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ure 技能导航器

解决方案架构师
想要拓展你的 Microsoft Azure 知识和技能？
你走的路很正确！

此 Azure 学习旅程专为解决方案架构师而设计，这些架构师将定义
Microsoft Azure 中技术解决方案的设计和实现。利用对组织业务要求
和开发人员能力的理解，这些 IT 专业人员使用由不同技术组件构成的
构建基块来创建经过优化的可靠体系结构。
本指南利用 Microsoft 的大量资源，为你规划了加深对 Azure 的了解的
路线。你将首先深入了解 Microsoft Azure 的基本概念并探索核心解决
方案，然后再了解解决方案设计原则（包括安全性和合规性）。最后，
你将了解有助于将解决方案体系结构变为现实的部署工具和方法。根据
设计要求，这些模块应按本指南中所述的顺序逐步完成。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然后通过进一步培训、博客更新、视
频、活动以及与技术社区建立联系等持续的学习机会，继续你的
Azure 探索。现在就向你的 Azure 目标迈出第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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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Azure 基础知识入门

在本节中，你将了解云计算的基本概念并大致了解 Azure 服务。

Microsoft Azure 基础知识

本免费系列包含六个部分，你可以跟随本系列探索基本的云计算概
念，大致了解众多 Azure 服务，并参与动手练习，
部署你的首批服务。

9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在此学习路径中，对解决方案架构师角色最重要的自学模块包括：

基本 Azure 概念

了解不同类型的云计算和使用云计算服务的优势。

25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核心 Azure 体系结构
组件

了解使用 Azure 服务所需的核心概念、资源和术语。

3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Azure 成本管理和
服务级别协议 (SLA)

了解影响成本的因素、用于估计和管理云支出的工具，以及 Azure
的 SLA 对设计决策的影响。

1 小时
1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隐私、合规性和数据保护标准

探索 Microsoft 对隐私的承诺，以及 Azure 如何遵守常见法规和合规
性标准。

3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Microsoft Certified:
Azure Fundamentals

证明你掌握了有关云概念以及 Azure 服务、工作负载、安全性、
隐私、定价和支持的基础知识。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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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Azure 解决方案

Azure 提供各种服务，但大多数组织将从与标识、计算、网络、存储和数
据相关的服务开始。了解这些基础服务，以及流程自动化、容器、AI 和物
联网 (IoT)。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大致了解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标识服务，
它管理对 Microsoft 365、Azure 等的访问。

10 分钟

文章

设计身份验证和
授权解决方案

探索可用于内部和外部标识和访问管理的服务，包括标识保护功能。

4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实现 Microsoft 标识

了解如何在你的自定义应用程序中利用 Microsoft 标识，包括 OAuth 2.0
协议和自定义 API。

6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Azure 中的虚拟机

探索 Azure 中 Windows 和 Linux 虚拟机的可用大小和选项。

10 分钟

文章

Azure 网络服务概述

增加对 Azure 网络服务关键功能的了解。

10 分钟

文章

Azure 网络

深入探索特定 Azure 网络功能（包括虚拟 WAN、负载均衡和混合连接）
的技术演示。

设计基础结构解决方案

了解如何设计和推荐计算解决方案、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网络解决方案以
及到 Azure 的迁移。

视频

2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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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Azure 解决方案

设计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了解关系数据、非关系数据和数据集成的数据存储解决方案。

1.5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Azure Stack HCI 基础知识

了解 Azure Stack 产品组合以及基本体系结构、
核心功能和主要用例。

3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自动完成业务流程

了解如何选择适当的 Azure 服务以实现集成和
流程自动化。

45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在 Azure 中管理容器

了解 Azure 的容器解决方案，包括 Azure 容器实例、Azure 容器注册
表、Azure Kubernetes 服务以及对 Docker 容器的支持。

5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AI 策略和解决方案

了解 Azure 用于 AI 和机器学习的工具和服务。

1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Azure IoT

探索 Azure 的 IoT 设备解决方案。

3 分钟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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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解决方案设计原则

现在你已详细了解 Azure 服务，请增加对相关解决方案设计原则的了解。
本节提供了案例研究、体系结构框架和设计方法等内容。

Azure 案例研究

从 Azure 功能的真实客户示例中获取灵感。

Azure 云采用框架

了解如何在云端规划和实现
业务和技术策略。

30 分钟

文章

Azure 架构良好的框架

了解构建高质量、稳定且高效的
云工作负载的原则。

40 分钟

文章

架构良好：Backstage 教程

深入了解 Azure 的幕后，了解我们如何助推可靠性、
安全性、成本优化、卓越运营和性能效率。

1.5 小时

视频

Azure 体系结构中心

探索在 Microsoft Azure 上和跨 Microsoft 云平台构建应用程序的最佳做
法和模式。

Azure 应用程序体系结构基础知识

研究在 Azure 上设计可缩放、安全、可复原且高度可用的应用程序的结
构化方法。

5 分钟

文章

云设计模式

了解有助于在云端构建安全可靠的应用程序的设计模式。

5 分钟

文章

Azure 应用程序的设计原则

探索 10 项设计原则，以使你的 Azure 应用程序具有可缩放性、可复原性
和可管理性。

2 分钟

文章

设计应用程序体系结构

了解有关设计和推荐应用程序体系结构的详细信息，包括消息传递和事件
驱动的方案。

3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案例研究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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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解决方案设计原则

