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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驱动设计之父”经典著作

• 众多世界级软件大师鼎力推荐

• 凝聚领域建模专家数十年的实战经验

• 深度剖析问建高质量复杂系统的核心技术

领域模型使开发人员可以表达丰富的软件功能

需求，由此实现的软件可以满足用户真正的需要，

因此被公认为是软件设计的关键所在，真重要性显

而易见。 但讲述如何将领域模型用于软件开发过程

的优秀的实用资料却不多见。本书正是这一领域最

著名的作晶，受到众多业界大师的赞美和推介 ， 广

受读者好评。

要通过创建领域模型来加速复杂的软件开发，

就需要利用大量最佳实践相标准模式在开发团队中

形成统一的交流语言；不但要重构代码，而且要重

构代码屁层的模型；同时采取反复迭代的敏捷开发

方法，深入理解领域特点，促进领域专家与程序员

的良好沟通。 针对这些内容，本书结合真实项目，

系统地介绍了领域驱动开发的目标、意义和方法 ，

充分讨论了复杂系统的建模与设计问题。

本书将指导面向对象开发人员、系统分析人员

和设计人员合理地组织工作 ， 各有侧重、彼此协作，

高条不紊地进行复杂系统的开发，帮助他们建立丰

富而实用的领域模型 ， 并由此创建长期适用的优质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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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我最早听说Eric Evans的《领域驱动设计》是在2007年，那时我所在的项目组出于知识储备

的考虑购进了一批软件设计书和相关资料。其中一篇英文的短篇技术文档与我们当时的项目非常

相关，于是我们就仔细研读了一番。这篇仅有几万字的文档多次提到了Eric Evans的 《领域驱动

设计》，井引用了他的很多精辟观点。由于当时领域驱动设计远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因此这些

观点使我耳目一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我又经常在一些文献中看到］Eric Evans的名

字，更多地了解了他的领域驱动设计思想，设想到时隔几年后竟然有机会把这位大师的作品翻译

出来奉献给各位读者，也算是机缘巧合了。

相信大家对这本书都不陌生，它已经成为软件设计书中的经典。在网上搜索一下，读者对它

好评如潮，我再多说一句赞美的话都是多余的。而我能想到的也唯有“经典” 二字，它堪称经典

中的经典。

我们对“领域”这个概念都很熟悉，但有多少人真正重视过它呢？软件开发人员几乎总是专

注于技术，把技术作为自己能力的展示和成功的度量。而直到Eric Evans出版了他的这部巨著之

后，人们才真正开始关注领域，关注核心领域，关注领域驱动的设计，关注模型驱动的开发。相

信在读完本书后，你会对软件设计有全新的认识。

我曾经和一些好友探讨过以下一些问题。项目怎样开发才能确保成功？什么样的软件才能为

用户提供真正的价值？什么样的团队才算是优秀的团队？现在，在仔细研读完本书后，这些问题

都找到了答案。

本书广泛适用于各种领域的软件开发项目。在每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中，都会有一些重大关

头或转折点。如何制定决策，如何把握项目的方向，如何处理和面对各种机会和挑战，将对项

目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让我们一起跟随大师的脚步，分享他通过大量项目获得的真知灼见和开

发心得吧。

最后，衷心感谢人民邮电出版社各位编辑在翻译工作中给予的帮助和宝贵意见，感谢热心读

者魏海枫，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本书译稿做了修订工作，发现并修正了很多问题。由于译者

水平有限，在翻译过程中难免还会留有一些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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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因素会使软件开发复杂化，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问题领域本身错综复杂。如果你要为一

家人员复杂的企业提高自动化程度，那么你开发的软件将无怯回避这种复杂性，你所能做的只有

控制这种复杂性。

控制复杂性的关键是有一个好的领域模型，这个模型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领域的表面，而是要

透过表象抓住领域的实质结构，从而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他们所需的支持。好的领域模型价值连
城，但要想开发出好的模型也并非易事。精通此道的人并不多，而且这方面的知识也很难传授。

Eric Evans就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创建出优秀领域模型的人。我是在与他合作时发现他的这种

