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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导读：本系列文章教你怎么样成为一名架构师，而本篇文章则带你先认识一下什么是架构师，架
师的工作是什么？</p>
<h2 id="为什么需要架构师">为什么需要架构师</h2>
<p>为什么需要架构师或者说架构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下。<
p>
<h3 id="技术高手的视角">技术高手的视角</h3>
<p>小张作为一名拥有 3-5 年开发经验的技术高手，他经常会思考以下几个问题：<br>
• 我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将来如何发展？是要一直写代码吗？<br>
• 是不是要往上走就得做管理？<br>
• 在中国 35 岁之后不能再做技术了吗？<br>
• 继续做技术是不是待遇上不如做管理？<br>
• 如果继续做技术我还要学习什么？<br>
• 如果改做管理我应该如何转型？<br>
• 我适合做技术还是做管理，还是别的什么？</p>
<h3 id="软件企业的视角">软件企业的视角</h3>
<p>软件企业在的产品开发过程中也经常会思考以下几个问题：<br>
•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交付周期为什么需要那么长时间？竞争对手可能只要半年，为什么我们需要 1 年
<br>
•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总有这样那样的质量问题？程序员在开发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把控质量，上完线
这样那样的问题？<br>
• 为什么当初这个产品会选择这样的技术路线，技术选型的时候为什么不慎重？导致现在要用另一种
术推翻重做，带来巨大的人力成本？<br>
• 网站的用户越来越多，性能非常吃紧，想扩展却很难？<br>
• 为什么这个产品的代码这么难维护，找谁改都说不敢动？<br>
• 究竟谁能在技术上保证我们的产品或项目取得成功？</p>
<p>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引发出一连串的疑惑，那么能解决以上疑惑的角色就是<strong>系统架构
</strong>，也可以说我们需要<strong>系统架构师</strong>来解决这些问题。</p>
<h2 id="架构-架构设计与架构师的相关概念">架构、架构设计与架构师的相关概念</h2>
<h3 id="架构">架构</h3>
<p>架构，又名软件架构，也称为软件体系结构。软件架构就是一个系统的蓝图，是一种设计方案，
客户的不同需求抽象成为抽象组件，并且能够描述这些抽象组件之间的通信和调用，及包括一些内部
关键机制。<br>
它有下面三个关键概念：</p>
<ul>
<li>组件<br>
通常是指开发或部署的一个单元，根据考查对象的大小，组件的粒度也有所区别。在做架构的时候我
需要把握好这个力度，不能陷入代码细节，如果过度的关注代码层面的力度，那对系统的整体把握可
会出问题。</li>
<li>组件与组件之间的关系<br>
是架构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来自系统外部的请求通常是由多个组件协作完成的，系统内部结构是否良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件之间的关系。</li>
<li>关键机制<br>
是指影响到系统可用性、安全性、性能等重要非功能特性的一些技术方案，比如技术选型、关键设计
处理流程等等。</li>
</ul>
<h3 id="系统架构-vs-架构设计">系统架构 vs 架构设计</h3>
<p><strong>系统架构</strong> 是指系统在运行期的实际内部结构，架构设计是对这种内部结构
书面描述。</p>
<p><strong>架构设计</strong> 是以需求分析为输入，通过架构师的分析，产出架构设计资料，
于指导后续概要设计、详细设计、开发、测试、部署、上线运行。所以说如果架构设计做的不好或者
做架构设计，那么后面环节的开发测试部署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p>
<h3 id="架构设计-vs-概要设计">架构设计 vs 概要设计</h3>
<p>架构设计是以组件的视角来思考系统如何分解，并定义分解出来的组件之间的关系。<br>
概要设计是从功能模块的视角来对系统进行分解，并定义这些功能模块之间的关系。现在提的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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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做完架构设计直接做详细设计即可！</p>
<p>以用户登录为例，从架构设计的角度可能就只是一个用户服务组件，而从概要设计的角度可能就
前端页面、用户接口、数据库等一系列功能的设计。</p>
<h3 id="架构师">架构师</h3>
<p>架构师是负责系统架构的人、团队或组织，架构师是团队技术领导，从技术角度，承担项目技术
成功或失败的责任。在其领域内能够全局把握的人，能够给出其负责范围内的总体设计，并能解决关
问题、指导其他人员落实设计。</p>
<p>往往后端开发出生的架构师对后台开发这一块有很丰富的相关经验，但是还需要对前端，APP 端
测试、部署等领域也需要了解掌握，需要能做到掌控全局，这也是成为架构师需要去修炼的地方。</
>
<p><strong>注解：架构师在一个团队中的权利很大，在技术上大家都要听你的，但是同时你也要
担相应的义务，一旦项目由于技术原因失败，那你就是第一责任人</strong></p>
<h3 id="架构师的价值">架构师的价值</h3>
