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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下DDD落地实战
杨中科 – 2022年4月9日



杨中科
•微软MVP（最有价值专家）；
• IT技术传播者，全网30万粉丝(
搜“杨中科”或“程序员杨中科”)；

•编写了《零基础趣学C语言》、
《自己动手写开发工具》、《
J2EE开发全程实录》等图书；

•编写的《ASP.NET Core 内幕与项
目实战》即将于2022年五月份
出版。



什么是DDD

1、DDD（Domain-driven design，领域驱动设计）是一
个很好的应用于微服务架构的方法论。
2、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内，所有岗位的人员都基于对
业务的相同的理解来开展工作。所有人员站在用户的
角度、业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各自岗位
的本位去思考问题。
3、诞生于2004年，兴起于2014年（微服务元年）。



DDD之难

1、DDD晦涩难懂，难以落地。因为DDD是方法论，不
是行动指南。
2、“盐少许、油少许“，每个人对DDD的理解和落地都
不同，而且没有绝对的对错。
3、如果只学习DDD概念而没有了解如何应用的话，会
感觉没有落地；而如果过早关注落地的话，会导致理
解片面。



DDD学习之道

1、正确姿势：“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再到理论……”
2、不要一下子学DDD的整体。不同岗位、不同阶段的
人先从自己的角度学习DDD的一部分。





聚合



聚合（Aggregate）

1、目的：高内聚，低耦合。有关系的实体紧密协作，
而关系很弱的实体被隔离。
2、把关系紧密的实体放到一个聚合中，每个聚合中有
一个实体作为聚合根（Aggregate Root），所有对于聚
合内对象的访问都通过聚合根来进行，外部对象只能
持有对聚合根的引用。
3、聚合根不仅仅是实体，还是所在聚合的管理者。



聚合的划分没有标准答案

1、不同的业务流程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划分方式。
2、新闻和新闻的评论？
3、聚合的划分有助于进行微服务的拆分。



事件



事务脚本处理“事件”

1、“当发生某事件的时候，执行某个动作”。
2、当有人回复了用户的提问的时候，系统就向提问者
的邮箱发送通知邮件。事务脚本的实现：
void 保存答案(long id,string answer)
{

保存到数据库(id,answer);
string email = 获取提问者邮箱(id);
发送邮件(email,"你的问题被回答了");

}



问题1

代码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持
续膨胀。比如增加功能“如果
用户回复的答案中有涉嫌违
法的内容，则先把答案隐藏，
并且通知审核人员进行审核”。
怎么做？



问题2

代码可扩展性低。比如把“发送邮件”改成“发送短信”，
怎么办？
“开闭原则”：对扩展开放，对修改关闭。



采用事件机制的伪代码
void 保存答案(long id,string answer)
{

long aId = 保存到数据库(id,answer);
发布事件("答案已保存",aId,answer);

}

[绑定事件("答案已保存")]
void 审核答案(long aId,string answer)
{

if(检查是否疑似违规(answer))
{

隐藏答案(aId);
发布事件("内容待审核

",aId);
}

}

[绑定事件("答案已保存")]
void 发邮件给提问者(long aId,string 
answer)
{

long qId = 获取问题Id(aId);
string email = 获取提问者邮箱

(qId);
发送邮件(email,"你的问题被回

答了");
}

优点：关注点分离；容易扩展；容错性好
；



两种事件

1、DDD中的事件分为两种类型：领域事件（Domain 
Events）和集成事件（Integration Events）。
2、领域事件：在同一个微服务内的聚合之间的事件传
递。使用进程内的通信机制完成。
3、集成事件：跨微服务的事件传递。使用事件总线
（EventBus）实现。



充血模型



概念

1、贫血模型：一个类中只有属性或者成员变量，没有
方法。
2、充血模型：一个类中既有属性、成员变量，也有方
法。

需求：定义一个类保存用户的用户名、密码、积分；
用户必须具有用户名；为了保证安全，密码采用密码
的散列值保存；用户的初始积分为10分；每次登录成
功奖励5个积分，每次登录失败扣3个积分。



贫血模型

class User
{

public string UserName { get; set; }//用户名
public string PasswordHash { get; set; }//密码的散列值
public int Credit { get; set; }//积分

}



User u1 = new User(); u1.UserName = "yzk"; u1.Credit = 10;
u1.PasswordHash = HashHelper.Hash("123456");//计算密码的散列值
string pwd = Console.ReadLine();
if(HashHelper.Hash(pwd)==u1.PasswordHash)
{
    u1.Credit += 5;//登录增加5个积分
    Console.WriteLine("登录成功");
}
Else
{
    if (u1.Credit < 3)
         Console.WriteLine("积分不足，无法扣减");
    else
    {
        u1.Credit -= 3;//登录失败，则扣3个积分
        Console.WriteLine("登录成功");
    }
    Console.WriteLine("登录失败");
}

代码的问题是？



充血模型
class User
{

public string UserName { get; init; }        
public int Credit { get; private set; }
private string? passwordHash;
public User(string userName)
{

this.UserName = userName;
this.Credit =10;

}
public void ChangePassword(string newValue)
{

if(newValue.Length<6)
{

throw new Exception("密
码太短");

}
this.passwordHash =Hash(newValue);

}

public bool CheckPassword(string 
password)

{
string hash = 

HashHelper.Hash(password);
return passwordHash== 

hash;
}
public void DeductCredits(int delta)
{

if(delta<=0)
{

throw new 
Exception("额度不能为负值");

}
this.Credit -= delta;

}
public void AddCredits(int delta)
{

this.Credit += delta;
}

}



User u1 = new User("yzk");
u1.ChangePassword("123456");
string pwd = Console.ReadLine();
if (u1.CheckPassword(pwd))
{
    u1.AddCredits(5);
    Console.WriteLine("登录成功");
}
else
{
    Console.WriteLine("登录失败");
}

代码的优点是？



具体实现



DDD的.NET技术落地

1、为什么Entity Framework Core为DDD而生；对EF Core
的误解？
2、领域事件MediatR
3、集成事件Rabbit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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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名时间：2022.3.15——2022.6.15

1. 在51Aspx平台上传.NET源码，源码不区分商业和免费，填写活动报名表报名参赛。
2. 组织微软专家顾问在线进行培训讲解。
3. 项目通过平台审核上架展示，确定该源码参赛成功，并且通过源码分考核。
4. 从源码展示开始，源码进入大众认可度评选，最终分数以该源码收藏数为考核标准。
5. 最后进入专家评审，通过参赛选手对源码的讲解，以及项目评定和大众认可度评定，

来确定源码最终参赛分。
6. 线下颁奖典礼将在微软大厦举行。

微信客服



一等奖，1名：51Aspx平台.NET20周年奖杯、10000元奖金。
二等奖，3名：51Aspx平台.NET20周年奖杯、4000元奖金。
三等奖，5名：51Aspx平台.NET20周年奖杯、2000元奖金。
特别奖，1名：51Aspx平台创新基金支持+5000元奖金。
参与奖，报名参赛成功前100名用户可获得参与奖，奖励51Aspx平台一年VIP会员。

微信客服



Event background

看直播

看直播

入群 了解大赛详情

互动提问

领礼物

扫码进入大赛群



扫码报名

感谢收看

https://club.51aspx.com/netscec/

大赛详情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