题。解决方案架构需要平衡多种制约因素，如资源、技术、成本、质量、上市时间、频
繁变化的需求等。
每个项目都有其特定的目标、需求、预算和时间表。解决方案架构评估所有可能的关
键路径，并分享最佳实践，从而在给定的时间和预算范围内实现项目目标。这是一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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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法，所有的任务都与之前的任务相互依存，为了成功实现项目，所有任务都需要按顺序
执行。一项任务的延迟可能会影响项目的时间表，并有可能导致组织失去发布产品的市场
窗口。
如果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出现问题，项目被延期的概率就会更高。有时，遇到的问题会
是技术或解决方案环境的局限性造成的。对于经过深思熟虑获得的解决方案架构，最常见的
问题一般与非功能性需求有关。对于产品开发生命周期，资源和预算是有帮助的。
解决方案架构师通过深入研究项目的每一个组件来推动项目的进展。他们会找到开箱
即用的方法来解决项目的问题，并准备一个备份计划，以防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他们通
过选用最佳实践和平衡约束来评估执行项目的最佳可行方案。

1.4.4

协助资源和成本管理

在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总是存在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了解开发人员将花费多少时间
来修复一个 bug 是非常烦琐的。好的解决方案架构通过在优先级、不同的通信服务和每个组
件的细节方面为开发人员提供所需的指导，从而控制成本和预算并减少不确定性。
解决方案架构还创建了用于使系统保持最新状态的文档、部署图、软件补丁及版本，
并通过施行运行手册来解决经常出现的问题和业务连续性流程。它还通过考虑可扩展性、可
伸缩性以及其他对开发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因素，来解决间接影响解决方案构建成本的
问题。

1.4.5

管理解决方案交付和项目生命周期

在解决方案架构的初始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规划。解决方案架构从战略角度出发，在
逐步推进解决方案实施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技术实现投入。
解决方案架构确保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交付，并影响整个项目生命周期。它为项目生
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定义了标准，并确保该标准在整个组织中得到应用，以便在实施推进过程
中处理其他依赖项。
解决方案架构考虑的是项目的整体视图，不断同步其他依赖项，如安全性、合规性、
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和支持，以便根据需要将它们纳入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

1.4.6

解决非功能性需求

在通常情况下，你必须处理应用程序中的非功能性需求（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
NFR）。为了项目的成功，解决它们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们对整个项目和解决方案具有更
广泛的影响。这些 NFR 可以决定用户群组建的成败，并处理方案中关键方面的问题，例如
安全性、可用性、延迟问题、维护、日志、隐藏机密信息、性能问题、可靠性、可维护性、
可伸缩性、易用性等。如果不及时考虑这些问题，就会影响项目的交付。
图 1-3 显示了一些最常见的 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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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3 可以看出，NFR 包括解决方案架构的以下属性（根据项目的不同，可以有更多
的 NFR）：
灾难恢复：确保在意外事件发生时，解决

方案能够正常启动、运行。

၎ᴬઐߛ

安全性与合规性：为解决方案设置安全网，

使其免受外部攻击，如病毒、恶意软件等。
同时，通过满足合规性要求确保解决方案

ࢭҥ̷
ן

符合当地和行业法规。
高可用性：确保解决方案始终处于运行状态。

可伸缩性：确保解决方案能够在需求增加

的情况下处理额外的负载。
应用程序性能：确保应用程序按照用户的


ᵠԵᗲ
ᵅໂ

Ṇᇁ

期望加载，并且没有太多的延迟。
网络和请求响应延迟：应用程序上执行的


ϡᔠ

任何活动都应在适当的时间内完成，不应
超时。
第 3 章将更深入地介绍以上属性。解决方案

ᇁ
ᗲ

架构定义了产品开发的初始框架和解决方案的基础
构件。在建立解决方案时，架构、质量和客户满意
度始终是重点。解决方案架构需要通过概念验证来
持续构建，并不断进行探索和测试，直到达到预期

ᔵᓗحໂ
ٕ৪

的质量。

1.5

公有云中的解决方案架构

图 1-3

解决方案架构的非功能性属性

如今，云上的解决方案架构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应用程序解决方案的未来。云计算架
构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端到端查看所有的架构组件，包括前端平台、应用程序开发平台、
服务器、存储、数据库、自动化、交付，以及管理整个解决方案环境所需的网络。
在讨论云上的解决方案架构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公有云，以及它是如何成为一个
更加重要、更有驱动力的技术平台的。

1.5.1

什么是公有云

公有云是在标准计算模式的基础上，服务提供商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虚拟机、应用
程序、存储等资源。公有云服务提供的是一种按需付费模式。
在云计算模式中，公有云供应商按需提供服务器、数据库、网络、存储等 IT 资源，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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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通过基于 Web 的安全接口或互联网上的应用程序来使用这些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
客户只需为使用期间所申请的服务付费，这样通过优化 IT 资源，减少闲置时间，就可以为
客户节约成本。
可以用供电模式来解释公有云的概念：打开灯，只需按单位用电量支付电费，只要关
闭灯，就无须支付电费。这种模式将你从复杂的发电过程中解脱出来，不必使用涡轮机，不
用考虑维护设施的资源、大型基础设施设置，就可以以一种简化的方式使用整个服务。

1.5.2

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

本节将概述不同类型的云计算部署模型，更多细节见第 5 章。
私有云（本地环境）归属于拥有并访问它的单一组织。私有云可看作公司现有数据中心
的副本或扩展。通常情况下，公有云具有共享租约，这意味着来自多个客户的虚拟服务器共
享同一台物理服务器，但是，出于许可或合规性的需要，它们会向客户提供专用的物理服务
器。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微软 Azure 或谷歌云平台（GCP）等公有云创建了一个庞大的
IT 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互联网以按需付费模式使用。
混合云通常用于那些将工作负载从企业内部转移到云上的大型企业，它们可能仍然拥
有无法直接迁移到云的遗留应用程序，或者有需要留在本地的特许应用程序，又或者因合规
性而需要在本地保护数据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混合模式就会很有帮助，企业必须在本地
维护部分环境，并将其他应用程序迁移到公有云。有时，企业会将测试和开发环境移至公有
云，并将生产环境保留在本地。混合模式可以根据组织的云战略而有所不同。

1.5.3

公有云架构

按照典型的定义，公有云是完全虚拟化的环境，它既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也可以通
过专用网络线路访问。然而，如今公有云供应商也开始提供本地物理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
采用混合云。公有云提供了一种多租户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存储和计算等 IT 基础设施由
多个客户共享，但是，它们在软件和逻辑网络层面上是隔离的，并且不会相互干扰对方的工
作负载。在公有云中，通过建立网络层面的隔离，企业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私有云，这相当
于逻辑数据中心。
公有云存储通过使用多个数据中心创建的冗余模型以及强大的数据复制，实现了高持
久性和高可用性。这使它们实现了架构的韧性并易于伸缩。
云计算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如图 1-4 所示。
从图 1-4 可以看到本地环境下客户责任与云计算服务模式下客户责任的对比。在本地环
境下，客户必须管理一切，而在云计算模式下，客户可以将责任转移给供应商，只专注于自
己的业务需求。以下是不同云计算模式提供的高级服务：
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在 IaaS 模式下，供应商以托管

服务的方式提供基础设施资源，如计算服务器、网络组件和数据存储空间。它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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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使用 IT 资源，而不用担心处理数据中心的开销，如加热和冷却、机架和堆叠、
物理安全等。
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PaaS 模式增加了一层服务，供应商负

责 开 发 平 台 所 需 的 资 源， 如 操 作 系 统、 软 件 维 护、 补 丁 等， 以 及 基 础 设 施 资 源。
PaaS 模式通过代替客户承担所有的平台维护负担，让团队专注于编写业务逻辑和处
理数据。
软 件 即 服 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SaaS 模 式 在 PaaS 和 IaaS 模 式 的 基 础

上又增加了一个抽象层，即供应商提供现成的软件，而你为服务付费。例如，使用
Gmail、雅虎邮箱、AOL 等电子邮件服务时，你可以获得自己的电子邮件空间，而
不必考虑底层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
第四种新兴的模式是函数即服务（Function as a Service，FaaS）模式，它在使用包括
AWS Lambda 在内的服务构建无服务器架构（见第 6 章）的过程中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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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1.5.4

Г௺ړГ

云计算模式的类型

公有云供应商和云服务产品

IT 行业有多个公有云供应商，主要有 AWS、GCP、Azure 和阿里云。这些供应商提供
了一系列服务，从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应用程序开发到大数据分析、AI/ML 等都
有涉及。
从图 1-5 所示的 AWS 控制台的屏幕截图可以看到在多个领域提供的 100 多项服务。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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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显示的 EC2（即 Amazon Elastic Cloud Compute）服务可以让你在几分钟内在 AWS 中启动
虚拟机。

图 1-5

AWS 控制台和服务

公有云供应商不仅提供基础设施，还为分析、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开发、电
子邮件、安全、监控、告警等领域的一系列服务提供便利。通过公有云，开发团队可以更方
便地访问各种不同的技术，这有助于推动创新，缩短产品发布的时间。

1.6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以行业标准和简化方式对解决方案架构的定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认识

到了解决方案架构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帮助组织取得更显著的成果，并使其投资回报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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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本章帮助你了解拥有解决方案架构的优势，以及它如何在解决方案设计和实施的不同
方面提供帮助。
总而言之，解决方案架构是复杂组织中的基石，用于解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
建立标准以弥补业务需求和技术解决方案之间的差距。好的解决方案架构不仅可以解决功能
性需求，还能长期考虑并满足非功能性需求，如可伸缩性、性能、韧性、高可用性、灾难恢
复等。解决方案架构可以找到最优解决方案，以适应成本、资源、时间表、安全性和合规性
等方面的限制。
本章的后半部分探讨了云计算的基础知识、云环境中的解决方案架构，以及主要的公
有云供应商及其服务产品。这也可以帮助你了解对于不同云计算模式（如 IaaS、PaaS、SaaS
等）以及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的云计算部署模式的概述。最后，本章简要介绍了解决方
案架构设计的发展。
下一章将详细介绍解决方案架构角色的相关内容，包括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该角色在解决方案架构方面的职责，以及他们如何适应组织结构和敏捷环境。

