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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
Intelligence：概述
通过自动化应用程序发现和分析提升软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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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软件质量问题常常是因为编码标准不完善、应用程
序知识不断流失而应用程序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因此，大型
组织会将很大一部分的 IT 预算投放在应用程序维护上。

利用这项分析确立基准、评估应用程序变更的影响，并积
极改善应用程序的架构和易维护性，将有助于开发团队提
高每次交付的质量。

缺少对详细应用程序库存和结构信息的了解，导致 IT 管理
团队对这些软件质量问题给成本、资源和服务造成的影响
知之甚少。

利用明确定义的指标评估应用程序交付，有助于管理人员
确保实现软件质量改进，并为组织创造有形价值。

解锁
IBM ADDI 自动评估应用程
序源代码，以获得关于以下
方面的准确的最新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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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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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
IBM ADDI 可在整个应用程
序生命周期内找出并执行应
用程序源代码改进，从整体
上提高质量，包括机遇，
例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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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IBM ADDI 收集并关联应用
程序产品组合整体质量相关
的重要指标，以便始终跟踪
改进情况：

•
•
•
•
•
•

 杂性
复
性能
成本
资源
标准
合规性

图 1: 适用于软件质量管理的 IBM ADDI 3 步式方法

在经历多年的紧张预算后，许多组织都认识到，自动化的
应用程序分析和报告工具有助于他们提高软件质量，解决
充满挑战的应用程序维护和改进项目积压任务。

“IBM Applic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 Intelligence 显著改善了我们
的应用程序管理和维护。使用 ADDI
之后，原来需要 4 天才能完成的事务
控制和数据流分析，现在只需要几分
钟就能完成。
– 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首席架构师

要成功实现软件质量管理流程和工具的制度化，IT 组织需
要采用易于理解、一致的方法，并为每个步骤使用相同工
具集 — 为库存、结构质量和改善长期提供“单一版本的事
实”。ADDI 3 步式方法基于对实际代码组件进行的客观分
析，而不是对设计信息进行的主观评估，设计信息往往已
经过时，或者不能为应用质量标准的开发人员提供足够深
入的信息。

Application Discovery and Delivery
Intelligence 简介
ADDI 自动执行端到端应用程序生命周期的发现、分析和报
告。无论是内部开发人员，还是第三方提供的开发人员，
都必须手动分析应用程序变更带来的潜在影响，这可能需
要将大量时间投入在这些变更上。这对组织而言是一笔巨
大的成本支出。不仅如此，由于使用的方法、风格和技巧
不同，得出的分析结果还常常不完整、不一致、不准确。
ADDI 可以自动执行这种分析，通过降低成本、改进质量
并确定未来 IT 支出的优先级，从而有助于为客户创造有
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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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 核心技术

ADDI 工具套件

ADDI 为各层应用程序环境提供最新的动态信息，
如图所示。

分析

ADDI 核心技术以一套编译器和代理程序为基础构建而成，
由它们收集企业应用程序和架构信息，并进行处理，然后将
结果存储在开放的关系数据库存储库内。收集的信息包含企
业应用程序了解、架构了解以及 SOA 候选项识别。它在跨
平台和环境（包含大型机、Java 等）的产品组合、应用程序
和组件级别运作，提供关于流程和事务的“端到端”视图。
此存储库提供关于 ADDI 工具的“单一版本的事实”。

如图 3 所示，ADDI 的分析工具可关联应用程序组件之间
的关系，并显示内部结构、依赖性以及完全与源代码同步
的数据流。

ADDI 映射层次结构

图3: ADDI 分析各应用程序组件之间的关系
报告

ADDI 的报告工具会利用行业标准或定制指标衡量应用程
序产品组合的多个方面。

图2: ADDI 映射层次结构基于开放的联合架构，即它存储的信息用作单个资
源库，为所有 ADDI 工具提供支持，与其他相关信息集成的客户驱动的报告
也可从外部访问这些工具

图4: ADDI 易维护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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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Delivery Intelligence
ADDI 包含 IBM Application Delivery Intelligence，它可以
分析项目级别的库存、复杂性以及 ADDI 存储库的质量指
标，有助于开发团队长期管理应用程序质量和易维护性的
改进成果。

z Systems 简介
如要了解更多有关 IBM z Systems 和 Enterprise DevOps
解决方案的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
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ibm.com/systems/z/ 和
ibm.com/systems/z/solutions/enterprise-devops/
此外，IBM 全球融资部可以帮助您以最经济高效和最具
策略性的方式获得您企业所需的 IT 解决方案。对于符合
信用要求的客户，我们可以定制最适合您业务需求的 IT
融资解决方案，实现高效的现金管理，并降低您的总拥有
成本。IBM 全球融资部是您为关键 IT 投资筹集资金、
推动您企业向前发展的最明智选择。如需更多信息，
请访问：ibm.com/financing

图 5: ADDI 应用程序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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