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帮

需求
管理

预备
阶段

A
架构
愿景

B
业务
架构

C
信息
系统
架构

D
技术
架构

F
迁移
规划

G
实施
治理

E
机会及解
决方案

H
架构变更
管理

TOGAF® 认证公开课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授课讲师：周金根
北京捷创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捷创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IT帮创始人 周金根

扫码咨询

ü 愿景：成为一个专业、用心的能力成长伙伴

ü 使命：激发更多人平衡能力，高效学习，快乐生活

北京捷创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捷创成”）是一家提

升组织的企业架构、敏捷研发、产品管理、创新思维等领域

能力的教育企业。公司于2018年正式成立，起源于16年 IT

帮的建立，区别于传统培训机构和咨询企业的是，捷创成已

经形成了一套帮助IT人员技能提升的帮体系方法集，服务形

式不仅限于微咨询、内训、公开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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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什么？

有共同目标的任意类型组织，例如政府机

构、企业、事业部、单一部分、或包括供

应商和客户。

• 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可能由具有

多个独立企业架构的企业组成，

但通常会由一些通用架构组件来

取得更大收益。

为什么需要企业架构？

企业架构的终极目的是战略解构、运营重

构，架构一个集成环境来响应变化并支持

业务战略落地。

ü 实现业务快速创新
ü 打通业务，提升总效益
ü 避免重复建设，降低总成本
ü 支持决策，控制风险

什么是架构框架？

用来计划、开发、实现、治理和维护架构

的一个概念框架。
架构框架提供了一个架构项目的实际起点：
ü 避免了当任务规模变得明显时最初的恐慌

ü 有系统的开展工作

ü 包含了重用资源的基线集合

谁能从TOGAF中获益？

任意计划和已开展企业架构开发的组织都

可以从使用TOGAF中获得业务转型支持。

• 寻求无边界信息流的组织：定义和

实现结构和流程集成组织间的信息

• 设计和实现企业架构的个人：通过

TOGAF快速进入EA领域，并确保在

一个完整的方法论指导下提升能力

具体什么会促使我开发企业架构？

通常因业务转型需要（业务敏捷）或基础设施重

建（IT复杂性）会准备启动企业架构评审或开发。

架构师处理利益相关者关注点：

1. 识别和提炼利益相关者需求

2. 开发处理需求的架构视图

3. 权衡不同相关者的潜在冲突

没有企业架构根本不可能考虑或满足

所有关注点和需求。

为什么我需要TOGAF？

TOGAF架构框架提供构建可工作和经济

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业务问题和需要的最佳

实践，它在标准和和降低架构开发过程风

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TOGAF框架由超过300家来自于世界

领先公司和组织的架构论坛成员公司

共同努力开发的。IT帮即为其中一员。

1. 为什么需要企业架构和TOG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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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给出的学习要点大纲

这里有一个50多页的文档（英文）详细列出了学习要点，通过这个文档可以了解到学习

TOGAF到底需要掌握哪些知识点。下面我以利益相关者管理单元为例：

UNIT 6 Stakeholder Management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Learning Unit is to help the Candidate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th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technique.
KLP Reference 21-*, 31-*
Learning 
Outcome

The Candidate must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process (KLP 21.1-1, 21.2-1, 
21.3-1, 21.4-1)
2. Explain the benefits of creating architecture views (KLP 31.2-1)
3. For the example architecture view described in Section 31.4.1:
o Describe th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concerns
o Define a Stakeholder Map

完整大纲下载

IT帮授课讲义目录

IT帮认证公开课授课讲义是按照考试大纲近400个学习要点编制，并经TOG官方严格审

核。在课程中我们也严格按照此讲义进行授课，保证学员能够真正获得TOG对企业架构。

2. TOGAF有哪些学习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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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愿景
和驱
动力