才能的一一发现一个客户竟然比我技术更精湛，这种感觉有些奇妙。我们的合作虽然短暂，但却

充满乐趣。从那之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也有幸见证了本书整个“孕育”过程。

本书绝对值得期待。

本书终于实现了一个宏伟抱负，即描述并建立了领域建模艺术的词汇库。它提供了一个参考

框架，人们可以用它来解释相关活动，并用它来传授这门难学的技艺。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带

给我很多新想怯，如果哪位概念建模方面的老手没有从阅读本书中获得大量的新思想，那我反而

该惊诧莫名了。

Eric还对我们多年以来学过的知识进行了归纳总结。首先，在领域建模过程中不应将概念与

实现割裂开来。高效的领域建模人员不仅应该能够在自板上与会计师进行讨论，而且还应该能与

程序员一道编写Java代码。之所以要具备这些能力，一部分原因是如果不考虑实现问题就无怯构

建出有用的概念模型。但概念与实现密不可分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领域模型的最大价值是它提供

了一种通用语言，这种语言是将领域专家和技术人员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我们将从本书中学到的另一个经验是领域模型井不是按照“先建模，后实现”这个次序来工

作的。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反对“先设计，再构建”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 Eric的经验告诉我们，

真正强大的领域模型是随着时间演进的，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建模人员也往往发现他们是在系统的

初始版本完成之后才有了最好的想法。

我衷心希望本书成为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并希望本书能够将如何利用领域模型这一宝贵工

具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从而为这个高深莫测的领域梳理出一个结构，井使它更有内聚力。领

域模型对软件开发的控制有着巨大影响，不管软件开发是用什么语言或环境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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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最敬佩Eric的一点是他敢于在本书中谈论自己的一些失败经历。

很多作者都喜欢摆出一副无所不能的架势，有时着实让人不屑。 但Eric清楚地表明他像我们大多

数人一样，既品尝过成功的美酒，也体验过失败的沮丧。 重要的是他能够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将所有经验传授给我们。

Martin Fowler 

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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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20年前， 一些顶尖的软件设计人员就已经认识到领域建模和设计的重要性，但令人惊讶

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几乎没有人写出点儿什么，告诉大家应该做哪些工作或如何去做。尽管这

些工作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述出来，但一种新的思潮已经形成，它像一股暗流一样在对象社区中涌

动，我把这种思潮称为领域驱动设计（domain-driven design ）。

过去10年中，我在几个业务和技术领域开发了一些复杂的系统。我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尝试

了一些最佳实践，它们都是面向对象开发高手用过的领先技术。有些项目非常成功，但有几个项

目却失败了。成功的项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都有一个丰富的领域模型，这个模型在迭代

设计的过程中不断演变，而且成为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书为作出设计决策提供了一个框架，井且为讨论领域设计提供了二个技术词汇库。本书将

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最佳实践综合到一起，井融入了我自己的见解和经验。面对复杂领域的软件

开发团队可以利用这个框架来系统性地应用领域驱动设计。

三个项目的对比

谈到领域设计实践对开发结果的巨大影响时，我的记忆中立即就会跳出三个项目，它们就是

鲜活的例子。虽然这三个项目都交付了有用的软件，但只有一个项目实现了宏伟的目标一一交付

了能够满足组织后续需求、可以不断演进的复杂软件。

我要说的第一个项目完成得很迅速，它提供了一个简单实用的Web交易系统。开发人员主要凭

直觉开发，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因为简单软件的编写并不需要过多地注意设计。由于最初的这次

成功，人们对未来开发的期望值变得极高。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邀请开发它的第二个版本的。当我

仔细研究这个项目时，发现他们没有使用领域模型，甚至在项目中没有一种公共语言，而且项目完

全没有一种结构化的设计。项目领导者对我的评价并不赞同，于是我拒绝了这项工作。 一年后，这

个项目团队陷入困境，无怯交付第二个版本。尽管他们在技术的使用方面也值得商榷，但真正挫败

他们的是业务逻辑。他们的第一个版本过早地变得僵化，成为一个维护代价十分高昂的遗留系统。

要想克服这种复杂性，需要非常严格地使用领域逻辑设计方法。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幸

运地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视领域设计的项目，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项目。这个项目的领域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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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面提到的那个项目相仿，它最初也小获成功，为贸易机构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但在