<p>李智慧老师在《大型网站技术架构 核心原理与案例分析》说过软件架构师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掌
多少先进的技术，而在于具有将一个大系统切分成 N 个低耦合的子模块的能力，这些子模块包含横
的业务模块，也包含纵向的基础技术模块。这种能力一部分源自专业的技术和经验，还有一部分源自
架构师对业务场景的理解、对人性的把握、甚至对世界的认知。”</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20/03/image-221818ec.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
<p>上面这张图表示未经过架构设计的系统，大家想怎么建就怎么建，用过几年后系统之间的关系没
能理清楚，自然自然程序员不敢随便改其中的代码。</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20/03/image-0e42ced8.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
<p>而经过良好的架构设计后系统之间逻辑清晰，可以很容易进行扩展。</p>
<h3 id="架构-架构师-架构设计之间的关系">架构、架构师、架构设计之间的关系</h3>
<p>下面一张图很容易看出架构、架构师以及架构设计之间的关系<br>
<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b3
ogfile.com/file/2020/03/image-9c78baf1.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2 id="架构师能力模型">架构师能力模型</h2>
<p>作为架构师需要拥有以下 12 个能力模型：</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20/03/image-1c422457.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
<ul>
<li>
<p>沟通协作：<br>
架构师需要经常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甚至客户打交道，所以沟通能力对架构师来说非常重要，能力
结如下<br>
① 具备优秀的口头、书面及表达技巧<br>
② 优先的聆听者和观察者<br>
③ 传达和激发团队，共享架构，确保达成一致<br>
④ 个人品牌，值得信任<br>
⑤ 推动良好的团队协作，合作共赢</p>
</li>
<li>
<p>自我驱动：<br>
架构师为什么能够成为架构师？因为他们都会有强大的自我驱动力，总结如下<br>
① 积极主动，承担职责以外的事情<br>
② 持之以恒，长期保持<br>
③ 严格要求自己，不满足现状</p>
</l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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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高效学习：<br>
这个能力所有做开发的都需要具备<br>
① 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的优劣<br>
② 形成自己的学习模式<br>
③ 目标导向，学习目标要明确<br>
④ 学习需要反复强化，不断实践运用</p>
</li>
<li>
<p>良好心态：<br>
① 开放心态，能够取长补短，要多与分歧者沟通<br>
② 责任心，敢于决策，为决策结果负责<br>
③ 严于利己，宽以待人，积极向上</p>
</li>
<li>
<p>识别问题：<br>
公司花钱聘请你来的目的是让你来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先识别问题，而架构师需要快速准
的识别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br>
① 识别问题以及问题的主体，把问题本身先搞清楚<br>
② 发现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br>
③ 可以通过利益者全面沟通、竞争对手分析等手段来识别问题<br>
④ 问题的优先级，可以用钱或者对业务的影响面来衡量</p>
</li>
<li>
<p>抽象思维：<br>
作为架构师这个能力尤其重要<br>
① 能够分解出共性和个性，提炼出共性<br>
② 需求概念化（由实到虚总结升华）并归类（核心/非核心等），然后分而治之<br>
③ 抽象的前提是对个性的深入理解</p>
</li>
<li>
<p>认识深度<br>
① 深层次挖掘（由虚到实）问题的本质<br>
② 技术的本质<br>
③ 业务的本质<br>
④ 利益相关者的本质</p>
</li>
<li>
<p>平衡取舍<br>
这个能力也非常重要，毕竟公司给你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给你无限的资源，那就不需要做架构了，架
师就是需要在有限的资源中最大化经济效益。往往做架构设计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br>
① 利益者之间利益程度的的平衡取舍<br>
② 确保架构在现有有限资源约束下最合理，最大化经济效益</p>
</li>
<li>
<p>业务能力<br>
不了解业务肯定做不出良好的架构设计的，需要了解业务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br>
① 对于所在业务和领域要有较深的理解<br>
② 能够对业务需求进行分解和未来判断<br>
③ 好的架构师也是好的产品经理</p>
</li>
<li>
<p>技术能力<br>
这是作为架构师最基本的能力<br>