6.架构能力框架

2.架构开发方法
ADM指引和技术

（3，TOGAF库）

5.企业连续系列和工具

TOGAF参考材料
（TOGAF库）

业
务
能
力4. 架构内容框架

1. 介绍

这部分不只是概要介绍TOGAF文档和Library

的结构和EA的好处，还提供了在TOGAF中使

用到的所有关键术语和概念的定义。

6. 架构能力框架

帮助你建立EA职能和架构能力，包含架构委员会、架

构一致性和架构合同相关的架构治理，还解释了如何

使用架构成熟度模型并引用一个架构技能框架。

2. 架构开发方法

3. ADM指引和技术
通常ADM需要适应你的需要，指引解释如何适应

ADM，例如使用迭代或适合安全架构或SOA。这

部分也描述了一些在EA过程中使用到的重要技术。

4. 架构内容框架

描述架构过程产物，包括

详细的内容元模型、架构

工件、构建块、交付物。

5.企业连续系列和工具

提供分类和重用

工件的方式，及

架构分区和存储

库、工具。

这是TOGAF框架的核心，描述开发企业架构循序渐进的方法。它必

须把架构工作框定为可管理的工作阶段，并要确保这些阶段可以形

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3. 如何组织TOGAF的学习要点？



4. 如何理解架构开发方法周期？

指南：ADM是一个大循环，这可能暗示着这是一种确定性的瀑布方法，

但实践中是通过迭代来管理企业架构开发及其生命周期管理的复杂性。

迭代1：获得企业承诺

预备阶段：虽然在主圆外，你仍需要重新回来评估EA
团队和企业承诺。

架构愿景：有一个关于利益相关者、复杂性、变化和
目标的整体视图。这不是一次做完，架构愿景会慢慢
浮现出来，持续演化和沟通是关键。

迭代2：设计正确架构 as-is/to-be

业务架构：独立于技术而关注业务能力、流程和产品
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与业务相关的架构视角分析。

信息系统架构：这是顺接业务转向IT的重要架构，一
般又分为数据架构和应用架构。

技术架构：关注基础设施（例如硬件和通讯）以及平
台/中间件。

迭代3：投资架构路标

机会及解决方案：从整体架构视角转移到如何为架构
进行交付、投资和分配资源。

迁移规划：项目管理者比架构师更多参与，确保详细
规划与架构愿景保持一致。

迭代4：正确实施架构

实施治理：需监控每个项目和解决方案遵从架构，在
合规性上不能妥协，说服大家追求长期愿景。

架构变更管理：当项目和解决方案不能满足原有期望
时，需回到其他阶段去解决。

ü 架构开发方法ADM是了解和改
善现有架构的最好方式。

ü 不要不做任何裁剪的使用ADM，
它更像一个食谱，你要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去做出选择。

ü 在大型企业中存在很多项目分别
处在ADM的不同阶段。

架构能力迭代

架构开发迭代

过渡规划迭代

架构治理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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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帮TOGAF学习海报

北京捷创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IT帮，最用心的企业架构能力提升教育

周金根，一个在企业架构、业务分析、软件需求、敏捷研发、自我管理、创新思维
等多个领域构建体系，并自在快乐、勇于践行的布道者、资深教练和内训讲师，致
力于通过践行并持续完善IT帮体系方法，帮助客户激活面向未来的能力。

