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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目的敏捷架构师

■文／Vikas Hazrat i   译／舒克

随着敏捷软件开发的理念和方法论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敏捷架构师在团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

要，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敏捷架构师呢？

一
直以来，无论是在软件开发

组织之内，或是行业广大人

士之中，对于敏捷团队是否

需要架构师一直存在争论。大家的质

疑集中在：既然软件的架构是随着每

个迭代而演进的，那一个架构师还能

给敏捷项目带来哪些价值呢？这让许

多传统的架构师都感受到了威胁，并

力图寻找掩护，也为一种新类型的架

构师——敏捷架构师——打开了机会

的大门。在敏捷项目中，传统架构师

的象牙塔已经逐渐成为最薄弱的一环，

而他们的许多工作职责也已经被整个

敏捷团队所分解。敏捷架构师的出现，

正符合了查尔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

理论。在一个团队中，敏捷架构师角

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许多

敏捷团队都认为他是任何敏捷软件开

发团队中最有价值的成员之一。

那怎么样才算敏捷架构师呢？我

们如何识别团队的架构师是否是敏捷

架构师呢？嗯，答案其实并不简单；

不过敏捷架构师确实具备与众不同的

品质，而且这些品质会体现在他们在

每天的日常工作之中。如果团队中的

架构师能够体现这些品质，那么他肯

定就是一个很好的敏捷架构师。不过

首先我要警告你：下面的描述听起来

也许有些过于理想化了，但他们确实

描绘出了敏捷架构师应该达到的境界。

敏捷架构师的首要目标：以最优质

量交付可用的解决方案。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首先：

解决方案的质量应该是最优的。理想

状态下，质量的需求（也被称为非功

能性需求）在敏捷项目的每个迭代中

都要有所体现。像安全、性能、代码

质量等等这些方面会隐式地包含在一

个用户故事之中，或者作为一个单独

的用户故事在迭代中出现。然而，在

迭代中工作的团队经常会陷入到对业

务功能的开发中，而质量方面的要求

就被抛在脑后了。敏捷架构师要保证

团队在每次进行构建时，都能从持续

集成环境中获得关于静态代码质量、

性能统计数据等反馈。他还要注意监

控这些统计数据和质量属性，并不断

提起团队对它们的注意。

其次，解决方案必须是可以正常

工作的。敏捷架构师要与团队评估众

多不同的选择，并一起交付一个可以

工作并且能够产生业务价值的解决方

案。他必须要确保解决方案不只能够

独立运行，而且可以与客户现有整个

软件环境进行良好的集成。这个解决

方案必须足够健壮，可以随着时间变

化进行变更和扩展。他必须将注意力

置于可工作的解决方案之上，而不是

对业务价值没有多大贡献的文档和管

理层要求提交的某些可交付物上。

维护概念完整性
他要确保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

任务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在实施时间

表和技术障碍的双重压力下工作，开

发人员有些时候做出的决策会让项目

偏离原有的业务目标。架构师必须注

意这种状况，确保任务在整个开发过

程中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当系统展现出这样的一致性——

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可以无缝结合，

这样的系统就具备了概念上的完整性。

它是通过不同部分中一致性的展现和

非理性设计的缺失来体现的。在大多

数操作系统中的拖放操作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如果系统在设计时遵循了

概念上的完整性，那么拖放操作在任

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该是可以运作

的。例如，要打开一个文件，可以通

过将该文件拖放到合适的应用程序中

实现；删除文件可以通过将其拖放到

垃圾桶中完成。简单来说，应用概念

对敏捷架构师来说，“可以工作的软件重于求全

责备的文档”和“人和交互重于过程和工具”这

两条敏捷宣言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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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可以创造一个易于使用、易于