最初交付之后紧跟着又进行了连续的加速开发。每次迭代都为上一个版本在功能的集成和完善上

增加了非常好的新选项。开发团队能够按照贸易商的要求提供灵活性和扩展性。这种良性发展直

接归功于深刻的领域模型，它得到了反复精化，并在代码中得以体现。当团队对该领域有了新的

理解后，领域模型也随之深化。开发人员之间、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之间的沟通质量都得到改善，

而且设计不但没有加重维护负担，反而变得易于修改和扩展。

遗憾的是，仅靠重视模型并不会使项目达到这样的良性循环。我要说的第三个项目就是这种

情况，它开始制订的目标很高，打算基于一个领域模型建立一个全球企业系统，但在经过了几年

的屡战屡败之后，不得不降格以求，最终“抵然众人矣”。团队拥有很好的工具，对业务也有较

好的理解，也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建模。但团队却错误地将开发人员的角色独立出来，导致建模与

实现脱节，因此设计无能反映不断深化的分析。总之，详细的业务对象设计不能保证它们能够严

丝合缝地被整合到复杂的应用程序中。反复的迭代并没有使代码得以改进，因为开发人员的技术

水平参差不齐，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使用了非正式的风格和技术体系来创建基于模型的对象（这

些对象也充当了实用的、可运行的软件）。几个月过去了，开发工作由于巨大的复杂性而陆人困

境，而团队对项目也失去了一致的认识。经过几年的努力，项目确实创建了一个适当的、有用的

软件，但团队已经放弃了当初的宏伟抱负，也不再重视模型。

复杂性的挑战

很多因素可能会导致项目偏离轨道，如官僚主义、目标不清、资源缺乏等。但真正决定软件

复杂性的是设计方泣。当复杂性失去控制时，开发人员就无怯很好地理解软件，因此无能轻易、

安全地更改和扩展它。而好的设计则可以为开发复杂特性创造更多机会。

一些设计因素是技术上的。软件的网络、数据库和其他技术方面的设计耗费了人们大量的精

力。很多书籍都介绍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大批开发人员很注意培养自己的技能，并紧跟每一次

技术进步。

然而很多应用程序最主要的复杂性并不在技术上，而是来自领域本身、用户的活动或业务。

当这种领域复杂性在设计中没有得到解决时，基础技术的构思再好也无济于事。成功的设计必须

系统地考虑软件的这个核心方面。

本书有两个前提：

(1 ）在大多数软件项目中，主要的焦点应该是领域和领域逻辑；

(2）复杂的领域设计应该基于模型。

领域驱动设计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组优先任务，它旨在加速那些必须处理复杂领域的软

件项目的开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书给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设计实践、技术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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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过程与开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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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书就是讲设计，过程书只是讲过程。它们之间很少互相参考。设计和过程本身就是两个

足够复杂的主题。本书是一本设计书，但我相信设计与过程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设计思想必须

被成功实现，否则它们就只是纸上谈兵。

当人们学习设计技术时，各种可能性令他们兴奋不己，然而真实项目的错综复杂又会为他们

泼上一盆冷水。他们无法用所使用的技术来贯彻新的设计思想，或者不知道何时应该为了节省时

间而放弃某个设计方面，何时又应该坚持不懈直至找到一个干净利落的解决方案。开发人员可以

抽象地讨论设计原则的应用，而且他们也确实在进行着这样的讨论，但更自然的做陆应该是讨论

如何完成实际工作。因此，虽然本书是一本有关设计的书，但我会在必要的时候穿越这条人为设

置的边界，进入过程的领域。这有助于将设计原则放到一个适当的语境下进行讨论。

虽然本书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方怯，但主要还是面向“敏捷开发过程”这一新体系。特

别地，本书假定项目必须遵循两个开发实践，要想应用书中所讲的方法，必须先了解这两个实践。

( 1 ）这代开发。人们倡导和实践迭代开发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而且它是敏捷开发方陆的

基础。在敏捷开发和极限编程（XP）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迭代开发的精彩讨论，其中包括Surviving

O乌ject-Oriented Projects [Cockburn 1998］①和Extreme Programming E.乓plained [Beck 1999］。

(2）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具有密切的关系。领域驱动设计的实质就是消化吸收大量知识，