个人微信公众号公开课



5. 架构开发方法ADM概览

预备阶段
1. 界定被影响的企业组织范围

2. 确认治理和支持框架

3. 定义企业架构团队

4. 识别架构原则

5. 裁剪TOGAF以及其他选定的架

构框架

6. 选择架构工具

A.愿景阶段
1. 建立架构项目

2. 识别利益相关者、关注点和业

务需求

3. 确认业务目标、驱动力和约束

4. 评价业务能力

5. 评估准备就绪

6. 定义范围

7. 确认和详细制定架构原则，包

括业务原则

8. 创建架构愿景

9. 定义目标架构价值提议和KPIs

10. 识别业务转换风险和减轻行动

11. 创建企业架构工作说明书，并

获得批准

B.业务架构
C.信息系统架构
D.技术架构

1. 选择参考模型、视角和工具

2. 开发基线[领域]架构

3. 开发目标[领域]架构

4. 进行差距分析

5. 定义路线图

6. 解决整个架构景观中的影响

7. 进行正式的利益相关者评审

8. 确定[领域]架构

9. 创建架构定义文档

E.机会及解决方案
1. 确定公司变革属性

2. 确定实施的业务约束

3. 合并阶段B到D的差距分析结果

4. 整合相关业务功能需求

5. 合并及解决互操作性需求

6. 提炼及验证依赖关系

7. 确认业务转换的准备就绪和风险

8. 制定实施和迁移策略

9. 识别并分组主要工作包

10. 确定过渡架构

11. 创建架构路标和实施迁移计划

F.迁移规划
1. 确认管理框架的相互作用

2. 指出业务价值

3. 估算资源需求、时间，决定

如何交付

4. 确定项目迁移优先顺序

5. 确认架构路标

6. 产生实施和迁移计划

7. 建立架构进化周期

G.实施治理
1. 确认范围和优先顺序

2. 识别部署资源和技能

3. 指导解决方案部署的开发

4. 执行企业架构合规评估

5. 实施业务和IT运营

6. 进行实施后回顾，结束实施

H.架构变更管理
1. 建立价值实现流程

2. 部署监控工具

3. 管理风险

4. 提供架构变更管理分析

5. 开发满足绩效目标的变更需求

6. 管理治理流程

7. 启动实施变更的流程

需求管理
1. 识别、记录需求（ADM）

2. 基线需求

3. 监控基线需求

4. 识别变更的需求（ADM）

5. 识别变更的需求并记录优先顺序

6. 评估变更影响（ADM）

7. 实现产生于阶段H的变更（ADM）

8. 用有关被请求变更的信息更新需求存储

库，包括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视图

9. 实现在目前阶段的变更（ADM）

10. 评估和修正之前阶段的差距分析

架构开发方法 ADM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Method

需求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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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结构化的输出企业架构？

指南：通过内容元模型可以保证企业架构输出在整个企业级
架构工作中保持一致性、完整性、可跟踪性。

IT帮TOGAF学习海报

元模型定义了一套实体正式描述真实世界，帮助获

取、存储、过滤、查询和表达架构概念，它识别了

所有架构关注点并表明它们之间可能的关系：

• 元模型实体描述/属性描述 30.5/30.6

• 元模式关系描述 30.7

真实世界

元模型存储库

治理

服务

流程建模 数据

基础设施

核心
内容 动机

TOGAF元模型划分为核心和可选扩展内容：

下图可以看到包括核心内容元模型和每个扩展引入的实体：

通用实体

原则 假设 差距

业务架构

技术服务 逻辑技术组件 物理技术组件

数据实体 逻辑数据组件 物理数据组件 信息系统服务 逻辑应用组件 物理应用组件

动机
驱动力

目标

目的

度量

组织
组织单元

位置

角色

行为

工作包需求约束 能力

施动者 功能价值流

业务服务

流程

行动方案

业务能力 合同

服务质量

事件

控制

产品

核心
内容 数据建模扩展 服务扩展

基础设施合并扩展动机扩展 治理扩展

流程建模扩展

IT帮 周金根
• 核心元模型提供了支持工件的架

构内容的最小集合。

• 内容元模型中增加了一些扩展内

容支持更具体或更深入的建模。

• 扩展都只是用于指导的，可以根

据需要进行相应的增加或裁减。

北京捷创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IT帮，最用心的企业架构能力提升教育

周金根，一个在企业架构、业务分析、软件需求、敏捷研发、自我管理、创新思维
等多个领域构建体系，并自在快乐、勇于践行的布道者、资深教练和内训讲师，致
力于通过践行并持续完善IT帮体系方法，帮助客户激活面向未来的能力。

个人微信公众号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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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TOGAF认证？

• 学习通用企业架构管理框架

• 满足组织数字化转型的需要

• 提升企业级IT项目管理的技能

• 获得潜在薪资提升和职业发展

• 更容易取得客户和同事的信任

• 掌握企业架构领域的通用语言

考生参加捷创成的TOGAF鉴定级认证公开课1.认证公开课学习

2.机构购买考试券

3. 做模拟题约考试

4. 按时按点去考试

5. 等待出考试成绩

6. 自行申请电子徽章

IT帮为学员购买TOGAF9.2考试券

学员做捷创成提供的模拟题，并自行预约考试日期和地点

学员按照预约地点和时间参加电子考试

考试结束后当场公布成绩或延后几小时发邮箱

考试结束当天即可收到证书，然后自行申请电子徽章

捷创成 TOGAF认证流程

认证考试说明

可进阶的认证公开课

TOGAF认证体系

TOGAF认证分为基础级L1和鉴定级L2两个级别，L1考察你是否知道TOGAF标准内容，

L2考察你是否能应用知识的能力。

你可以分开学习和考试，从L1考
到L2；也可以一次合并考L1+L2
直接获得鉴定级认证。IT帮一般
都是直接考L1+L2鉴定级认证，
我们更希望你是通过认证让自己
真的掌握这门学科，而不只为了
拿到证书而已。