高可用性和业务连续性设计

了解用于实现高可用性、备份和灾难恢复的解决方案。

1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Azure VM 的可用性选项

了解如何使用区域中复制的 VM 设计解决方案，以保护你的应用和
数据免受数据中心丢失的影响。

5 分钟

文章

Azure 参考体系结构

浏览参考体系结构的体系结构关系图和技术描述、云体系结构的真实
示例以及针对 Azure 上常见工作负载的解决方案创意。

成本管理最佳做法

探索这种有条不紊的成本管理方法，通过工具和原则优化
Azure 投资。

Azure 定价计算器

计算 Azure 解决方案的估计成本。

工具

Azure 总拥有成本 (TCO) 计算器

估计将工作负载迁移到 Azure 节省的成本。

工具

Microsoft Certified: Azure Solutions
Architect Expert

证明你掌握了如何设计可在 Microsoft Azure 上运行的云和混合解决
方案（包括计算、网络、存储、监视和安全性）。

认证

关系图

10 分钟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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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安全
与合规性

了解 Azure 的安全与合规性功能，包括最佳做法和基准以及战略和资源。

描述 Microsoft 安全
解决方案的功能

了解 Azure 的安全性、标识和合规性基础知识，以及 Azure 和
Microsoft 365 中的安全工具。

1 小时
4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Microsoft 网络安全
参考体系结构

浏览描述 Microsoft 安全功能如何与 Microsoft 平台以及第三方平台
和应用程序集成的参考体系结构关系图。

5 分钟

文章

Azure 解决方案的
安全最佳做法

了解在设计、部署和管理 Azure 云资源时使用的安全最佳做法。

50 分钟

白皮书

Azure 安全基准简介

了解快速降低组织安全风险的建议。

10 分钟

文章

制定云治理策略

了解如何制定有关云环境配置的组织决策，并使用 Azure 的治理功
能和服务强制执行这些决策。

50 分钟

自定进度学习

Microsoft 信任中心

查找解释 Microsoft 隐私和合规性方法的全面资源。

资源

在云端管理合规性

探索面向合规性从业人员的资源，包括区域和行业法规。

资源

Microsoft 安全资源

了解如何跨设备、标识、应用程序和数据将零信任安全原则融入你的
解决方案。

资源

Microsoft 安全

探索 Microsoft 安全、合规性以及标识和访问管理功能的技术演示。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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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Azure 解决方案

考虑如何使用 Azure 工具、流程和模板来部署和维护你的解决方案。

Azure PowerShell 入门

了解 Azure 的核心 PowerShell 命令并在自己的 Azure 环境中试用这
些命令。

5 分钟

交互式学习

Bicep 基础知识

试用 Azure 中可用于部署基础结构即代码的 Bicep 语言。

3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整个 Azure：DevOps 和 GitHub

通过 Azure DevOps 和 GitHub 了解 DevOps 原则，
例如源代码管理、持续集成和持续交付。

1.5 小时

视频

Azure DevOps 入门

了解如何通过 Azure DevOps 构建和测试任何应用程序，并将其部
署到云端或本地。

2 小时

自定进度学习

Azure 登陆区域

了解如何将概念性 Azure 体系结构部署为代码。

5 分钟

文章

Azure 快速启动模板

浏览社区提供的模板，帮助你快速部署 Azure 资源

5 分钟

模板

Azure Migrate

大致了解用于评估本地服务器、基础结构、应用程序和数据并将其迁
移到 Azure 的集中化中心。

5 分钟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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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

完成学习路径后，请随时了解最新信息并与 Microsoft 保持联系。

试用

培训

Azure 免费试用

Microsoft Learn

讲师引导式培训课程

开始使用 30 天 200 美元的 Azure 额
度，热门服务（12 个月内免费），
以及 40 多项永远免费的服务。

在这里可以分享你的学习经验并获取与培训
和认证相关的最新更新。

更喜欢有讲师的课堂环境？浏览讲师引导式
培训目录并查找本地学习合作伙伴。

交互式学习

课堂培训

AZURE 免费帐户

了解直播
加入我们的专家嘉宾直播，并在他们引导你完成
Microsoft Learn 模块时提问。
直播学习

博客

文档

保持联系

Microsoft Azure 博客

Azure 文档

Microsoft 活动

Azure 产品团队提供的最新新闻和公告。

了解如何使用 Microsoft Azure 云服务生成
和管理功能强大的基础结构和应用程序。
获取文档、示例代码、教程等等。

特殊活动和 Virtual Training Day，帮助你
拓展专业知识、学习新技能并与社区建立
联系。

博客

活动

Azure DevOps 博客

资源

构建 Azure DevOps 的团队提供的
DevOps、Git 和敏捷更新。

Azure 更新

博客

随时了解最新产品功能。

Azure 社区
在社区中了解有关 Azure 的最佳做法
和最新资讯。
论坛

资源

本文档按“原样”提供。本文档中的信息和表达的观点（包括 URL 和其他 Internet 网站引用）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 2022 Microsoft。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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