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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商業結果

使用架構決策記錄簡化軟體開發專案
的技術決策

大流士昆斯和多米尼克虎比，Amazon Web Services（AWS）

2022 年三月 (文件歷史記錄 (p. 11))

本指南介紹軟體工程專案的架構決策記錄 (ADR) 流程。ADR 支持團隊協調，記錄項目或產品的戰略方向，
並減少經常性和耗時的決策工作。

在項目和產品開發過程中，軟件工程團隊需要做出架構決策以實現其目標。這些決定可能是技術性的，例如
決定使用命令查詢職責隔離 (CQRS) 模式，或與程序相關，例如決定使用 GitFlow 工作流程來管理原始程式
碼。做出這些決策是一個耗時且困難的過程。團隊必須向相關利益相關者證明、記錄和傳達這些決定。

做出架構決策時，通常會出現三種主要的反模式：

• 由於害怕做出錯誤的選擇，根本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 一個決定是沒有任何理由做出的，人們不明白為什麼要做出。這會導致多次討論相同的主題。
• 該決策不會在架構決策存儲庫中捕獲，因此團隊成員忘記或不知道該決定是否已做出。

這些反模式對於在產品或項目的開發過程中進行處理尤為重要。

以 ADR 的形式捕獲導致決策的決策，背景和考慮因素，使當前和 future 的利益相關者能夠收集有關所做決
策以及每個決策背後的思想過程的信息。這樣可以減少軟體開發時間，並為 future 團隊提供更好的文件。

目標商業結果
ADR 的目標是三項業務成果：

• 他們調整當前和 future 的團隊成員。
• 他們為項目或產品設定了戰略方向。
• 他們通過定義正確記錄和傳達架構決策的過程來避免決策反模式。

ADR 捕捉了通知 future 利益相關者的決定的背景。ADR 的集合提供了移交體驗和參考文檔。團隊或專案成
員將 ADR 集合用於後續專案和產品功能規劃。能夠參考 ADR 可以減少開發、審查和架構決策過程中所需的
時間。ADR 還允許其他團隊從中學習並深入了解其他項目和產品開發團隊所提出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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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製程的範圍

ADR 程序
架構決策記錄 (ADR) 是一份文件，描述了團隊對軟體架構的重要方面所做出的選擇。每個 ADR 都描述了架
構決策、其背景及其後果。ADR 具有狀態，因此遵循生命週期。如需 ADR 的範例，請參閱附錄 (p. 9)。

ADR 程序會輸出架構決策記錄的集合。此集合會建立決策記錄。決策記錄提供專案前後關聯以及詳細的實作
和設計資訊。專案成員瀏覽每個 ADR 的標題，以取得專案前後關聯的概觀。他們閱讀 ADR 以深入研究項目
實施和設計選擇。

當團隊接受 ADR 時，它變得不可變。如果新的見解需要不同的決定，團隊會提出新的 ADR。當群組接受新
的 ADR 時，它會取代先前的 ADR。

ADR 製程的範圍
項目成員應該為影響軟件項目或產品的每個具有重要建築意義的決策創建 ADR，包括以下內容（Richards 和
福特 2020 (p. 8)）：

• 結構 (例如微服務之類的模式)
• 非功能性需求 (安全性、高可用性和容錯)
• 從屬關係（組件的耦合）
• 介面 (API 和已發佈的合約)
• 構建技術（庫，框架，工具和過程）

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是 ADR 流程中最常見的輸入。

ADR 內容
當小組確定需要 ADR 時，團隊成員就會開始根據專案範本撰寫 ADR。(如需範本範本，請參閱 ADR GitHub 
組織。) 該模板簡化了 ADR 的創建，並確保 ADR 捕獲所有相關信息。每個 ADR 至少應定義決策的前後
關聯、決策本身，以及專案及其交付項目決策的後果。（有關這些章節的例子，請參閱附錄 (p. 9)。） 
ADR 結構最強大的方面之一是，它著重於決定的原因，而不是團隊如何實現它。了解為什麼團隊做出決定，
使其他團隊成員更容易採取決策，並防止其他沒有參與決策過程的建築師在 future 推翻該決定。

ADR 的應用程式
每個團隊成員都可以創建 ADR，但團隊應該為 ADR 建立所有權的定義。作為 ADR 擁有者的每位作者都應
主動維護和溝通 ADR 內容。為了澄清此所有權，本指南在以下章節中將 ADR 作者稱為 ADR 擁有者。其他
團隊成員可以隨時為 ADR 做出貢獻。如果 ADR 的內容在團隊接受 ADR 之前發生變更，則擁有者應該核准
這些變更。