最后产生一个反映深层次领域知识井聚焦于关键概念的模型。这是领域专家与开发人员的协作过

程，领域专家精通领域知识，而开发人员知道如何构建软件。由于开发过程是迭代式的，因此这

种协作必须贯穿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

极限编程的概念是由Kent Beck、 Ward Cunningham和其他人共同提出的回eck2000］，它是敏

捷过程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使用得最多的一种编程方怯。为了使讨论更加具体，整本书都将使

用XP作为基础讨论设计和过程的交互。本书论述的原则很容易应用于其他敏捷过程。

近年来，反对“精细开发方法学”（elaborate development methodology）的呼声渐起，人们

认为无用的静态文档以及死板的预先规划和设计加重了项目的负担。相反，敏捷过程（如XP)

强调的是应对变更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极限编程承认设计决策的重要性，但强烈反对预先设计。相反，它将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促

进沟通和提高项目快速变更能力的工作中。具有这种反应能力之后，开发人员就可以在项目的任

何阶段只利用“最简单而管用的方案”，然后不断进行重构，一步一步做出小的设计改进，最终

得到满足客户真正需要的设计。

这种极端的简约主义是解救那些过度追求设计的执迷者的良方。那些几乎没有价值的繁琐文

① 这种表述指这是本书参考文献中提到的图书。 －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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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只会为项目带来麻烦。项目受到“分析瘫痪症”的困扰，团队成员十分担心会出现不完美的设

计，这导致他们根本没住取得进展。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

遗憾的是，这些有关过程的思想可能会被误解。每个人对“最简单”都有不同的定义。持续

重构其实是一系列小规模的重新设计，没有严格设计原则的开发人员将会创建出难以理解或修改

的代码，这恰好与敏捷的精神相悖。而且，虽然对意外需求的担心常常导致过度设计，但试图避

免过度设计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一不敢做任何深入的设计思考。

实际上， XP最适合那些对设计的感觉很敏锐的开发人员。 XP过程假定人们可以通过重构来

改进设计，而且可以经常、快速地完成重构。但重构本身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先前的设计选择。

XP过程试图改善团队沟通，但模型和设计的选择有可能使沟通更明确，也有可能会使沟通不畅。

本书将设计和开发实践结合起来讨论，并阐述领域驱动设计与敏捷开发过程是如何互相增强

的。在敏捷开发过程中使用成熟的领域建模方法可以加速开发。过程与领域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

使得这种方陆比任何“纯粹”真空式的设计更加实用。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提出领域驱动开发的基本目标，这些目标是后面几部分中所讨论

的实践的驱动因素。由于软件开发方法有很多，因此第一部分还定义了一些术语，并给出了用领

域模型来驱动沟通和设计的总体含义。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将面向对象领域建模中的一些核心的最佳实践提炼为一

组基本的构造块。这一部分主要是消除模型与实际运行的软件之间的鸿沟。团队一致使用这些标

准模式就可以使设计井然有序，井且使团队成员更容易理解彼此的工作。使用标准模式还可以为

公共语言贡献术语，使得所有团队成员可以使用这些术语来讨论模型和设计决策。

但这一部分的主旨是讨论一些能够保持模型和实现之间互相协调并提高效率的设计决策。要

想达到这种协调，需要密切注意个别元素的一些细节。这种小规模的仔细设计为开发人员提供了

一个稳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应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讨论的建模方战了。

第三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讨论如何将构造块装配为实用的模型，从而实现其价值。

这一部分没有直接讨论深奥的设计原则，而是着重强调一个发现过程。有价值的模型不是立即就

会出现的，它们需要对领域的深入理解。这种理解是一步一步得到的，首先需要深入研究模型，

然后基于最初的（可能是不成熟的）模型实现一个初始设计，再反复改进这个设计。每次团队对

领域有了新的理解之后，都需要对模型进行改进，使模型反映出更丰富的知识，而且必须对代码

进行重构，以便反映出更深刻的模型，并使应用程序可以充分利用模型的潜力。这种一层一层“剥

洋葱”的方法有时会创造一种突破的机会，使我们得到更深刻的模型，同时快速进行一些更深入

的设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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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本身是永无止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随机的。第三部分深入阐述一些指引我们保持