Chapter 2

第2章

组织中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解决方案架构师了解组织的需求和目标。通常，解决方案架构师会参与团队的工作。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流程、团队和组织管理都会影响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及其工作。在本章
中，我们将学习和理解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角色，以及解决方案架构师如何适应组织并发挥作
用。之后，再去了解各种类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以及他们如何在组织中共存。根据项目的复
杂性，可能需要一位通才型解决方案架构师和其他专业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本章将详细介绍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以及它如何影响组织的成功。解决方案架构师
身兼数职，业务主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经验和决策来理解技术愿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解决方案和软件开发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瀑布式方法
发展到了适应敏捷环境的敏捷方法，解决方案架构师正需要采用这种敏捷方法。本章将详细
介绍敏捷方法与迭代方法，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该采取这些方法来实现解决方案交付的持续改
进。总的来说，敏捷思维对于解决方案架构师来说非常重要。
除了解决方案设计外，解决方案架构师还需要处理各种约束，以评估风险并规划应对
方案。另外，质量管理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整个解决方案的生命周期（从需求收
集、解决方案设计、解决方案实施到测试和发布）中，解决方案架构师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
在应用发布后，解决方案架构师也需要定期参与相关事务，以确保解决方案的可伸缩
性、高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对于更广泛的消费类产品，解决方案架构师还需要与销售团队合
作，通过在各种论坛上发布内容和公开演讲，成为产品的技术布道者。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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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

敏捷组织中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2.1

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的类型
第 1 章介绍了解决方案架构以及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解决方案策略。现在，我们来

了解一下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角色。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可以不需要解
决方案架构师，但对于大型项目，应该配有专门的解决方案架构师。方案的成败就取决于解
决方案架构师。
始终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为团队做架构决策，并推动团队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有时候，
根据项目的规模，需要在团队中配备多个解决方案架构师。
图 2-1 描述了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展示了他们在组织中所承担的不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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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1 可以看出，组织可以有多种类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分为
通才型与专业型。通才型解决方案架构师的知识广度涉及众多技术领域。专业型解决方案架
构师则在其专业领域（如大数据、安全性和网络）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通才型解决方案架构
师与专业型解决方案架构师合作才能实现项目的需求并满足相应的复杂性。
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角色因组织而异，有各种与解决方案架构师相关的职位，最常见的
是通才型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他们的侧重点如下：
企业解决方案架构师：

● 组织战略。
● 业务架构。
解决方案架构师：

● 解决方案设计。
● 解决方案集成。
技术架构师：

● 软件设计。
● 软件开发。
云架构师：

● 云战略。
● 云迁移。
架构师布道者：

● 平台选用。
● 技术内容。
可能还有其他头衔（如应用架构师和软件架构师），这取决于组织的结构。
专业型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角色如下：
基础设施架构师：

● IT 基础设施设计。
● 软件标准化与补丁。
网络架构师：

● 网络设计。
● IT 网络策略与运维。
数据架构师：

● 数据工程与分析。
● 数据科学与智能。
安全架构师：

● 网络安全。
● IT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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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Ops 架构师：

● IT 自动化。
● 持续集成与持续部署（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Continuous Deployment，CI/CD）。
可 能 还 有 其 他 类 型 的 专 业 型 解 决 方 案 架 构 师， 如 迁 移 架 构 师 和 存 储 架 构 师， 这 同
样取决于组织的结构。根据项目和组织的复杂性，一个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承担多个角
色，不同解决方案架构师承担的职责可能有重叠。接下来将介绍更多关于架构师角色的
信息。

2.1.1

企业解决方案架构师

你是否考虑过信息技术行业的产品是如何推出的？这就是企业解决方案角色的作用，
它们定义了最佳实践、文化和合适的技术。企业架构师与利益相关者、领域专家及管理层密
切合作，制定组织的 IT 战略，并确保 IT 战略和业务战略保持一致。
企业架构师负责整个组织的解决方案设计，与股东和领导层一起制订长期计划和解决
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确立公司应该使用哪些技术，并确保公司使用这些技术时保
持其一致性和完整性。
企业架构师职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定义业务架构。某些组织可能会将业务架构师作
为一种职位头衔。业务架构是组织战略与战略成功实施之间的桥梁。它有助于将战略转化为
可执行的行动项，并将其带入战术层面实施。
总体而言，在为成功实现企业愿景而在组织层面定义标准时，企业架构师需要与公司
的愿景和使命保持一致。

2.1.2

解决方案架构师

本书以一种比较通用的方式来探讨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角色。不过，根据组织的结构，
解决方案架构师往往会有不同的头衔，例如，企业解决方案架构师、软件架构师或技术架构
师。本节将研究一些与不同头衔相关的独特属性。然而，根据组织的结构，解决方案架构师
的职责可能会重叠。
关于如何组织和交付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架构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解决方案架
构师设计整体系统，以及不同的系统如何在不同的组别中集成。解决方案架构师通过与业务
利益相关者合作来定义预期的结果，并让技术团队对交付目标有清晰的理解。
解决方案架构师连接着组织中的各点，并确保不同团队之间的一致性，以避免在最后
时刻出现意外情况。解决方案架构师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都参与，并定义监控和告警机
制，以确保产品发布后的平稳运维。解决方案架构师在项目管理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提供
有关资源、成本和时间表估算的建议。
总的来说，与企业架构师相比，解决方案架构师参与战术层面的工作。有时，如果需
要更具战略性的参与，解决方案架构师就会充当企业架构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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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技术架构师

技术架构师也可以称为应用架构师或软件架构师，负责软件的设计和开发。技术架构
师在工程方面与组织合作，更侧重于定义团队软件开发的技术细节。他们跨组织工作，以了
解集成如何与软件模块的其他部分一起工作，这些模块可能是由其他团队负责的。
技术架构师可以处理 API 设计的细节，并定义 API 性能和可伸缩性。他们确保软件的
开发符合组织的标准，并且可以轻松地与其他组件集成。
技术架构师是工程团队相关技术问题的联络人，有能力根据需要对系统进行故障排除。
对于小型软件开发项目，可能不会专门配备技术架构师，因为高级工程师就可以担任该角色
进行软件架构设计。
技术架构师指导并支持软件工程团队，与他们紧密合作，解决由于跨团队集成或业务
需求所产生的任何阻碍。

2.1.4

云架构师

云架构师这个角色在过去十年中可能还没有出现，但是随着云在企业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该角色也是现今需求很高的一个角色。云架构师规划和设计云环境，并负责部署和管
理公司的云计算策略。云架构师为云服务提供广度和深度，并可以定义云原生设计。
正如 1.5 节所讲述的那样，云的使用是当前的一大趋势，企业迁移至公有云已经成为一
种常态。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微软 Azure 和谷歌云平台等主要的云供应商正在通过软
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等产品帮助客户以指数级
速度采用云平台。更多关于云架构的内容见第 5 章。
有许多企业希望将现有的工作负载迁移到云上，以利用其可伸缩性、易操作性和价格
优势。云架构师能够制定云迁移策略，并开发混合云架构。云架构师可以建议内部应用程序
如何连接到云，以及不同的传统产品如何适应云环境。
对于初创企业和刚涉足云领域的企业，云架构师可以帮助它们设计云原生架构，该架
构针对云进行了更多优化，并充分使用了云提供的功能。云原生架构往往采用按需付费模
式，以优化成本并利用云上的自动化能力。
现在，云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云架构师则是企业希望通过加快创新
和自动化步伐在这个时代取得成功的必备角色。

2.1.5

架构师布道者

架构师布道者也被称为技术布道者，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角色。这是一种新的营销模式，
尤其是在需要提高复杂解决方案平台的采用率时。人们总是希望听取专家的意见，因为专
家往往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并且有能力回答各种疑问，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做出明智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架构师布道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他们正是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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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架构师布道者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设计架构，从而解决客户的痛点，帮助客户获得成功。
布道者可以成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值得信赖的顾问。架构师布道者对架构问题、概念和市场趋
势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有助于确保平台采用率，并通过占领市场来显示收入增长。
为了提高整体目标受众的平台采用率，架构师布道者会撰写公开内容，如博客、白皮
书和文章。他们会在行业峰会、技术讲座和会议等公共平台上发表演讲。他们还会举办技术
研讨会并发布教程，以传播平台的信息。因此，解决方案架构师必须拥有出色的书面和口头
沟通能力，解决方案架构师往往会把技术传播作为自己的一项额外责任。

2.1.6

基础设施架构师

基础设施架构师是专业型架构师，主要致力于企业 IT 基础设施设计、安全防护和数据
中心运维。他们与解决方案架构师紧密合作，以确保组织的基础设施战略与其整体业务需求
相一致，并通过分析系统需求和现有环境来规划适当的资源能力来满足需求。他们能帮助减
少用于运维支出的资本支出，以提高组织效率和投资回报率。
基础设施架构师是组织的骨干，因为他们对从存储服务器到单个工作区的整体 IT 资源
进行定义和规划。基础设施架构师为采购和设置 IT 基础设施制订详细计划。他们定义了整
个组织的软件标准、软件补丁和软件更新计划系统。基础设施架构师负责基础设施的安全，
并确保所有环境都受到保护，避免不必要的病毒攻击。他们还就灾难恢复和系统备份进行了
筹划，以确保业务运营持续运行。
在大多数电子商务企业中，基础设施架构师的工作变得颇具挑战性，因为他们需要为
销售旺季（如美国的感恩节、加拿大和英国的节礼日、印度的排灯节等）做好计划，大多数
消费者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购物。他们需要准备足够的服务器和存储容量来应对旺季，因为旺
季的工作量可能是平时的 10 倍，这样就会增加成本。但是旺季过后，系统将在一年中的大
部分时间里处于闲置状态。因此，他们需要同时就成本优化和良好用户体验进行规划，这也
是他们会使用云来实现额外容量和按需扩展以降低成本的原因之一。他们需要确保系统在支
撑新的专业能力时被有效利用。
总的来说，基础设施架构师需要对数据中心的运维和所涉及的组件，如加热、冷却、
安全、机架和堆叠、服务器、存储、备份、软件安装和补丁、负载均衡器和虚拟化，有充分
的理解。

2.1.7

网络架构师

你是否考虑过，如何将拥有多个办公地点或商店的大型企业连接在一起？这时候，网
络架构师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们负责协调组织的网络通信策略，建立 IT 资源之间的通
信，从而为 IT 基础设施赋予活力。
网络架构师负责设计计算机网络、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广域网（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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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Network，WAN）、互联网、内部网和其他通信系统。他们管理组织信息和网络系统，
确保为用户提供低延迟和高性能的网络，以提高用户生产力。他们使用虚拟专用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VPN）连接，在用户工作区和内部网络之间建立安全连接。
网络架构师与基础设施架构师密切合作（有时你会发现这两个角色是重叠的），以确保
所有 IT 基础设施都相互连接。他们常与安全团队合作，设计组织的防火墙，以防止非法攻
击。他们负责通过数据包监控、端口扫描以及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IDS）和入侵防御系统（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PS）来监控和保护网络。更多关于
IDS/IPS 的内容见第 8 章。
总体而言，网络架构师需要对网络策略、网络运维、使用 VPN 的安全连接、防火墙配
置、网络拓扑、负载均衡配置、DNS 路由、IT 基础设施连接等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2.1.8