下圖說明 ADR 的建立、擁有權和採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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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的應用程式

在小組識別出架構決策及其擁有者之後，ADR 擁有者會在程序開始時提供處於 [提議] 狀態的 ADR。處於
「已建議」狀態的 ADR 已準備就緒，可供檢閱。

接著，ADR 擁有者會啟動 ADR 的檢閱程序。ADR 審核程序的目標是決定專案團隊是否接受 ADR、判斷
其需要重工或拒絕 ADR。包括擁有者在內的專案團隊會審核 ADR。審查會議應從專用的時間段開始讀取 
ADR。平均而言，10 至 15 分鐘就足夠了。在此期間，每個團隊成員都會閱讀文件，並新增註解和問題，以
標記不清楚的主題。在審核階段之後，ADR 擁有者會讀出並與團隊討論每個註解。

如果小組發現行動點來改善 ADR，ADR 的狀態會保持「已建議」狀態。ADR 擁有者會制定動作，並與專案
團隊共同合作，將工作負責人新增至每個動作。每個團隊成員都可以貢獻和解決行動要點。ADR 擁有者有責
任重新排程審核程序。

團隊也可以決定拒絕 ADR。在這種情況下，ADR 所有者會添加拒絕的原因，以防止以 future 對同一主題進
行討論。擁有者將 ADR 狀態變更為「已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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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審核程序

如果團隊核准 ADR，則擁有者會新增時間戳記、版本和利益相關者清單。擁有者接著會將狀態更新為「已接
受」。

ADR 和他們創建的決策日誌代表團隊做出的決策，並提供所有決策的歷史記錄。在可能的情況下，團隊在代
碼和架構審查期間使用 ADR 作為參考。除了執行程式碼檢閱、設計工作和實作任務之外，小組成員還應諮
詢 ADR，以取得產品的策略性決策。

下圖顯示了應用 ADR 以驗證軟件組件中的更改是否符合商定決策的過程。

最好的做法是，每個軟體變更都應該經過同儕審查，並且至少需要一次核准。在程式碼檢閱期間，程式碼檢
閱者可能會發現違反一或多個 ADR 的變更。在這種情況下，審閱者要求代碼更改的作者更新代碼，並共享
鏈接到 ADR。當作者更新代碼時，它是由對等審核者批准並合併到主代碼庫中。

ADR 審核程序
團隊應該在團隊接受或拒絕後將 ADR 視為不可變的文檔。變更現有 ADR 需要建立新的 ADR、建立新 ADR 
的審核流程，以及核准 ADR。如果小組核准新 ADR，擁有者應該將舊 ADR 的狀態變更為「已取代」。下圖
說明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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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審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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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實務
提升擁有權。 每個項目團隊成員都應該有權創建和擁有 ADR。這種做法會在團隊成員之間分配架構研究工
作，並卸載解決方案架構師或團隊負責人的工作負載。它還可以促進決策過程中的所有權感。這有助於團隊
更快地採用這些決定，而不是將其視為從組織的更高層次施加的決策。

保留 ADR 歷史記錄。 ADR 應該有一個變更歷史記錄，每個「變更」都應該有一個所有者。當 ADR 擁有者
更新 ADR 時，他們應該將舊 ADR 的狀態變更為「已取代」，記下他們在新 ADR 的變更歷史記錄中的變
更，並將舊 ADR 保留在決策記錄中。

安排定期檢討會議。 如果您正在進行一個新的（綠地）項目，ADR 過程在開始時可能會非常激烈。我們建
議您在每日站立之前或之後建立定期 ADR 討論和審查會議的節奏。使用這種方法，定義的 ADR 將在兩個或
三個衝刺中穩定下來，您可以用更少的會議建立堅實的基礎。

將 ADR 存放在中央位置。 每個項目成員都應該有權訪問 ADR 的集合。我們建議您將 ADR 儲存在中央位
置，並在專案文件的主頁上參考它們。存儲 ADR 有兩種流行的選項：

• 一個 Git 倉庫，這使得版本 ADR 更容易
• Wiki 頁面，讓所有團隊成員都能存取 ADR

地址不相容的代碼。 ADR 程序無法解決不符合舊版程式碼的問題。如果您的舊版程式碼不支援已建立的 
ADR，您可以逐步更新過期的程式碼基底或成品，同時引入新的變更，或者您的小組可以決定透過建立技術
債務工作明確重構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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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ADR 有哪些優點？