① 具备编码/设计/攻关等能力，丰富项目经验<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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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技术深度，某一个领域的技术专家<br>
③ 技术广度，技术知识面比较广<br>
④ 技术高度，技术前瞻和判断力，技术支撑和引导业务</p>
</li>
<li>
<p>想象力<br>
① 技术创新，以业务为中心的方式识别、评估和注入颠覆性新技术的能力<br>
② 战略性规划，能够为实现潜在目标设计战略路线图并推动落地<br>
③ 企业执行，企业精神、承担逾期风险、交付成果</p>
</li>
<li>
<p>架构方法论<br>
① 多学习掌握业内/公司成熟的方法论，并且实践体会<br>
② 自己结合项目循环总结，形成自身的架构方法论体系</p>
</li>
</ul>
<h2 id="架构师修炼方法">架构师修炼方法</h2>
<p>架构师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自我修炼</p>
<ul>
<li>
<p>丰富实战<br>
1、先在一个产品/项目做的比较深入，然后考虑多产品/项目的实践；<br>
2、积极主动进行可复用模块提炼以及思路和手段的改进，减少无效重复实践<br>
3、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增加影响力在更大范围实践</p>
</li>
<li>
<p>深度思考<br>
1、六步思考：确定与定义问题、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评估结果
控制<br>
2、总结思考，形成自己的知识经验财富</p>
</li>
<li>
<p>融入圈子<br>
1、融入到部门/公司架构师的圈子，尤其是要找到自己心中的导师；<br>
2、融入行业相同的技术圈子，互相学习交流<br>
3、经常写博客、参与开源社区、演讲以及培训等手段</p>
</li>
<li>
<p>不断学习<br>
1、系统化知识体系的学习，权威书籍/网站/微信公众号等<br>
2、新技术的感知、运用、分析以及场景运用<br>
3、参加各种培训、分享以及交流等，与专家讲师碰撞学习</p>
</li>
</ul>
<h2 id="架构师成长路径">架构师成长路径</h2>
<p>架构师的前身是一名中高级开发人员，他们通常会具备以下几个特征：</p>
<ul>
<li>工作三五年，精通一两种编程语言；</li>
<li>精通几个框架，如 SSH；</li>
<li>能够搭建项目的代码框架，开发核心模块，组织共通类库，编写示例程序；</li>
<li>能够解决一些开发过程中的难题；</li>
<li>能够对下级程序员进行指导；</li>
<li>能够负责一些中小模块的设计；</li>
<li>知识和能力体系与其承担什么项目有很大相关性；</li>

原文链接：架构师之路一 - 架构师入门指引

https://ld246.com/article/1583934732832


</ul>
<p>在职业发展中他们有以下几条路径可走</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20/03/image-29bd9d27.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p>
<p>走管理路线可以成长为项目经理、部门经理<br>
走技术路线可以成为某方面的技术专家、架构师、CTO</p>
<p><strong>成为架构师</strong> 意味着需要具备更高的能力，并承担更大的责任。</p>
<h2 id="架构师工作指南">架构师工作指南</h2>
<h3 id="工作职责">工作职责</h3>
<p>在标准软件研发流程体系中，软件研发分为构思阶段、设计阶段、开发测试阶段，运维阶段。而
构师需要参与整个开发流程的生命周期。</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
/b3logfile.com/file/2020/03/image-089805d9.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
>
<p>我们接下来看看架构师在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事。</p>
<ul>
<li>
<p>立项阶段的职责（主要是向咨询或需求分析人员提供技术咨询）</p>
<ul>
<li>进行总体架构设想</li>
<li>论证技术可行性</li>
<li>验证某些关键技术问题</li>
</ul>
</li>
<li>
<p>业务分析和需求分析阶段的职责<br>
协助业务分析人员产出业务分析成果，包括以下事项：</p>
<ul>
<li>与产品团队协作完成业务分析文档</li>
<li>参与系统业务价值讨论</li>
</ul>
<p>协助需求分析人员完成需求分析，包括以下事项：</p>
<ul>
<li>对产品团队进行技术支撑，解答产品团队的技术疑问</li>
<li>把握产品团队的需求成果，确保形式和内容符合架构设计输入需要，确保功能可实现，非功能性
求指标合理，成本和工期可接受</li>
<li>完善需求分析</li>
</ul>
</li>
<li>
<p>架构设计阶段的职责（独立完成架构设计）</p>
<ul>
<li>逻辑架构设计，将系统分解为非技术性的逻辑组件，并定义其间的关系</li>
<li>物理架构设计，将逻辑架构中的组件和关系进行技术化、具体化</li>
<li>对于没有经验的技术点，验证其可行性</li>
<li>性能验证</li>
<li>技术选型时对多种方案对比验证</li>
<li>架构评审，设计完成时邀请其他成员、组外专家、领导、高阶架构师对自己的工作成果进行评审<
li>
<li>软硬件采购申请，对设计、开发、测试、部署各环节需要的硬件及软件编写采购清单，提交申请<
li>