数据架构师

任何解决方案的设计都是围绕数据展开的，并且通常都涉及数据的存储、更新和访问，
无论这些数据是关于客户的还是关于产品的。随着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数据飞快地增
长，对数据架构师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过去的十年里，数据的增长呈指数级上升，不久
前，1GB 的数据就被认为是较大的数据，但现在，100TB 的数据司空见惯，一个平常的计
算机硬盘就有 1TB。
传统上，数据通常以关系型的结构化方式存储。现在，大多数数据都是以非结构化的
格式存储，这些数据通常来源于社交媒体、物联网（IoT）和应用程序日志等。企业需要存
储、处理和分析数据以获得有用信息，于是数据架构师应运而生。
数据架构师定义一套规则、策略、标准和模型，用于管理组织数据库中使用和收集的
数据类型。他们设计、创建和管理组织中的数据架构。数据架构师开发数据模型并设计数据
湖，以捕获业务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并实现数据转换。他们
确保整个组织的数据性能和数据质量保持一致。
数据架构师的主要客户如下：
使用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工具进行数据可视化的业务主管。

使用数据仓库以获得更多数据洞见的业务分析师。

使用提取、转换和加载（Extract，Transform，Load，ETL）进行数据整理的数据工

程师。
使用机器学习的数据科学家。

管理应用程序数据的开发团队。

为了满足组织需求，数据架构师负责以下工作：
数据库技术选型。

用于应用程序开发的关系型数据库模式。

用于数据分析和 BI 工具的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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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心化数据存储的数据湖。

数据集市设计。

机器学习工具。

数据安全和加密。

数据合规性。

更多关于数据架构的知识见第 13 章。总而言之，数据架构师需要了解不同的数据库技
术、BI 工具、数据安全性和加密技术，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2.1.9

安全架构师

安全应当是任何组织的头等大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久负盛誉的大型组织因为安全漏
洞而导致破产。安全事故不仅会让组织失去客户的信任，而且会因此遭遇法律纠纷。各种
行业合规性认证都是为了确保组织和客户数据的安全而制订的，比如组织安全（SOC2）、
金 融 数 据（PCI） 和 医 疗 数 据（HIPPA）， 公 司 必 须 根 据 其 应 用 程 序 的 性 质 来 遵 守 这 些
规定。
考虑到安全的关键性，组织需要为其项目研究和设计最强大的安全架构，这就需要安
全架构师。安全架构师与所有团队和解决方案架构师密切合作，以确保安全的最高优先级。
安全架构师的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对组织中网络和计算机的安全进行设计并部署实施。

了解公司的技术和信息系统，保障组织中计算机的安全。

通过各种设置保障公司网络和网站的安全。

规划漏洞测试、风险分析和安全审计。

检视并审核防火墙、VPN 和路由器的安装，并对服务器进行扫描。

测试最终的安全流程，并确保其按预期工作。

为安全团队提供技术指导。

确保应用程序符合所需的行业标准。

通过必要的可访问性和加密控制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安全架构师需要使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来了解、设计并指导与数据、网络、基础设施和
应用程序安全相关的各个方面。更多关于安全性和合规性的内容见第 8 章。

2.1.10

DevOps 架构师

当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出现人为错误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导致额外的
工作、成本的增加、质量的降低。自动化是避免故障并提高系统整体效率的最佳方式。现
如今，自动化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如果想变得敏捷且行动更快，自动化不可
或缺。
自动化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无论是测试和部署应用程序，还是启动基础设施，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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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保安全性。自动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DevOps 架构师可以让一切都实现自动化。
DevOps 是实践和工具的组合，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交付应用程序。
这样可以使组织更好地服务于客户，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在 DevOps 中，模型开发
团队和运维团队同步合作。对于软件应用程序，DevOps 架构师定义了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
（CI/CD）。在开发团队将其代码变更合并到中央存储库之前，CI 将进行自动构建并执行测
试。CD 扩展了持续集成，在构建和测试阶段后将所有代码更改部署到生产环境。
DevOps 架构师将基础设施的部署自动化，即所谓的基础设施即代码，这在云环境中非
常普遍。DevOps 可以利用 Chef 和 Puppet 等工具进行指令性自动化，如果工作负载在云环
境中，则可以使用云原生工具。基础设施自动化为开发团队的实验提供了极好的灵活性，并
使运维团队能够创建副本环境。
为了平稳的运维，DevOps 架构师规划了监控和告警机制，并在出现问题或任何重大更
改时进行自动化的通信。任何安全事件、部署故障或基础设施故障都可以被自动监控，并且
在需要时通过移动设备或电子邮件向相应团队发出告警。
DevOps 架构师还为灾难恢复规划了不同的部署方式。组织恢复点目标（Recovery Point
Objective，RPO）是指组织可以容忍的数据丢失量。恢复时间目标（Recovery Time Objective，
RTO）表明应用程序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来恢复并重新开始运行。更多关于 DevOps 的内容见
第 12 章。

2.2

理解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
上一节介绍了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角色、组织中不同类型的架构师，以及他们如何共存。

本节将探讨更多关于解决方案架构师职责的详细信息。解决方案架构师是技术领导者，也是
面向客户的角色，承担了许多职责。解决方案架构师的主要职责是将组织的业务愿景转化为
技术解决方案，并作为企业和技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络人。解决方案架构师利用广泛的技
术专长和业务经验来确保解决方案的成功交付。
根据组织的性质，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可能略有不同。通常情况下，在咨询机构中，
解决方案架构师可能专门负责特定的项目和客户，而在产品型机构中，解决方案架构师可能
会与多个客户合作，对他们进行产品培训，并检视他们的解决方案设计。总的来说，解决方
案架构师主要承担的职责如图 2-2 所示。
从图 2-2 可以看出，解决方案架构师承担着各种重要职责。接下来将详细介绍解决方案
架构师职责的各个方面。

2.2.1

分析用户需求

业务需求是解决方案设计的核心，并且在项目启动时，它们就以原始术语进行了定义。
一开始就必须让不同的团队参与进来，其中就包括有识别需求技术能力的团队。业务利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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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者定义需求，当涉及技术演进路线时，还需要进行多次调整。为了节省工作量，在定义用
户需求文档时，有必要让解决方案架构师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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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模型

解决方案架构师设计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影响整体的业务产出。这使需求分析成了解决
方案架构师应该具备的关键技能。好的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具备业务分析师的技能以及与不
同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能力。
解决方案架构师具有广泛的业务经验。他们不仅是技术专家，而且对业务领域也有很
深入的理解。他们要与产品经理和其他业务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以了解需求的各个方面。
优秀的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帮助产品团队发现隐藏的需求，这些需求可能是非技术利益相关
者从整体解决方案的角度无法考虑的。

2.2.2

定义非功能性需求

对用户和客户来说，非功能性需求（Non-Functional Requirement，NFR）可能并不直
观，但它们的缺失可能对整体的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业务的开展。NFR 包括系
统的关键方面，如性能、延迟、伸缩性、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最常见的非功能性需求如
图 2-3 所示。图 2-3 显示了以下 NFR，供参考：
性能：

● 用户的应用程序加载时间是多长？
● 如何处理网络延迟？

24

解决方案架构师修炼之道

ᗲ
ࢭҥ̷
ן

ಽᇁ



ᵠԵᗲ
ᵅໂ

ϡᔠ

ᇁ

ઐߛ

ᓭ
ᵡ

图 2-3

解决方案设计中的 NFR

安全性与合规性：

● 如何保护应用程序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
● 如何保护应用程序免受恶意攻击？
● 如何满足当地法律和审计要求？
可恢复性：

● 如何从停机中恢复应用程序？
● 如何在发生停机时最大限度地缩短恢复时间？
● 如何恢复丢失的数据？
可维护性：

● 如何确保应用程序监控和告警？
● 如何确保应用程序支持？
可靠性：

● 如何确保应用程序的性能稳定？
● 如何检查和排除故障？
可用性：

● 如何确保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 如何使应用程序具有容错性？
可伸缩性：

● 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
● 如何实现良好的规模，以应对利用率的突然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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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性：

● 如何简化应用程序的用法？
● 如何实现无缝的用户体验？
然而，根据项目的性质，可能会存在仅适用于该项目的 NFR（例如，呼叫中心解决方
案的语音清晰度）。第 3 章将对这些属性做进一步的介绍。
解决方案架构师从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开始参与项目了，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通过衡量组
织中各个团队的需求来设计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确保跨系统组件和需求的解决方
案设计的一致性。解决方案架构师负责定义跨组织的团队和不同组件的 NFR，因为他们要
确保解决方案的易用性得到全面实现。
NFR 是解决方案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当团队过于关注业务需求时，NFR 往往
会被忽略，这可能会影响用户体验。好的解决方案架构师的主要责任是传达 NFR 的重要性，
并确保它们作为解决方案交付的一部分得到实施。

2.2.3

与利益相关者的接触与合作

利益相关者可以是与项目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任何人。除了客户和用户外，还可
能是项目开发、销售、市场营销、基础设施、网络、支持团队或项目出资团队。
利益相关者可以在项目的内部，也可以在项目外部。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项目团队、
赞助商、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供应商、生产商、合作伙伴、股
东、审计人员和政府。
通常情况下，利益相关者根据其环境对同一业务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开发人
员可能会从编码的角度来看待业务需求，而审计师可能会从合规性和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待。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与所有技术和非技术利益相关者协作。
他们拥有出色的沟通能力和谈判技巧，这有助于找出解决方案的最佳路径，同时让每
个人都参与其中。解决方案架构师作为技术资源和非技术资源之间的联络人，填补了沟通落
差。通常，业务人员和技术团队之间的沟通落差会成为失败的原因。业务人员试图更多地从
特性和功能的角度来看问题，而开发团队则努力构建一个技术上更兼容的解决方案，有时可
能会倾向于项目的非功能性方面。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确保两个团队的观点一致，同时确保建议的功能和技术方案的兼
容性。他们根据需要对技术团队进行指导和引导，并将自己的观点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理解。

2.2.4

处理各种架构约束

架构约束是解决方案设计中最具挑战性的属性之一。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仔细管理架
构约束，并能够在它们之间进行协调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通常，这些约束是相互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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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某种约束可能会放大其他约束。最常见的约束如图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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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解决方案设计中的架构约束