常見問答集
建立 ADR 有哪些優點？

專案團隊應建立 ADR 程序，以簡化架構決策、防止重複討論相同架構主題，並有效地傳達架構決策。

項目團隊何時應該創建 ADR？
專案團隊應該針對影響結構 (模式如微服務)、非功能性需求 (安全性、高可用性和容錯性)、相依性 (元件耦
合)、介面 (API 和已發佈的合約) 和建構的各個層面建立 ADR技術（庫，框架，工具和過程）。

項目團隊應該多久審查一次 ADR？
項目團隊應在接受 ADR 之前至少審查一次。

誰應該建立 ADR？
每個團隊成員都可以創建一個 ADR。我們建議您宣傳 ADR 的擁有權概念。擁有 ADR 的作者應主動維護並
傳達 ADR 內容。其他團隊成員可以隨時為 ADR 做出貢獻。ADR 擁有者應核准 ADR 的變更。

ADR 應包含哪些資訊？
每個 ADR 至少必須定義決策的前後關聯、決策本身，以及專案及其交付項目決策的後果。上下文應該提到
團隊考慮的可能解決方案。它還應包含與項目，客戶或技術堆棧有關的任何相關信息。決定必須以命令式語
言清楚說明團隊決定採用的解決方案。避免使用諸如「應該」之類的詞語，並將每個決定說「我們使用...」
或「團隊必須使用...」之類的詞語，後果部分應提及做出決定的所有已知權衡。每個 ADR 都必須具有一個狀
態和一個變更日誌，其中包含變更日期和負責變更的人員。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 ADR 模板？
有多種版本和 ADR 模板可用的變體。如需常用 ADR 範本的公開集合，請參閱 ADR GitHub 存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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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步驟
我們建議您從小規模開始，看看 ADR 為您的團隊帶來的好處。如果您正在進行中的專案，請確定下一個架
構變更，然後套用建議的 ADR 程序來建立您的第一個 ADR。

另一個起點是使用 ADR 記錄整體軟件開發過程。通常，開發過程是基於該團隊沒有在任何文檔中捕獲的默
契知識。記錄此過程可以為團隊的新成員提供更流暢的體驗。

如果您正在進行綠地項目，請應用 ADR 過程，並從幾句話開始從頭開始捕獲所有決策。然後，您可以對這
些 ADR 進行迭代，並用新的信息補充它們。建立 ADR 之後，您就可以開始在程式碼檢閱程序中使用這些 
ADR 做為參考。

資源

• 架構決策記錄。 https://adr.github.io/.
• 理查茲，馬克和尼爾·福特。2020 版本 軟件架構的基礎知識。塞瓦斯托波爾:奧萊利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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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DR 範例
標題

該決策定義了 ABC 應用程序開發的軟件開發生命週期方法。

狀態

已接受

日期

2022-03-11

Context

ABC 應用程序是一個打包的解決方案，它將通過使用部署包部署到客户的環境中。我們需要一個開發過程，
使我們能夠擁有可控的功能、修補程序和發佈管道。

決策

我們使用一個改編版本的GitFlow 工作流程開發 ABC 應用程序。

為了簡單起見，我們不會使用hotfix/*和release/*分支，因為 ABC 應用程序將被打包而不是部署到特
定環境。出於這個原因，不需要額外的複雜性來阻止我們快速作出反應來修復生產版本中的錯誤，或者在單
獨的環境中測試版本。

以下是商定的分支戰略：

• 每個存儲庫必須具有受保護的main分支，該分支將用於標記版本。
• 每個存儲庫必須具有受保護的develop分支的所有正在進行的開發工作。

後果

正：

• 調節 GitFlow 進程將使我們能夠控制 ABC 應用程序的發佈版本控制。

負：

• GitFlow 比基於中繼的開發或 GitHub 流，並且有更多的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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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

• 所以此main和develop每個存儲庫中的分支必須標示為Protected。
• 對的變更main和develop分支必須通過使用合併請求進行傳播。
• 每個合併請求至少需要一次審批。

備註

• 作者：Jane
• 版本：0.1
• 更新記錄：

• 0.1：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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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歷史紀錄
下表說明本指南的重大變更。如果您想收到有關 future 更新的通知，您可以訂閱 RSS 摘要。