级别1
基础级

级别2
鉴定级

分析和应用
TOGAF知识

掌握TOGAF术语、
基本概念和ADM
等几大组成知识点

7. 如何获得TOGAF9认证？

截止2021年6月学员 99% 鉴定级认证通过率



模拟测试要领：

1. 不要盲目刷题
随意找的题库缺少更新，有的答案还是错误的。

另外刷题不在于题量多少，而在于精炼。IT帮

在众多题库中筛选了重点模拟题帮助大家轻松

应对考试。

2. 理解考点
每个考题都是紧扣知识点的，通过捷创成的题

库讲解，清晰TOGAF认证的考点要求。特别是

情景题的解题技巧，帮助你知道如何解题

3. 做到掌握为止
不仅是应对考试，完整学习捷创成补充授课内

容，更是再一次对企业架构的掌握。

8. 模拟测试要领



9. 课程大纲 捷创成授课内容包括三部分
标准内容、扩充内容、模拟题

①
标
准
内
容

课程 时间
（分钟）

TOGAF概述及认证 67

TOGAF学习导入 30

TOGAF定义和术语 60

TOGAF介绍 69

ADM介绍 35

预备阶段 40

A 架构愿景 50

B 业务架构 60

C 信息系统架构 30

数据架构 20

应用架构 10

D 技术架构 10

E 机会和解决方案 25

F 迁移规划 25

G 实施治理 20

H 架构变更管理 20

需求管理 20

四个架构指引 35

10个技术 90

架构内容框架 50

企业连续系列和工具 30

参考模型 5

架构能力框架 40

总结和答疑 10

标准课程内容时长： 851分钟

②
扩
充
内
容
︵
续
︶

课程 时间

交付物示例 27
业务现状和IT需求报告 16
商业模式 26
价值流 30
能力 60
组织地图 55
更好地实践数据管理 60
建模一页应用PPT图 22
数字时代的敏捷架构 80
案例：架构设计报告 8
架构需求是什么 50
业务分析实践成熟度 12
企业架构案例 13
我的第一个TOGAF案例 22
迭代架构 7
企业架构模式 5
安全架构 45
定义和治理SOA 60
业务场景 22
架构原则 17
利益相关者管理 30
差距分析 20
基于能力的规划CBP 60
工件文件和Archi示例 24
架构工件示例 22
建模语言介绍 40
语言(框架、元模型等) 32
建模语言增加价值 35
Archi工具概述 7
Archi+案例实操 75
技术参考模型 25
集成信息参考模型 18
架构成熟度模型 30

补充课程内容时长： 1132分钟
②
扩
充
内
容

课程 时间
（分钟）

架构分类 10
TOGAF ABC案例 17
数字化转型虚拟案例 20
架构生命周期 2
案例：IT规划阶段 8
项目章程案例 20

③
模拟题讲解

课程 时间
（分钟）

6套基础题
9套情景题

360

6.5天课时



10. 报名

授课内容：TOGAF鉴定级认证（L1+L2)课程
学习TOGAF的一大障碍就是对基础概念理解不清，IT帮将会严格按照TOG
对学员的要求进行讲解，保证大家能学到TOGAF的全貌，而不只是应付考
试而已。

培训方式：线上回看已录制课程
可根据自己时间灵活安排，建议1个月左右完成认证

线上课程说明：千聊视频
报名后即可获得听课权益，一年有效

收益：不仅掌握TOGAF体系的整体认识，还能通过补充内容充分了解企
业架构。

考试：包括基础级和鉴定级两个考试，一次考试直接获得认证。

套餐：

A. 9000元
含①标准内容+③模拟题+考试券

B. 13800元
含①标准内容+②扩充内容+③模拟题+考试券

提示：①②③包括内容见上一页

扫码了解课程 千聊试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