解决方案设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应用程序的以下属性：
成本：

● 有多少资金可以用于解决方案的实施？
● 预期的投资回报率（ROI）是多少？
质量：

● 结果与功能性及非功能性需求的匹配程度如何？
● 如何确保和跟踪解决方案的质量？
时间：

● 什么时候应当交付产出？
● 时间上是否灵活？
范围：

● 确切的期望是什么？
● 需求差距需要如何处理和适应？
技术：

● 可以利用什么技术？
● 对比传统技术，使用新技术能提供什么灵活性？
● 应该由公司自建还是从供应商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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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 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
● 如何降低风险？
● 利益相关者的风险容忍度是多少？
资源：

● 完成解决方案的交付需要哪些资源？
● 谁将负责解决方案的实施？
合规性：

● 可能影响解决方案的当地法律要求是什么？
● 审计和认证要求是什么？
可能会有更多与项目相关的具体约束，比如，由于政府监管需要将数据存储在某一区
域，或者出于安全考虑而选择自建。处理约束可能会非常棘手。通过减少资源来节约成本，
可能会影响交付时间表。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进度可能会影响质量，而质量又会因为不必要的 bug 修复而
增加成本。所以，在成本、质量、时间和范围之间找到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范围蔓延是
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之一，因为它会对所有其他约束产生负面影响，并增加解决方案交付的
风险。
解决方案架构师必须了解每个约束的所有方面，并能够识别任何由此而产生的风险，
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必须将风险缓解计划落实到位，并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处理范围蔓
延对项目的按时交付有很大帮助。

2.2.5

技术选型

技术选型最能体现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的关键性和复杂性。现在可用的技术种类繁多，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为解决方案确定适合的技术。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在技术层面具备广度
和深度，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因为所选择的技术栈会影响产品的整体交付。
每个问题都可能有多种解决方案和一系列可用的技术。为了做出正确的选择，解决方
案架构师需要牢记功能性需求和非功能性需求，并在创建技术决策时定义选择标准。所选择
的技术需要考虑不同的维度，无论目标是与其他框架和 API 集成的能力，还是满足性能要
求和安全需求的能力。
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该能够选择不仅能满足当前需求，还可以根据未来需求进行扩展的
技术。

2.2.6

概念验证和原型开发

创建原型可能是作为解决方案架构师最有趣的部分。为了选择一个经过验证的技术，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在各种技术栈中开发概念验证（Proof Of Concept，POC），以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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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适合解决方案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
开发 POC 的思路是实现关键功能的一部分来评估技术，这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其能力来
决定技术栈。它的生命周期很短，并且仅限于由团队或组织内的专家进行评审。解决方案设
计 POC 是指解决方案架构师试图弄清楚解决方案的基础构件。
在使用 POC 评估多个平台后，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继续对技术栈进行原型设计。开发
原型是出于演示的目的，将其呈现给客户，以便可以获得资金。POC 和原型设计绝不是可
以投入生产的，解决方案架构师构建的功能有限，但足以验证解决方案开发中具有挑战性的
某个方面。

2.2.7

设计解决方案并持续交付

解决方案架构师在了解功能性需求、非功能性需求、解决方案约束和技术选型等不同
方面后，着手进行解决方案设计。在敏捷环境中，这将是一种迭代的方法，其中的需求可能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并且需要适应解决方案设计。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设计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应该具有健壮的基础构
件，并且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变化。但是，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谨慎对待需求的剧烈变
化，并实施风险缓解计划。
对于面向未来的设计，可以参考基于 RESTful API 的松耦合微服务架构。这类架构可以
扩展以满足新的需求，并且更易于集成。更多关于不同架构设计的内容见第 6 章。
图 2-5 所示的流程图显示了解决方案交付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架构师参与了解决方案设
计和交付的所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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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解决方案交付生命周期

解决方案交付生命周期包括以下内容：
业务需求和愿景：解决方案架构师与业务利益相关者合作，以理解他们的愿景。

需求分析和技术愿景：解决方案架构师分析需求并定义技术愿景，以执行业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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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设计和推荐：解决方案架构师通过开发 POC 和展示原型进行技术选型。

解决方案设计：解决方案架构师根据组织的标准，并与其他相关团体协作设计解决

方案。
开发：解决方案架构师与开发团队合作开发解决方案，并作为桥梁连接业务和技术

团队。
集成与测试：解决方案架构师要确保最终的解决方案能够按照预期满足所有功能性

和非功能性需求。
实现：解决方案架构师与开发和部署团队合作，以确保方案顺利地实现，并在团队

遇到障碍时提供指导。
运营和维护：解决方案架构师确保日志和监控到位，并根据需要指导团队进行扩展

和灾难恢复。
然而，整个生命周期是一个迭代的过程。一旦应用程序投入生产，客户开始使用，就
可能会从客户反馈中发现更多的需求，这将推动产品愿景的长远优化。
解决方案架构师在解决方案设计过程中拥有主导权，他们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记录解决方案标准。

定义高层次设计。

定义跨系统集成。

定义解决方案的不同阶段。

定义实施方案。

定义监控与告警的方案。

记录设计选型的利弊。

记录审计与合规性要求。

解决方案架构师不仅仅负责解决方案的设计，他们还帮助项目经理进行资源和成本估
算，定义项目的时间表和里程碑、项目的发布及其支持计划。解决方案架构师的工作贯穿解
决方案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从设计到交付及发布都有参与。解决方案架构师通过提供专业
知识和对项目广泛的了解，帮助开发团队克服重重障碍和壁垒。

2.2.8

确保发布后的可操作性和可维护性

解决方案发布后，解决方案架构师会在产品可操作性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了
应对不断增长的用户群和产品利用率，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该知道如何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前
提下，对产品进行扩展以满足需求，同时确保高可用性。
在诸如停机之类的突发事件中，解决方案架构将指导如何执行灾难恢复计划，以保证
业务流程的延续。解决方案架构满足组织恢复点目标（RPO）和恢复时间目标（RTO）。RPO
是指组织能够容忍的数据丢失量，即在停机期间丢失的数据量，例如，15 分钟的数据丢失。
RTO 是指系统重新启动并运行所需的时间。更多关于 RTO 和 RPO 的信息见第 12 章。

30

解决方案架构师修炼之道

在 因 需 求 增 加 而 导 致 性 能 问 题 时， 解 决 方 案 架 构 师 会 水 平 伸 缩 系 统 以 缓 解 应 用 程
序瓶颈，或垂直伸缩以缓解数据库瓶颈。更多关于不同扩展机制和自我修复的信息见第
9 章。
解决方案架构师会计划让现有产品能够适应因使用模式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任何新需
求。他们可以根据监控到的用户行为，对非功能性需求进行修改，例如，如果加载时间超过
3 秒，用户就会跳出页面。解决方案架构师负责解决这些问题，并指导团队处理发布后可能
出现的问题。

2.2.9

担任技术布道者

布道者是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们的职责就是作为技术布道者
来工作。解决方案架构师通过在公共论坛上广为宣传来增加产品和平台的采用率。他们撰写
有关解决方案实施的博客并举办研讨会，以展示技术平台的潜在优势和应用。
他们为技术建立大规模的支持，并帮助创建标准。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该对技术充满
热情。他们应当是优秀的公众演说家，并拥有卓越的写作技巧，才能担任技术布道者的
角色。

2.3

敏捷组织中的解决方案架构师
在过去的五年中，敏捷方法论被迅速地采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组织需要积极主

动地应对快速变化，并为客户带来极为快速的产出。只有当组织能够快速适应并更快地响应
变化时，快速创新和发布才有可能实现，这意味着组织和解决方案架构的每个部分都必须具
有灵活性。
要想在敏捷环境中取得成功，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有敏捷的思维方式，并且必须采用
快速交付的方法，不断与利益相关者合作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首先，我们来进一步了解敏捷
方法论。这是一个庞大的主题，本节将对其进行总体概述。

2.3.1

为什么选择敏捷方法论

敏捷可以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创建并应对变化，从而获得利润。其敏捷性来自平
衡灵活性和稳定性。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这就导致大概率会发生
客户需求变化），敏捷正是应对这种情况并获得竞争优势的手段。
如今，所有成功的组织都是以客户为导向的。它们经常从终端用户获取对产品的反馈，
并利用这些反馈来扩大它们的用户群。敏捷有助于从开发团队收集结果，从而根据反馈意见
不断地调整软件，发布新的版本，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事情都具有很高的优先级。
应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敏捷。
执行管理层提供资金并寻求透明度。他们要求高效的产出以提高投资回报率，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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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展示产品的增量开发来赢得他们的信任。要为项目创造透明度并跟踪其预算和交付
时间表，就需要敏捷。
当希望通过向利益相关者展示产品演示来吸引他们，而且需要在开发的同时对产品进
行测试时，就会需要敏捷方法论。
在上述场景中，我们看到了需要用敏捷方法论来使组织在交付和客户反馈方面保持领
先地位的各种情况。
敏捷能够以一种时间盒的方式快速移动，这意味着可以将活动限定在较短的周期内，
并采取迭代的方式进行产品开发，而不是一次性地对整个产品进行开发和交付。敏捷方法主
张通过保持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参与来寻求持续反馈，让他们参与产品开发的每一个阶
段，将反馈调整为需求，评估市场趋势，并与他们一起确定利益相关者的优先级。然后，开
发团队处理优先需求，进行技术分析、设计、开发、测试和交付。
每个人像团队一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打破了孤岛思维定式。敏捷思维可以帮助技
术团队从客户的角度理解需求，并快速高效地响应变化。这就是大多数公司想要采用敏捷
方法论的原因。敏捷方法论是快速和容易采用的，可以使用市场上的许多工具，如 JIRA、
VersionOne 和 Rally。在发展敏捷思维的同时，可能会面临一些初期的挑战，但是与组织在
准备采用敏捷方法论时所面临的挑战相比，收益是非常显著的。

2.3.2

敏捷宣言

应用任何一种敏捷方法，都需要清楚地理解敏捷宣言中所阐述的四个核心价值观。我
们来看这些宣言：
个体与交互高于流程和工具。流程和工具总是有助于完成项目。项目利益相关者作

为项目的一部分，明白如何实施计划，以及如何在项目交付工具的帮助下交付成功
的结果。但是项目交付的主要责任是人员及其协作。
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对于产品的开发来说，文档始终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过去，