</u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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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p>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阶段的职责（与开发组长一起完成概要设计）</p>
<ul>
<li>功能清单整理，根据系统用例和架构设计中的组件定义推导出功能清单</li>
<li>接口定义，包括组件间的通信机制定义和功能模块间的接口定义</li>
</ul>
<p>与开发组长一同确定详细设计的范围，指导中级开发人员完成必要的详细设计</p>
<ul>
<li>初期指导，说明架构设计意图、详细设计注意事项</li>
<li>设计检查与评审，确保详细设计符合架构设计要求</li>
<li>参与数据库设计，确保数据库设计符合架构设计要求，主要考虑性能、数据量等问题</li>
<li>参加界面设计评审</li>
</ul>
</li>
<li>
<p>开发阶段的职责<br>
指导开发人员落实架构设计中要开发组件的实现，包括以下事项：<br>
初期指导：</p>
<ul>
<li>向开发团队说明开发相关的架构设计意图</li>
<li>配合开发组长搭建开发环境，建立各组件的代码工程</li>
<li>解答开发团队的疑问</li>
</ul>
<p>代码检查与评审：</p>
<ul>
<li>检查工程结构是否合理</li>
<li>检查组件的版本是否合适</li>
<li>检查接口是否与架构设计一致</li>
<li>检查主要处理流程的调用关系</li>
<li>检查关键功能的实现</li>
<li>检查通信方式</li>
<li>检查并发处理方式</li>
<li>检查连接池、线程池等资源的利用</li>
<li>检查缓存的实现方式和策略</li>
<li>检查配置项实现方式</li>
<li>检查构建脚本</li>
</ul>
</li>
<li>
<p>测试阶段的职责<br>
指导测试人员检验架构设计中非功能特性的实现，包括以下事项：<br>
<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b3
ogfile.com/file/2020/03/image-74295f3b.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li>
<li>
<p>运维阶段的职责<br>
指导运维人员部署系统以及在后续运维过程中进行指导，包括以下事项：<br>
<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b3
ogfile.com/file/2020/03/image-62f6b6db.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li>
<li>
<p>架构师在组织中的职责<br>
架构师是高级技术人员，在项目之外，还需要承担一定的组织建设职责，包括以下事项：<br>
<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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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file.com/file/2020/03/image-0edadabe.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li>
</ul>
<h3 id="工作流程">工作流程</h3>
<p>架构师在项目中的活动需要有一定的流程，正常过程如下：</p>
<ul>
<li>制定项目的架构工作计划</li>
<li>完善需求分析</li>
<li>进行架构设计</li>
<li>指导概要设计</li>
<li>指导详细设计</li>
<li>指导开发</li>
<li>指导测试</li>
<li>指导上线运维</li>
<li>管理架构变更</li>
</ul>
<h3 id="周边协作">周边协作</h3>
<p>架构师由于需要参与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所以基本需要与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协作，具体可参看
图：<br>
<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b3
ogfile.com/file/2020/03/image-02abde0b.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3 id="资源保障">资源保障</h3>
<p>架构师在工作过程中会有一些资源需求，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获取：<br>
<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image.png" data-src="https://b3
ogfile.com/file/2020/03/image-e5637568.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h3 id="架构师的考核">架构师的考核</h3>
<p>可以通过以下维度对架构师进行综合考核：</p>
<ul>
<li>考核架构工作计划执行的完整性</li>
<li>考核架构设计文档的质量</li>
<li>考核指导、检查和评审的效果</li>
<li>考核项目非功能性需求的满足情况</li>
<li>考核架构师知识经验的分享情况</li>
<li>考核架构师对公司产品的改进情况</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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