维护，而且在使用中不会给用户带来

过多讶异和不便的系统。

与团队一起工作
他会参与项目整个过程。会像其

他程序员一样领取开发任务、实现用

户故事。类似工作不会占用他一整天

的时间，却是每天的固定工作。

他会在整个项目中运用自己的经

验，并指导架构完成演化。在最初的

几个迭代中，架构是不会完成的，它

会随着每个迭代的进行逐渐演进。这

就意味着：敏捷架构师与传统的架构

师不同，当所谓的架构设计阶段完成

后，他也不会转向全新的项目。

编写系统级别的测试
他会撰写底层的测试来检查系统

的架构。如果架构上存在漏洞，失

败的测试就会将其暴露出来。由于

敏捷主张测试优先，他会编写使系

统在质量特性方面失败的测试，并

修改架构的某些相关部分来通过测

试。少数情况下，用代码进行测试

也许无法起到作用，他会想出其他

的方式来“测试”架构。这可以确

保不会在未经证实的设计上耗费精

力。任何设计上的决策，无论大小，

必须经过测试用例的检验。

例如，如果要求系统达到同时

为一万个用户提供服务的质量要求，

敏捷架构师会使用 JMeter 或类似的

压力测试脚本，以模拟足够的负载，

确保系统可以承担这样的压力。如

果测试失败，他会重构架构以通过

测试。

参与紧密的协作
他不会单独完成设计和技术上的

决策；这些决策是与团队共同协作完

成的。他拥有开放的心态，并且坚定

认为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万事通，而

且不会对自己的主意保有盲目的保守

心态。当团队坐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

时，就会产生最好的主意；任何人都

可能提供好的想法和有价值的见识。

开放和诚实的沟通可以帮助人们基于

更好的信息做出更好的决策。敏捷架

构师是一个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他

对任何人都充满敬意，并且会利用每

一个机会向别人学习。他会促进共识

的形成，并欢迎团队中每一个人为解

决方案做出贡献。

如果业务发起者在解释完项目的

目标之后，架构师马上就可以提出一

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个架构师也许不

是一个真正的架构师。

做坚定的指导者
他经常与团队一起工作，来提升

团队的决策制定能力。根本上，这可

以帮助架构师更好地利用大家的智慧，

而不是成为项目中单一的决策制定者。

通过指导团队使用新的技术、为技术

架构构建并提供支持，他与团队可以

更好地形成协作与互利关系。他可以

确保团队不会因为缺少某些经验或是

对某些技术感到不适而简单地拒绝一

种设计方案。如果真的发生了类似情

况，他会为团队弥补中间的隔阂，从

而让大家可以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

正如Martin Fowler指出：“这指出

了如下这条基本原则：一个架构师的

价值与其所做出的决策数目成反比。”

做熟练的协调者
敏捷团队中包括技能熟练、富有

激情的团队成员。对于设计决策、实

现功能的最佳方式、开发流程的改进

措施，团队中经常会出现不同意见。

还会带来激烈的争吵，如果不能迅速

妥善处理，会影响成员之间彼此的感

情。这些场合下，团队成员需要一个

拥有丰富经验、足够成熟、并且见多

识广的调解人，来帮助团队打破僵局，

重新和谐。而敏捷架构师由于其成熟

的水平和经验就成为了不二之选。

不做大型的预先建模
通常他不会使用重型的CASE工

具来做大型的建模设计和决策。一般

来说，所有的建模都是“足够”的建模，

并且是在白板上完成的。简单的模型

会随着每个迭代慢慢成长、逐步改进。

他会跟随敏捷建模的概念，对他来说

“代码就是模型”。如果需要为了文档

生成模型，那么这些模型也是通过一

种合适的逆向工程工具从代码生成的。

模型、文档、沟通的方式会以尽

可能简洁扼要的方式保存。关键是要

将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而不是展现或

其他为了看起来好看而作的事情，这

些东西并不能添加多少业务价值。

敏捷架构师：敏捷架构师要具备扮演“协调者”和“万能胶”角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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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大规模重构的机会
他总是在注意观察可能成为严重

技术障碍、损害项目架构的问题。随

着系统的成长，他确保架构可以跟上

发展的脚步。他总是在注意观察可以

取得更大收效的变革。举例来说，如

果应用程序没有利用足够的CPU，并

导致性能低下，那么他可能会试图引

入多线程，以使得空闲的资源可以被

利用起来提供更好的性能表现。他会

首先选择最简单的可用解决方案，接

下来会经常对其进行重构，以满足变

化的质量和功能需求的要求。

敏捷架构师同样会帮助切分系统。

他会推荐采用“先征服再切分（conquer 
and divide）”而不是“先切分再征服

（divide and conquer）”的方式。最开

始时，一个小系统是通过小团队实现

的。最终，随着架构师经验的不断丰富，

团队会将系统按照自然形成的界线进

行切分，并且始终在心中包含有系统

的整体概念，而且为系统每个不同的

部分增加团队成员。

敏捷架构师是万能胶
他会在团队成员之间、不同的厂

商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逐步沟通

架构、设计决策、任何技术障碍之类

的东西，来充当万能胶的角色。他是

业务世界和技术世界之间的媒介。他

能够在业务上下文中通过技术的角度

和问题发现潜藏的业务问题。他能够

以业务价值的角度解释当前的采纳技

术，让利益相关者明白这些技术的价

值所在。例如，他可以使用人员利用

率、更快的周转率、节省的资金等业

务价值用语，来说明为什么在两种技

术中选择其中一种。针对某个项目时，

他会同时思考如何回答“为什么”和

“怎么做”这两个问题，以回答业务和

技术上的疑问。大多数传统的架构师

会关注如何实现一个解决方案，而不

去思考为什么这个解决方案是最佳的。

敏捷架构师会试图与业务人员一起，

并找出为什么需要某种特别的解决方

案，是否会有比业务人员提出的建议

更简单的方式解决手上的问题？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敏捷架

构师拥抱变化。

他拥抱架构和角色上的变化。真

正架构上的敏捷度，是指快速应变而

不损害架构的能力，同时对其他部分

的影响尽可能小。要确保这一点，他

要从好的设计开始，并让其随着项目

的进展而演进。他常常会抽象出通用

的元素，并将其封装在稳定的接口之

后，因此将变化带来的影响最小化。

真正的角色敏捷度是可以扮演多

个角色。在一天的工作中，他可能从

事程序员、系统测试人员、指导者、

协调者、团队成员、万能胶，甚至有

可能是管理层等多种角色的工作。

结语
架构师象牙塔的根基已经被动摇

了。新一类的“敏捷架构师”正在逐

步涌现出来，并与团队一起工作，为

团队做贡献。他们的确是在按照丰田

原则【注】的第十二条在生活：“亲临

现场查看，通过一手资料来彻底了解

情况”。他们是开发团队的第一等公民，

而且不只为团队工作，还在团队之中

工作。因此，要想成为能够与开发团

队共进退的敏捷架构师，成熟、经验

以及上述的能力不可或缺。

注：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杰弗

里 .耐克尔（Jeffrey Liker）根据观察

和研究，撰写出了关于丰田汽车公司

管理的14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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