正确方向的建模原则，并提供了一些指导我们进行探索的方也。

第四部分“战略设计”讨论在复杂系统、大型组织以及与外部系统和遗留系统的交互中出现

的复杂情况。这一部分探讨了作为一个整体应用于系统的3条原则：上下文、提炼和大型结构。

战略设计决策通常由团队制定，或者由多个团队共同制定。战略设计可以保证在大型系统或应用

程序（它们应用于不断延伸的企业级网络）上以较大规模去实现第一部分提出的目标。

本书通篇讨论使用的例子并不是一些过于简单的“玩具式”问题，而是全部选自实际项目。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作为一系列的“模式”编写的。但读者无需顾忌这一方怯也应该

能够理解本书，对模式的风格和格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附录。

补充材料可以参考http://domaindrivendesign.org，该网站提供了示例代码和社区讨论内容。

本书面向的读者

本书主要是为面向对象软件开发人员编写的。软件项目团队的大部分成员都能够从本书的某

些部分获益。本书最适合那些正在项目上尝试这些实践的人员，以及那些已经在这样的项目上积

累了丰富经验的人员。

要想从本书受益，掌握一些面向对象建模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如UML图和Java代码，因此一

定要具备基本读懂这些语言的能力，但不必精通细节。了解极限编程的知识有助于从这个角度来

理解开发过程的讨论，但不具备这一背景知识也能读懂这些内容。

一些中级软件开发人员可能已经了解面向对象设计的一些知识，也许读过一两本软件设计的

书，那么本书将填补这些读者的知识空缺，向他们展示如何在实际的软件项目上应用对象建模技

术。本书将帮助这些开发人员学会用高级建模和设计技巧来解决实际问题。

高级软件开发人员或专家可能会对书中用于处理领域的综合框架感兴趣。这种系统性的设计

方能将帮助技术负责人指导他们的团队保持正确的方向。此外，本书从头至尾所使用的明确术语

将有助于高级开发人员与他们的同行沟通。

本书采用记叙体，读者可以从头至尾阅读，也可以从任意一章的开头开始阅读。具有不同背

景知识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阅读方式，但我推荐所有读者从第一部分的引言和第l章开始阅读。

除此之外，本书的核心是第2、 3' 9和14章。已经掌握一定知识的读者可以采取跳跃式阅读的方

式，通过阅读标题和粗体字内容即可掌握要点。 一些高级读者则可以跳过前两部分，重点阅读第

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除了这些主要读者以外，分析员和相关的技术项目经理也可以从阅读本书中获益。分析员在

掌握了领域与设计之间的联系之后，能够在敏捷项目中作出更卓越的贡献，也可以利用一些战略

设计原则来更有重点地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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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感兴趣的重点是提高团队的工作效率，并致力于设计出对业务专家和用户有用的软

件。由于战略设计决策与团队组织和工作风格紧密相关，因此这些设计决策必然需要项目领导者

的参与，而且对项目的路线有着重要的影响。

领域驱动团队

尽管开发人员个人能够从理解领域驱动设计中学到有价值的设计技术和观点，但最大的好处

却来自团队共同应用领域驱动设计方棒，并且将领域模型作为项目沟通的核心。这样，团队成员

就有了一种公共语言，可以用来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并确保围绕软件来进行沟通。他们将创建出

一个与模型步调一致的清晰的实现，从而为应用程序的开发提供帮助。所有人都了解不同团队的

设计工作之间的互相联系，而且他们会一致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对组织最有价值、最与众不同的

特性的开发上。

领域驱动设计是一项艰巨的技术挑战，但它也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当大多数软件项目开始僵

化而成为遗留系统时，它却为你敞开了机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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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运用领域模型

上面这张图是18世纪中国描绘的世界地图。图中央最大的部分是中国，其周围散布着其

他国家，但这些国家只是草草地表示了一下。这是适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世界模型，它意在