许多团队只专注于收集和创建文档库，例如高层次设计、详细设计和设计变更等，
这些文档以后会有助于实现对产品的定性和定量描述。
使用敏捷方法论，可以专注于可交付的产品。因此，根据这条宣言，我们需要
文档。但是，还需要定义有多少文档对产品的持续交付至关重要。最主要的是，团
队应该专注于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逐步交付软件。
客户协作高于合同谈判。此前，当组织启动一个固定总价或工料合同项目时，客户

总是在软件生命周期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阶段出现。他们是不参与产品开发的局外
人，当他们在产品发布后终于有机会看到产品时，市场趋势已经发生了改变，因而
也就失去了市场。
敏捷方法认为，客户对产品的发布负有同等责任，他们应该参与开发的每一步。
他们也需要根据新的市场趋势或消费者需求给予反馈。由于业务现在是开发周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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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敏捷和持续的客户协作来实现这些变化。
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在当前快节奏的市场中，客户的需求随着新的市场趋势而

不断变化，业务也不断变化。由于迭代周期从 1 周到 3 周不等，所以确保在频繁改
变需求与敏捷地拥抱变化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响应变化意味着，如果规范有任
何改变，开发团队将接受改变，并在迭代演示中展示可交付成果，以此不断赢得客
户的信任。这条宣言有助于团队理解拥抱变化的价值。
敏捷宣言是一种工具，用来建立采用敏捷方法论的基本准则。这些宣言是所有
敏捷技术的核心。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敏捷流程。
1. 敏捷流程和术语
我们来熟悉一下最常见的敏捷术语，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被广泛采
用的敏捷 Scrum 流程。敏捷 Scrum 流程会有一个 1 ～ 3 周的小的迭代周期，具体取决于项
目的稳定性，最常见的是 2 周的迭代周期，可以称之为开发周期。
这些迭代是开发周期，团队将分析、开发、测试和交付可工作的功能特性。团队采用
迭代的方式，随着项目的推进，每个迭代都会创建产品可工作的基本构件。每个需求都会被
写成用户故事，牢记客户角色，并使需求清晰可见。
敏捷 Scrum 团队有不同的角色。我们来了解一下最常见的角色，以及解决方案架构师
如何与他们协作：
Scrum 团队：由产品负责人、敏捷专家 Scrum Master 和开发团队组成。分析师、技

术架构师、软件工程师、软件测试人员和部署工程师都是开发团队的成员。
Scrum Master ：有助于所有的 Scrum 仪式的进行，保持团队的积极性，并为团队消

除障碍。敏捷专家 Scrum Master 与解决方案架构师合作来消除技术障碍并获得业务
需求的技术澄清。
产品负责人：是一位业务人员，是客户的代言人。产品负责人了解市场趋势，并且

能够定义业务内的优先级。解决方案架构师与产品负责人一起了解业务的愿景，并
使其与技术观点保持一致。
开发团队：负责产品实施和项目的交付。他们是一个跨职能的团队，致力于持续和

增量交付。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与开发团队紧密合作，以保证产品实施和交付的顺
利进行。
2. 迭代仪式
迭代（Sprint）周期包括为管理开发而进行的多个活动，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 Scrum 仪
式。这些 Scrum 仪式如下：
待办事项梳理：一般是限定时间的会议形式，产品负责人、解决方案架构师和业务人

员在会议上共同讨论待办用户故事，确定它们的优先级，并对迭代交付物达成共识。
迭代计划：在迭代计划中，Scrum Master 会根据团队的能力，将梳理好的故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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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Scrum 团队。
迭代每日站会：每日站会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协作方式，所有团队成员聚在一起开会，

讨论前一天的工作，今天有什么计划，是否面临什么问题。这个会议要简短而直接，
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站会是解决方案架构师与开发团队协作的平台。
迭代演示：在演示过程中，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检查团队在迭代阶段所

做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利益相关者接受或者拒绝这些故事。解决方案架构师确保
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在这种会议中，团队会收集产品负责人和解
决方案架构师的反馈，并查看做了哪些更改。
迭代回顾：回顾在每个迭代周期结束时进行，是团队检查和采用最佳实践的方式。

团队会确定哪些事情进展顺利，哪些应该继续实践，以及在下一个迭代中可以做得
更好的事情。迭代回顾有助于组织在交付过程中进行持续改进。
3. 敏捷工具和术语
我们来了解一些有助于推动团队指标和项目进度的敏捷工具：
规划卡牌：规划卡牌是敏捷方法论中最流行的评估技巧之一，当迭代开始时，Scrum

Master 会用卡牌游戏来评估用户故事。在此活动中，将根据每个用户故事的复杂性
进行评估。团队成员通过对比分析来给出每个用户故事的故事点，这有助于团队了
解完成用户故事需要做多少工作。
燃尽图：燃尽图用于监控迭代进度，并帮助团队了解有多少工作有待完成。Scrum

Master 和团队始终遵循燃尽图，以确保迭代中没有风险，并再次使用这些信息以改
进下一次的评估。
产品待办列表：产品待办列表包含了用户故事和史诗故事形式的需求集合。在迭代

梳理过程中，产品负责人会持续更新待办列表，并对需求进行优先级排序。史诗故
事是一种高层次的需求，产品负责人编写用户故事来完善它们。开发团队将用户故
事分解成一个个任务，也就是一个个可执行的行动项。
迭代看板：迭代看板包含了当前迭代的用户故事集合。迭代看板提供了透明度，因

为任何人都可以查看该特定迭代周期的项目进度。团队每天都会参考看板来确定整
体的工作进度，并消除障碍。
完成标准：这意味着所有的用户故事都应该通过解决方案架构师和产品负责人与利

益相关者合作制定的完成标准。其中一些标准如下：
● 代码必须经过同行评审。
● 代码应该进行单元测试。
● 足够的文档。
● 代码质量。
● 代码编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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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敏捷方法与瀑布式方法
瀑布式开发是组织过去遵循的最古老、最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论之一。接下来将介绍
瀑布和敏捷之间的区别，以及为什么组织需要转向敏捷。这里不会讨论瀑布过程的细节，仅
指出关键的区别：
敏捷方法论有助于将思维方式从传统思维方式转变为敏捷思维方式。这样做的动机

是为了从瀑布式方法转向敏捷方法，从而实现最大的业务价值并赢得客户的信任。
这使得敏捷方法在每一步都倡导客户协作，并提供透明度。瀑布式方法往往更多的
是以项目和文档为中心，客户在最后阶段才参与进来。
瀑布式方法对所有需求都非常明确并且其可交付成果顺序已知的项目更有帮助，这

有助于消除不可预测性，因为需求非常明确。敏捷方法论对于那些想要紧跟市场趋
势、并且来自客户的压力越来越大的公司很有帮助。他们需要尽早发布产品，并且
必须适应需求的变化。
敏捷项目以小规模迭代的方式交付，具有最高的质量且实现了业务价值。许多敏捷

团队在整个迭代期间并行工作，在每一个迭代周期结束时为产品提供可交付的解决
方案。由于每个迭代都有一个小的可交付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构建，因此客户
能不断地看到产品的工作模型。瀑布项目的周期很长，利益相关者直到最后才能看
到最终产品，这意味着没有太多的空间来适应变化。
敏捷过程通过在每个迭代周期设置检查点，确保团队朝着目标前进，并且项目能够

按时完成。在传统的瀑布式方法中，没有频繁的检查点来确保团队走在正确的道路
上，也不能验证项目是否可以按时完成，这就可能会造成不确定性。
在敏捷方法中，客户始终与产品负责人和团队合作。这种合作确保他们对小的、可

交付的产品进行观察及审查。敏捷还确保工作正在进行，并向利益相关者展示进度。
然而，在瀑布式方法中，在项目结束之前都不会有这样的客户交互。
敏捷是最具适应性的方法论，因为快速发展的技术和业务变得如此不可预测，需要更
高的速度。敏捷方法支持检查和适应周期，这样就在需求和控制之间建立了平衡。
5. 敏捷架构
在说起敏捷模型中的解决方案架构师时，你会想到什么？人们有很多误解，比如认为
解决方案架构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活动，而使用敏捷会被要求立即或在下一个迭代周期提交
设计。另外还有误解认为，敏捷架构无法应用于这样的架构设计和开发，无法进行测试，
等等。
敏捷架构就是设计可解耦和可扩展的接口。敏捷环境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通过检
查和调整来遵循迭代的重新架构理念。这涉及选择适合企业的解决方案，进行良好沟通，获
得持续反馈，以及以敏捷的方式进行建模。开发团队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和适应不断变化的
需求的能力，他们需要来自解决方案架构的引领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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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架构的基础应该是降低变更的成本，通过质疑来减少不必要的需求，并创建可以
快速扭转不正确需求的框架。敏捷架构师构建原型来将风险降到最低，并通过对变化的了解
来制订变更计划。他们在设计原型的同时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创建一个可以轻松
与其他模块集成的松耦合架构。更多关于松耦合的架构模式见第 6 章。

2.4

小结
本章介绍了解决方案架构师如何融入组织，以及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如何

共存。有通才型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如企业解决方案架构师、解决方案架构师、技术架构
师、云架构师和架构师布道者。通才型解决方案架构师具备广泛的技术知识，并且可以在某
一特定领域形成深入的专业知识。
专业型解决方案架构师则在项目的其他所需领域进行深度挖掘，对其专业领域拥有深
入的了解。最常见的专业型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有网络架构师、数据架构师、安全架构师、
基础设施架构师和 DevOps 架构师。
我们对解决方案架构师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解决方案架构师身兼数职，他们与
整个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分析功能性需求并定义非功能性需求。解决方案架构师确保整
个组织的一致性和标准，并提供技术建议和解决方案原型。解决方案架构师处理各种项目约
束，如成本、质量、范围和资源，并在它们之间寻找平衡。
解决方案架构师帮助项目经理估算成本和资源，确定时间表，并贯穿项目从设计到发
布的全过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解决方案架构师要确保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担任技
术团队与业务团队之间的联络人。解决方案架构师参与发布后的应用程序监控、告警、安全
性、灾难恢复和扩展等相关工作。
本章最后介绍了敏捷流程的优势，简要概述了敏捷方法论、角色、工具、术语以及敏
捷方法与传统瀑布式方法的不同之处，说明了敏捷架构的特点以及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该如何
使架构更加灵活和敏捷。
下一章将讲述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该考虑的解决方案架构的不同属性。这些属性包括
架构安全性、可伸缩性、可用性、可靠性、容错性、可扩展性、可移植性、互操作性、卓越
运维、性能效率、成本优化和自我修复。