變更 描述 日期

初始出版 (p. 11) — 2022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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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術語

AWS規定指引詞彙
以下是AWS規範性指引所提供的策略、指南和模式中常用的術語。若要建議參賽作品，請使用詞彙表結尾的
「提供意見反應」連結。

現代化術語
事務, 功能

企業如何創造價值（例如，銷售，客戶服務或營銷）。微服務架構和開發決策可由業務功能驅動。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在AWS白皮書上執行容器化微服務的「圍繞業務功能組織」一節。

領域驅動設計

通過將其組件連接到每個組件服務的不斷發展的領域或核心業務目標來開發複雜軟件系統的方法。這個
概念是由埃里克·埃文斯在他的著作《領域驅動設計：解決軟體核心的複雜性》(波士頓：艾迪森-衛斯利
專業，2003)。如需如何使用網域導向設計搭配絞死程式圖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容器和 Amazon 
API Gateway 逐步現代化舊版 Microsoft ASP.NET (ASMX) Web 服務。

微服務

一種小型的獨立服務，可透過定義明確的 API 進行通訊，通常由小型獨立的團隊擁有。例如，保險系統
可能包含對應至商業功能 (例如銷售或行銷) 的微型服務，或子網域 (例如購買、索賠或分析)。微服務的
優點包括靈活性、彈性擴充、輕鬆部署、可重複使用的程式碼和彈性。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AWS
無伺服器服務整合微服務。

微服務架構

使用獨立元件來建置應用程式的方法，這些元件會以微服務形式執行每個應用程式處理序 這些微服務透
過使用輕量型 API，透過明確定義的介面進行通訊。此架構中的每個微服務都可以更新、部署和擴充，
以滿足應用程式特定功能的需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上的實作微服務AWS。

現代化

將過時的 (舊版或整合式) 應用程式及其基礎架構轉換為雲端中敏捷、彈性且高可用性的系統，以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並充分利用創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AWS雲端中將應用程式現代化的策略。

現代化準備程度評估

這項評估可協助判斷組織應用程式的現代化準備程度；識別優點、風險和相依性，並決定組織如何支援
這些應用程式的 future 狀態。評估的結果是目標架構的藍圖、詳細說明現代化流程的開發階段和里程碑
的藍圖，以及解決已識別差距的行動計劃。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評估AWS雲端中應用程式的現代化準
備程度。

整體應用程式 (巨石)

以單一服務與緊密結合的程序執行的應用程式。單片應用程序有幾個缺點。如果一個應用程式功能遇到
需求激增，則必須擴充整個架構。當程式碼基底成長時，新增或改善整體應用程式的功能也會變得更加
複雜。若要解決這些問題，您可以使用微服務架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巨石分解為微服務。

多邊形持久性

根據資料存取模式和其他需求，獨立選擇微服務的資料儲存技術。如果您的微服務具有相同的資料儲存
技術，則可能會遇到實作挑戰或效能不佳。如果微服務使用最適合其需求的資料存放區，則可以更輕鬆
地實作並達到更好的效能和延展性。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中的透過啟用服務中的資料保存。

split-and-seed 模型

一種用於擴展和加速現代化項目的模式。定義新功能和產品版本時，核心團隊會分割以建立新的產品團
隊。這有助於擴展組織的功能和服務，提高開發人員生產力，並支持快速創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在AWS雲端中將應用程式現代化的階段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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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whitepapers/latest/running-containerized-microservices/welc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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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aws.amazon.com/prescriptive-guidance/latest/modernization-phased-approach/step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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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術語

絞殺程式圖案

一種透過逐步重寫和取代系統功能，直到舊系統解除委任為止，將整體系統現代化的方法。這種模式使
用了無花果藤的類比，該無花果藤生長成一棵已建立的樹，最終克服並取代了其宿主。該模式是由馬丁
·福勒（Martin Fowler）引入的，作為重寫整體系統時管理風險的一種方式。如需如何套用此模式的範
例，請參閱使用容器和 Amazon API Gateway 逐步現代化舊版 Microsoft ASP.NET (ASMX) 網路服務。

兩個比薩團隊

一個小 DevOps 團隊，你可以餵兩個比薩餅。兩個披薩團隊規模可確保在軟件開發中進行協作的最佳機
會。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AWS白皮書簡介的「雙披薩團隊」一節。 Dev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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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artinfowler.com/bliki/StranglerFigAppl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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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英文版的機器翻譯版本，如內容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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