Chapter 3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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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架构需充分考虑解决方案的不同属性，并设计应用程序。解决方案架构的设
计可能对组织中的多个项目产生影响，因此，在设计解决方案架构时需要仔细评估架构的各
种属性并在它们之间寻找平衡。
本章将帮助大家全面了解这些属性，以及它们在解决方案设计过程中是如何互相影响
与共存的。
更复杂的解决方案中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属性，本章将介绍设计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
大多数常见属性。你也可以将它们视为非功能性需求（实现设计的重要方面）。解决方案架
构师有责任关注解决方案的所有属性，并确保它们满足需求并符合客户预期。
本章涵盖以下主题：
可伸缩性和弹性（elasticity）。

高可用性和韧性（resiliency）。

容错和冗余。

灾难恢复和业务连续性。

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

易用性和可访问性。

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

卓越运维和可维护性。

安全性与合规性。

成本优化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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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伸缩性和弹性
可伸缩性一直以来都是设计解决方案时的主要考虑因素。当你向一个企业了解其现有

解决方案和新的设计时，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会在可伸缩性方面提前做好规划。可伸缩性意味
着系统能够处理不断增长的工作负载，并且可以应用于架构的不同层次，例如应用服务器、
Web 应用程序和数据库。
由于当今主流的应用程序都是基于 Web 的，因此我们先来探讨弹性。弹性并不仅仅意味
着通过增加更多的功能来扩展系统，同时还涉及缩减系统功能以节省成本。尤其是随着公有
云的采用，企业可以轻松快速地增加和减少工作负载，因此弹性正在取代“可伸缩性”一词。
传统的伸缩模式分为以下两种：
水平伸缩：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计算机产品价格的指数级下降，水平伸缩变得越

来越流行。在这种模式下，团队通过添加更多实例来处理不断增加的工作负载。
如图 3-1 所示，假设应用程序有 2 个实例，每秒能够处理 1000 个请求。随着用
户群的增长，应用程序开始每秒接收 2000 个请求，这意味着要将应用程序的实例数
增加一倍，即增加到 4 个，以处理增加的工作负载。

图 3-1

水平伸缩

垂直伸缩：垂直伸缩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了。在这种模式下，团队可以为同一实
例添加额外的计算存储和内存能力，以
处 理 不 断 增 加 的 工 作 负 载。 如 图 3-2 所
示，通过垂直伸缩，可以获得更大的实
例，而不是添加更多新实例来处理增加
的工作负载。
垂直伸缩模型可能不具备成本效益。
当购买具有更多计算和内存容量的硬件
时，成本也将成倍地增加。除非必要，否

图 3-2

垂直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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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避免在达到某个阈值后进行垂直伸缩。垂直伸缩最常用于扩展关系数据库服务
器。尽管如此，仍然需要考虑数据库分片。当单个服务器的性能达到了垂直伸缩的极
限，额外的计算和内存容量也不能让它的性能得到提升。

3.1.1

容量伸缩困境

大多数企业都会有一个用户活跃的旺季，为了满足需求应用程序必须能够处理额外的
负载。以经典的电子商务网站为例，它销售各种产品，例如布料、杂货、电子产品等。这
些电子商务网站常年都有比较稳定的访问量，但在购物季（例如，美国的“黑色星期五”
和“网络星期一”，或英国的“节礼日”）的访问量会高达平时的 10 倍。这种模式为电子
商务系统的容量规划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一年中的某一个月里，工作负载将急剧
增加。
在传统的本地数据中心，订购额外的硬件在可用于应用程序前可能需要 4 到 6 个月的
准备时间，这意味着解决方案架构师必须提前规划容量。容量过多意味着 IT 基础设施将在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处于空闲状态，而容量不足则意味着将在重大的销售活动中损害用户体
验，从而对整体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规划弹性的工作负载，确保
它们可以按需扩容和收缩。而公有云让这一切变得非常简单。

3.1.2

架构伸缩

继续以电子商务网站为例，我们来思考一下，在当今流行的三层架构下如何在应用程
序的不同层上实现弹性。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架构设计的弹性和可伸缩性两个方面，其他方
面详见第 6 章。
图 3-3 展示了 AWS 云技术栈的三层架构。从图 3-3 的架构图可以看到很多组件，例如：
虚拟服务器（Amazon EC2）。

数据库（Amazon RDS）。

负载均衡器（Amazon 弹性负载均衡器）。

DNS 服务器（Amazon Route 53）。

CDN 服务（Amazon CloudFront）。

网络边界（虚拟私有云（Virtual Private Cloud，VPC））和对象存储（Amazon S3）。

如图 3-3 所示，负载均衡器后面有一组 Web 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在这种架构下，用
户向负载均衡器发送请求，负载均衡器再将流量路由到 Web 服务器。随着用户流量的增加，
自动伸缩机制会在 Web 和应用程序群中添加更多服务器。当需求较小时，它会优雅地删除
多余的服务器。这种自动伸缩机制可以根据 CPU 利用率和内存利用率的度量组合来自动添
加或删除服务器。例如，可以配置当 CPU 利用率超过 60% 时，添加 3 台新服务器；低于
30% 时，则从现有的服务器中删除 2 台。
在本书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以上每个组件。下一节将介绍静态内容的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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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静态内容伸缩

上述架构的 Web 层最关心的是展示和收集数据并将其传递给应用层进行进一步处理。
以电子商务网站为例，每个产品都会包含多张图片甚至视频来展示产品，这意味着网站将需
要维护大量的静态内容，并且需要处理繁重的读请求负载，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用户都在浏览
产品。
在 Web 服务器中存储静态内容意味着要占用大量存储空间，并且随着产品的增加，你
不得不开始担心 Web 服务器的可伸缩性。另一个问题是静态内容（例如高分辨率的图像
和视频）的文件很大，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用户端负载延迟。Web 层需要利用内容分发网络
（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CDN）来解决此问题。
CDN 提供商（例如 Akamai、Amazon CloudFront、微软 Azure CDN 和谷歌 CDN）可以
将静态内容从 Web 服务器中缓存到其部署在全球范围内的边缘位置中，使用户可以从其附
近的位置获得可用的视频和图像，并减少延迟。
建议使用对象存储（例如 Amazon S3 或内部自建服务）来扩展源存储，它们可以在内
存和计算容量之外进行独立伸缩。这些存储解决方案可以用来保存静态 HTML 页面，以减
少 Web 服务器的负载，并通过减少 CDN 的网络延迟来增强用户体验。

3.1.4

服务器机群弹性

应用层从 Web 层收集用户请求，然后执行繁重的业务逻辑计算并与数据库交互。应用
层需要在用户请求量增加时伸展，并随着请求量的减少而收缩。在这种情况下，用户的操作
会绑定到用户会话上，因为用户可能会在移动设备上浏览商品，但是从台式机下单购买。在
不考虑用户会话的情况下执行水平伸缩可能导致糟糕的用户体验，因为这会导致用户的购物
进度被重置。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将用户会话与应用服务器解耦，并维护好会话数据。这意味着你
需要考虑在独立的层（例如 NoSQL 数据库）中维护用户会话。NoSQL 数据库是基于键值对
存储的，可以存储半结构化数据。
将用户会话存储在 Amazon DynamoDB 或 MongoDB 等 NoSQL 数据库之后，应用服务
器就可以进行水平伸缩而不影响用户体验。你还可以在一组应用服务器上添加负载均衡器，
它可以在实例之间分配负载，在自动伸缩机制的帮助下，可以按需自动地添加或删除实例。

3.1.5

数据库伸缩

大多数应用程序都会使用关系型数据库来存储其事务数据。而关系型数据库的主要问
题是它在引入其他技术（例如分片和调整应用程序）之前无法水平伸缩。这听起来很复杂。
对于数据库来说，最好采取预防措施并减少其负载。混用多种存储（例如将用户会话存
储在单独的 NoSQL 数据库中，以及将静态内容存储在对象存储中等）有助于减轻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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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担。最好让数据库的主节点仅用于写入和更新数据，并使用额外的只读副本来处理所有
的读请求。
Amazon RDS 引擎为关系型数据库提供最多 6 个只读副本，并通过 Oracle 插件在两个
节点之间实时同步数据。只读副本在与主节点同步时可能会有毫秒级的延迟，因此在设计应
用程序时需要提前考虑这一点。建议使用诸如 Memcached 或 Redis 之类的缓存引擎来为频
繁的查询请求提供缓存，从而减少主节点的负载。
如果开始超出数据库的容量，那么就需要重新设计数据库并通过分区策略将其划分为
多个分片。这样每个分片都可以独立增长，同时，应用程序需要根据分片请求的分区键来确
定请求将流向哪个分区。
综上所述，可伸缩性是设计解决方案架构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如果规划不当，就会严
重影响项目的总体预算和用户体验。解决方案架构师在设计应用程序和优化工作负载时始终
需要考虑弹性伸缩，以获得最佳的性能和成本。
统计分析系统（Statistical Analysis System，SAS）需要评估不同的选项，例如用于静态
内容伸缩的 CDN、负载均衡和用于扩展服务器的自动伸缩选项，以及用于缓存、对象存储、
NoSQL 存储、只读副本和分片的各种数据存储选项。
本节介绍了各种伸缩方法以及如何为架构的不同层注入弹性。可伸缩性是确保应用程
序具有高可用性和韧性的必要因素。下一节将介绍有关高可用性和韧性的内容。

3.2

高可用性和韧性
应用程序宕机是组织不愿意看到的，它会导致业务和用户的信任度受到损失，这使得

高可用性成为设计解决方案架构时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不同应用程序对正常运行时间的要
求各不相同。
如果应用程序面向外部并且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例如电子商务网站或社交媒体，那么
100% 的正常运行时间就变得至关重要。对于内部应用程序（例如面向员工的 HR 系统或公
司内部系统）或者博客系统来说，可以接受一些短时的停机。但实现高可用性与成本直接相
关，因此，解决方案架构师始终需要根据应用程序需求来规划高可用性，以避免过度设计。
要实现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HA）架构，最好将工作负载分布在数据中心相互
隔离的区域中。这样，即便一个区域发生故障，应用程序副本仍然可以在另一个区域正常
工作。
图 3-4 所示的架构图中，有一个 Web 服务器机群和一个应用服务器机群，它们分散在
两个单独的可用区（数据中心的不同物理区域）中。负载均衡器可以在两个可用区之间分配
工作负载，当可用区 1 因电源或网络中断而停机时，可用区 2 可以继续处理用户流量，这样
应用程序仍然可以正常工作。对于数据库而言，可用区 2 中有一个备用实例，它将执行故障
转移并在可用区 1 出现问题时切换为主实例。主实例和备用实例都持续同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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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架构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韧性。当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或者面临断断续续的问
题时，应当采取自我修复原则，这意味着应用程序应该能够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行恢复。
对于架构而言，可以通过监控工作负载并采取主动干预的措施来获得韧性。如以上架
构所示，负载均衡器将监控实例的运行状况。一旦某个实例停止接收请求，负载均衡器就会
将它从服务器机群中删除，并通知自动伸缩程序启动新的服务器进行替换。你还可以通过监
控所有实例运行状态的方法（例如监控实例的 CPU 和内存利用率并当它们达到阈值后立即
启动新的实例）进行主动干预，例如当 CPU 利用率高于 70% 或内存利用率超过 80% 时。
高可用性和韧性可以通过实现弹性来降低成本，例如，当服务器利用率较低时释放一
些实例以节省成本。HA 架构与自我修复机制紧密结合，确保应用程序持续正常运行。但是
应用程序还需要能够快速恢复，以便维持必要的用户体验。

3.3

容错和冗余
在上一节中，我们了解了容错和高可用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高可用性意味着应用程

序对用户来说总是可用的，但是应用程序的性能可能会降低。假设你需要 4 台服务器来处理用
户流量。为此，你在 2 个物理隔离的数据中心分别放置了 2 台服务器。如果一个数据中心发生
故障，另一个数据中心仍然可以处理用户流量，但是只有两台服务器，这意味着此时的容量为
原始容量的 50%，用户可能会遇到性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应用程序具有 100% 的高可
用性，但却仅有 50% 的容错能力。
容错能力是指在发生中断的情况
下能够继续处理工作负载而不损害系统
性能的能力。100% 容错的架构会因为

᧔᪭ᢟ܉

增加的冗余度导致高额的成本。容错能
力的规划取决于应用程序的重要性，即
用户群在应用程序恢复期间可以承受多
大程度的性能下降。

100%ṆᇁᾺ 50%࣌ᱜ

如图 3-5 所示，应用程序需要 4 台
服务器来处理全部的工作负载，它们被

᧔᪭ᢟ܉

分配到了 2 个不同的区域。图 3-5 中的
两种方案都可以保持 100% 的高可用性。
要实现 100% 的容错能力，需要完
全冗余并且维护双倍的服务器数量，这
样即便一个区域发生中断，用户也不会
遇到任何性能问题。而在服务器数量不
变的情况下，只能获得 50% 的容错能力。

100%ṆᇁᾺ100%࣌ᱜ

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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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应用程序架构时，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判断应用程序用户群的性质，只在有必
要时才规划 100% 的容错能力，确保高容错能力带来的好处可以抵消额外的冗余成本。

3.4

灾难恢复与业务连续性
在上一节中，我们了解了如何使用高可用性和容错来保障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有时，

数据中心会因为其所在区域发生大规模供电中断、地震或洪水而中断运行，但是全球业务应
该能够继续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制订一个灾难恢复计划，通过在不同的地区准备足够
的 IT 资源来规划业务连续性。
在规划灾难恢复时，解决方案架构师必须了解组织的恢复时间目标（Recovery Time
Objective，RTO）和恢复点目标（Recovery Point Objective，RPO）。RTO 意味着企业可以在
多长的停机时间内维持业务而不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RPO 则表示企业可以承受多少数据
丢失。RTO 和 RPO 越低，成本越高，因此了解业务是否关键及其需要的最小 RTO 和 RPO
至关重要。
图 3-6 展示了一个多站点容灾架构，其中主数据中心位于欧洲的爱尔兰，灾备站点位
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托管在 AWS 公有云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整个欧洲地区或 AWS 公
有云出现故障，业务也能够继续运营。该灾难恢复计划是基于多站点的，可以实现最小的
RTO 和 RPO，意味着中断的可能性被最小化甚至不会出现中断，也没有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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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最常见的几种灾难恢复计划（详见第 12 章）：
备份和存储：该计划的成本最低，并且具有最大的 RTO 和 RPO。在该计划中，所有

服务器镜像和数据库快照都应该存储在灾备站点中。一旦发生灾难，团队将尝试从
备份中启动受灾站点。
Pilot Lite ：在该计划中，所有的服务器镜像都作为备份存储，并且在灾备站点中维

护了一个小型数据库服务器，并从主站点持续地同步数据。其他关键服务，例如活
动目录（Active Directory，AD），可能运行在小型实例中。一旦发生灾难，团队将尝
试从备份的镜像启动服务器并扩展数据库。Pilot Lite 比备份和存储方案的成本要高
一些，但是 RTO 和 RPO 更小。
热备份：在该计划中，灾备站点中运行着所有的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以较低

的容量运行），并持续与主站点同步。一旦发生灾难，团队将尝试扩展所有服务器和
数据库。热备份比 Pilot Lite 方案成本更高，但 RTO 和 RPO 更小。
多站点：该计划成本最高，但是 RTO 和 RPO 几乎为零。在该计划中，灾备站点维

护了与主站点相同容量的副本，并主动为用户流量提供服务。当灾难发生时，所有
流量都将被路由到备用站点。
通常，组织会选择成本较低的灾难恢复计划，但是定期进行测试并确保故障转移能
够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团队应在日常运营中设置例行检查点，以确保灾难恢复时业务的连
续性。

3.5

可扩展性与可重用性
随着业务的发展与演进，应用程序也需要持续扩展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用户群，同时不

断地添加更多功能并获得竞争优势以保持领先地位。解决方案的设计必须具有足够的可扩展
性和灵活性，以支持现有功能的修改或新功能的添加。为了实现应用程序的模块化，组织通
常希望搭建一个平台，使其具备一组功能，各个功能作为独立的应用程序运行。只有可重用
的架构设计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为了实现解决方案的可扩展性，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尽可能地使用松耦合的架构。比
较好的做法是创建一个基于 RESTful 或基于队列的架构，这将有助于模块之间或跨应用程
序的松耦合通信。更多关于架构种类的内容参见第 6 章。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单的示
例来阐述什么是架构灵活性。
图 3-7 展示了一个电子商务应用程序的基于 API 的架构设计。它有一系列独立服务，
例如产品目录、订单、支付和运输，终端用户应用程序按需调用这些服务。客户使用移动端
和浏览器在线下单。这些应用程序需要产品目录服务在 Web 上展示产品，需要订单服务来
进行下单以及支付服务进行付款。产品目录服务和订单服务又会与运输服务进行通信，将订
单配送到客户手中。而实体店则会使用销售点系统，由销售代表进行扫码下单并收款。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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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直接在店内取货，所以该系统不需要依赖运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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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基于 API 的可扩展架构

从图 3-7 还可以看到返利 API，它用于第三方 API 集成。这样的架构使你可以对现有的
设计进行扩展，通过集成返利 API 来维系客户，并通过在购买时提供返利吸引新客户。
现在，你可以理解在线商城和实体店如何重用支付服务。如果组织要对礼品卡、食品
等服务扩展收款功能，它们仍然可以重用支付服务。
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不仅限于服务设计。它还可以深入具体的 API 框架设计，软件架
构师应使用面向对象的分析和设计（Object-Oriented Analysis and Design，OOAD）概念（如
继承和容器等）来搭建 API 框架。这将让架构具备足够的扩展性和可重用性，以便为服务添
加更多的功能。

3.6

易用性与可访问性
你希望用户在浏览应用程序时能够获得无缝的体验。它应该流畅到连用户自己也觉察

不到他们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找到想要的东西。你可以通过实现应用程序的高易用性来达成
此目的。在定义什么是可以满足用户体验的易用性时，用户调研和用户测试是必不可少的两
个方面。
易用性是指用户首次使用应用程序时学会其导航逻辑的速度。它还反映了用户在出错
时能够多快地回退，以及用户能否高效地执行任务。应用程序如果不能被有效地使用，那么
即便它的逻辑再复杂，功能再丰富，也没有任何意义。
通常，在设计应用程序时，你希望用户来自全球各地或某些重要地区。虽然他们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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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便利性与身体机能上有所不同，你仍然希望每个用户都可以访问你的应用程序，即便他们
的网速很慢、设备陈旧，甚至身体存在障碍。
可访问性是一系列关于如何使应用程序被所有人使用的特性，在设计应用程序时，解
决方案架构师需要确保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低带宽的互联网进行访问，并兼容各种设备。有时
可能需要为应用程序创建不同的版本才能实现。
可访问性设计应包括诸如语音识别和基于语音的系统导航、屏幕放大器以及内容朗读
等组件。本地化有助于为使用不同语言（例如西班牙语、汉语、德语、印度语或日语）的地
区提供便利。
如图 3-8 所示，客户满意度是易用性和可访问
性的共同组成部分。

ᇁମϭḝ

必须充分了解用户才可能实现易用性和可访
问性，在实现用户满意度时，可访问性是易用性的
一部分，这两点需要同时满足。在设计解决方案之
前，解决方案架构师应与产品负责人一起参与用户

ಽᇁ

访谈和用户调研，并通过模拟的前端设计收集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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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进行用户研究。你需要了解用户受到哪些限
制，并在应用程序开发期间为其提供辅助功能。
产品发布时，团队应将一小部分用户导流到新
功能来进行 A/B 测试并了解用户的反馈。发布后，
应用程序必须具备持续收集反馈的机制（通过提供

图 3-8

反馈表或启动客户支持）以改进设计。

3.7

客户满意度与易用性和
可访问性的关系

可移植性与互操作性
互操作性是指应用程序通过某种标准格式或协议与其他应用程序协同工作的能力。通

常，应用程序需要与各种上游系统进行通信以获取数据，或与下游系统通信以提供数据，因
此与这些系统建立无缝的通信连接至关重要。
例如，电子商务应用程序需要与供应链管理体系中的其他应用程序协同工作，包括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用于记录所有事务，比如运输生命
周期管理、运输公司管理、订单管理、仓库管理和劳务管理等。
所有应用程序都应该能够无缝地交换数据，以实现从客户下单到配送交付的端到端功
能。无论是医疗保健，还是生产制造或者电信相关的应用程序，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
解决方案架构师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识别和处理系统的各种依赖关系，以设计应用程序
的互操作性。可互操作的应用程序可以节省大量成本，因为它可以通过相同的数据格式与依
赖方进行通信而不需要任何数据消息传递。每个行业都有其需要了解和遵守的数据交换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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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于软件设计来说，架构师可以选择一种主流的格式，例如 JSON 或 XML，作
为不同应用程序之间的数据交换格式，以便它们之间互相通信。在现代流行的 RESTful API
设计和微服务架构中，这两种格式都可以开箱即用。
可移植性使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工作，而无须进行任何更改，或只需进行少
量的变更。任何软件应用程序，只有当它能够在各种操作系统和硬件上工作时才能实现更高
的易用性。由于技术日新月异，经常会看到新版本的软件开发语言、开发平台和操作系统发
布上市。如今，移动应用程序已成为任何系统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移动应用
程序还需要与主流的移动操作系统平台（例如 iOS、Android 和 Windows）兼容。
在应用程序设计过程中，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选择一种可以实现可移植性的技术。例
如，如果应用程序需要跨操作系统部署，那么诸如 Java 之类的编程语言可能是比较好的
选择，因为所有的操作系统一般都会支持 Java，并且应用程序可以运行在不同的平台上而
无须移植。对于移动应用程序来说，架构师可以选择基于 JavaScript 的语言，例如 React
Native，它支持跨平台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互操作性丰富了系统的可扩展性，而可移植性则提高了应用程序的易用性。两者都是
架构设计的关键属性，如果在解决方案设计阶段没有周全地考虑它们，后续可能会导致成本
呈指数级增加。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根据行业需求和系统依赖关系仔细斟酌。

3.8

卓越运维与可维护性
卓越运维可以为应用程序带来巨大的差异化优势，实现以最小的停机时间为客户提供

高质量的同等服务。主动进行卓越运维可以帮助支持团队和工程团队提高生产效率。可维护
性与卓越运维息息相关。易于维护的应用程序有助于降低成本和避免错误，并让你获得竞争
优势。
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针对运维进行设计，这意味着设计时应该从长远考虑如何对工作
负载进行部署、更新和运维。对日志、监控和告警进行规划，通过捕获所有事件并快速响应
以获得最佳用户体验，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是部署基础设施还是应用程序代码变更，都应
尽可能地实现自动化，以避免人为错误。
对部署方式和自动化策略的设计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在不影响现有运维的情况下加
快变更的上线速度。卓越运维计划还应考虑安全性与合规性因素，因为合规性要求可能会随
着时间而变化，应用程序必须遵守这些要求才能运行。
维护可以是主动的或被动的。例如，当市场上出现新版操作系统时，你可以立即升级
应用程序并切换平台，也可以先对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监控，等到软件生命周期结束后再进
行变更。无论采取哪种策略，变更都应该以小步增量进行，并且需要考虑回滚策略。你可以
通过设置 CI/CD（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流水线来自动化整个变更过程，还可以通过 A/B 部
署或蓝绿部署进行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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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维的准备工作，架构设计应包含适当的文档和知识共享机制，例如，通过创建
和维护运行手册对日常活动进行文档化，或编写剧本以通过问题来引导团队了解系统流程。
这将让你在发生事故时迅速响应。发生事故后应进行根因分析来确定问题发生的原因，并确
保不再发生。
卓越运维和维护是一项日常工作，每一次运维事故和故障都是学习的机会，从先前的
错误中学习将有助于改善运维。必须对运维活动和故障进行分析，进行更多的试验并改进。
更多关于卓越运维的考量见第 10 章。

3.9

安全性与合规性
安全性是解决方案设计中最基本的属性之一。许多组织的失败都归因于违背了安全性，

它会导致客户信任度的降低和不可挽回的业务损失。行业标准规范（例如金融行业的 PCI、
医疗保健行业的 HIPPA）、欧盟 GDPR 和 SOC 合规性都对安全性进行了强制要求，用以保
护消费者数据并为组织提供标准指导。你必须遵从所在行业和地区的法律及合规性要求。首
先，应用程序的安全性需要遵从解决方案设计的以下方面：
认证和授权

Web 安全

网络安全


ᤩ᥄حന

基础设施安全

数据安全

图 3-9 展示了安全性的不同方面。
安全性的不同方面详见第 8 章。

3.9.1

Webࢭ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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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和授权

认证是指谁可以访问系统，而授
权则是指用户进入系统或应用程序后
可以执行哪些操作。解决方案架构师

ᔵᓗࢭҥ

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必须考虑适当的认

౻்ࢭҥ

证与授权机制。始终从最小的权限开
始，根据用户角色的要求进一步提供

图 3-9

解决方案设计中的安全性考虑

访问权限。
如果应用程序仅供公司内部使用，你可能希望用户可以通过统一的组织管理系统（例
如 Active Directory、SAML 2.0 或 LDAP）进行访问。如果应用程序针对的是诸如社交媒
体网站或游戏应用之类的大众用户群体，则可以允许他们通过 OAuth 2.0 和 OpenID 进行
认证，这样用户就可以使用其他的 ID（例如 Facebook、Google、Amazon 和 Twitter）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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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识别所有未授权的访问并立即采取措施以降低安全威胁非常重要，这需要通过持续监
控和审计访问管理系统来保证。应用程序安全性详见第 8 章。

3.9.2

Web 安全

Web 应用程序通常暴露于互联网中并且更易受到外部攻击，其解决方案设计必须考虑
防止诸如跨站脚本（cross-site scripting，XSS）和 SQL 注入之类的攻击。如今，分布式拒绝
服务（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DDoS）攻击正在给组织带来麻烦。为了避免这些攻击，
需要准备适当的工具，并制订好事件响应计划。
解决方案架构师应规划 Web 应用防火墙（Web Application Firewall，WAF）来阻止恶意
软件和 SQL 注入攻击。WAF 可以阻止来自恶意 IP 地址的流量，以及来自没有用户群的国
家的流量。联合使用 WAF 与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 Distribution Network，CDN）可以帮助
预防和处理 DDoS 攻击。

3.9.3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帮助全面防止组织和应用程序内部的 IT 资源对外开放。解决方案设计必须规
划如何保护网络安全，帮助防止未经授权的系统访问、主机漏洞和端口扫描。
解决方案架构师应通过将所有内容部署在公司防火墙后并尽可能地避免互联网访问
来将系统暴露降至最低。例如，Web 服务器不应该暴露在互联网中，只有负载均衡器才
能与互联网通信。为了确保网络安全，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
和 入 侵 防 御 系 统（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IPS） 应 该 纳 入 规 划 并 置 于 网 络 流 量 的
前端。

3.9.4

基础设施安全

如果你需要维护自己的数据中心，为了确保它们不会被未经授权的用户物理访问，保
护基础设施的物理安全就显得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是租用数据中心或使用私有云，那么物理
安全可以由第三方供应商处理。而对服务器的逻辑访问必须通过网络安全来保护，这可以通
过配置恰当的防火墙策略来实现。

3.9.5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是需要保护的最为关键的方面之一。毕竟，在访问安全、Web 安全、应用程
序和网络安全方面设置的层层防护都是为了保护数据安全。数据可以在系统之间交换，因此
在传输过程中也需要确保数据安全，放置在数据库或某些存储空间中的静态数据也应受到
保护。
解 决 方 案 设 计 需 要 通 过 规 划 安 全 套 接 层 / 传 输 层 安 全（Secure Socket Layer/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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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 Security，SSL/TLS）和安全证书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静态数据则应通过各种
对称或非对称加密机制来保护。解决方案设计还应该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规划正确的密钥
管理方法来保护加密密钥，这可以通过硬件安全模块或云供应商提供的密钥管理服务来
实现。
在确保安全性的同时，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以在任何安全漏洞发生时立刻识别并采取行
动。为每一层添加自动化的安全违规监控并即时告警是解决方案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DevSecOps 将最佳实践应用于实现安全需求与安全响应的自动化，它
也因此被越来越多的组织所采用。更多关于 DevSecOps 的内容见第 12 章。
为了遵守当地法规，解决方案设计需要包括审计机制。在金融领域，必须严格遵守诸
如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PCI DSS）之类
的合规性要求以获得系统中每笔交易的日志记录，这意味着所有的活动都需要记录并在需要
时发送给审计师。任何个人身份信息（Personal Identif iable Information，PII）数据（例如客
户电子邮件 ID、电话号码和信用卡号）都需要加密，以对存有 PII 数据的应用程序进行访问
权限控制。
在自行管理的内部环境中，你需要自己负责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的安全并获得合规性
认证。但是在公有云环境中，如 AWS 之类的环境会帮助你减轻这些负担，因为基础设施的
安全性与合规性由云供应商负责。客户则需要对应用程序的安全性负责，并通过完成所需的
审计来确保其合规性。

3.10

成本优化与预算

每个解决方案都会受到预算的限制，投资者总是希望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率（ROI）。
解决方案架构师在进行架构设计时需要考虑节省成本。从试点创建到解决方案实施和发布的
整个过程中都需要考虑成本优化。成本优化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像其他约束一样，成本
的节约也需要有所取舍，具体取决于交付速度和性能是否更为关键等因素。
通常，成本上升的原因是资源过度配置或者忽略了采购成本。解决方案架构师需要规
划最佳资源配置，以避免资源浪费。在组织层面，应该有一个自动检测机制来识别“幽灵”
资源，比如团队成员创建的开发或测试环境，但在任务完成后将其闲置。这些“幽灵”资源
通常会被忽略，进而导致成本超支。组织需要通过自动化对资源用量进行记录。
在技术选型期间，自建与采购成本的对比评估至关重要。当组织缺乏专业知识并且自
建成本很高时，最好使用第三方工具，例如，通过采购日志分析和商务智能工具节省成本。
同样，在选择一项技术来实现解决方案时，需要确定其学习的难易程度和实现的复杂性。从
IT 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需要评估其资本支出与运营支出，因为维护数据中心需要先期投
入大量资本才能满足不可预见的扩展需求。解决方案架构师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公有云、
私有云、多云，或混合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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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属性一样，成本控制也需要自动化，并且针对预算消耗设置告警。需要规划成
本并将其分摊到组织单元和工作负载上，这样所有的团队都可以分担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
历史数据被收集，团队需要通过优化运维支持和工作负载来持续优化成本。

3.11

小结

本章介绍了在进行解决方案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各种解决方案架构属性，还介绍了垂直
伸缩和水平伸缩两种模式，以及如何对架构的不同层进行伸缩，包括 Web 层，应用服务器
层和数据库层。
此外，也介绍了如何通过自动伸缩来实现弹性，以便工作负载可以按需扩展和收缩。
本章提供了关于如何设计韧性架构和高可用性架构的方法。这有助于你了解容错和冗余，从
而可以根据用户的期望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并就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规划灾难恢复计划，
以确保业务的连续性。
然后，探讨了使架构可扩展和可访问的重要性，以及架构的可移植性和互操作性如何
帮助降低成本并提高应用程序的采用率。最后，介绍了如何在架构的不同层应用卓越运维、
安全性和成本控制，以及如何从解决方案设计开始就正确地考虑这些属性。本书后续章节将
对每个属性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
下一章将介绍解决方案架构的设计原则，并重点讲解如何设计解决方案架构。请牢记
本章介绍的各种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