关注中国自身。然而，这幅地图所呈现的世界观对于处理外交事务井无助益。当然，它对现

代中国也毫无用处。地图就是模型，而模型被用来描绘人们所关注的现实或想法的某个方面。

模型是一种简化。它是对现实的解释一一把与解决问题密切相关的方面抽象出来，而忽略无

关的细节。

每个软件程序是为了执行用户的某项活动，或是满足用户的某种需求。这些用户应用软件的

问题区域就是软件的领域。 一些领域涉及物质世界，例如，机票预订程序的领域中包括飞机乘客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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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有些领域则是无形的，例如，会计程序的金融领域。软件领域一般与计算机关系不大，当

m 然也有例外，例如，源代码控制系统的领域就是软件开发本身。
为了创建真正能为用户活动所用的软件，开发团队必须运用一整套与这些活动有关的知识体

系。所需知识的广度可能令人望而生畏，庞大而复杂的信息也可能超乎想象。模型正是解决此类

信息超载问题的工具。模型这种知识形式对知识进行了选择性的简化和有意的结构化。适当的模

型可以使人理解信息的意义，并专注于问题。

领域模型并非某种特殊的图，而是这种图所要传达的思想。它绝不单单是领域专家头脑中的

知识，而是对这类知识严格的组织且有选择的抽象。图可以表示和传达一种模型，同样，精心书

写的代码或文字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领域建模并不是要尽可能建立一个符合“现实”的模型。即使是对具体、真实世界中的事

物进行建模，所得到的模型也不过是对事物的一种模拟。它也不单单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构

造出来的软件机制。建模更像是制作电影一一出于某种目的而概括地反映现实。即使是一部纪

录片也不会原封不动地展现真实生活。就如同电影制片人讲述故事或阐明观点时，他们会选择

素材，并以一种特殊方式将它们呈现给观众，领域建模人员也会依据模型的作用来选择具体的

模型。

模型在领域驱动设计中的作用

在领域驱动的设计中， 3个基本用途决定了模型的选择。

(1）模型和设计的核心互相影响。正是模型与实现之间的紧密联系才使模型变得有用，井确

保我们在模型中所进行的分析能够转化为最终产品（即一个可运行的程序）。模型与实现之间的

这种紧密结合在维护和后续开发期间也会很有用，因为我们可以基于对模型的理解来解释代码。

口3 （参见第3章）
(2）模型是团队所有成员使用的通用语言的中枢。由于模型与实现之间的关联，开发人员可

以使用该语言来讨论程序。他们可以在无需翻译的情况下与领域专家进行沟通。而且，由于该语

言是基于模型的，因此我们可借助自然语言对模型本身进行精化。（参见第2章）

(3）模型是浓缩的知识。模型是团队一致认同的领域知识的组织方式和重要元素的区分方式。

透过我们如何选择术语、分解概念以及将概念联系起来，模型记录了我们看待领域的方式。当开

发人员和领域专家在将信息组织为模型时，这一共同的语言（模型）能够促使他们高效地协作。

模型与实现之间的紧密结合使来自软件早期版本的经验可以作为反馈应用到建模过程中。（参见

第1章）

接下来的3章分别考查上述3种基本用途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遵循这些

原则使用模型可以很好地支持具有丰富功能的软件的开发，否则就需要耗费大规模投资进行专门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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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核心

软件的核心是其为用户解决领域相关的问题的能力。所有其他特性，不管有多么重要，都要

服务于这个基本目的。当领域很复杂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求高水平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

开发人员必须钻研领域以获取业务知识。他们必须磨眠其建模技巧，井精通领域设计。

然而，在大多数软件项目中，这些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部分有才能的开发人员对学

习与他们的工作领域有关的知识不感兴趣，更不会下力气去扩展自己的领域建模技巧。技术人员

喜欢那些能够提高其技能的可量化问题。领域工作很繁杂，而且要求掌握很多复杂的新知识，而

这些新知识看似对提高计算机科学家的能力并无碑益。 日1
相反，技术人才更愿意从事精细的框架工作，试图用技术来解决领域问题。他们把学习领域

知识和领域建模的工作留给别人去做。软件核心的复杂性需要我们直接去面对和解决，如果不这

样做，则可能导致工作重点的偏离。

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喜剧演员John Cleese讲述了电影《巨螃和圣杯》（胁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 ） 在拍摄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一幕他们反复拍了很多次，但就是感觉不够滑

稽。最后，他停下来，与另一位喜剧演员Michael Palin （该幕中的另一位横员）商量了一下，他

们决定稍微改变一下。随后又拍了一次，终于令他们满意了，于是收工。

第二天早上， Cleese观看了剪辑人员为前一天工作所做的粗剪。到了那个令他们颇费周章的

场景时， Cleese发现剪辑人员竟然使用了先前拍摄的一个镜头，影片到这里又变得不滑稽了。

他问剪辑人员为什么没有按要求使用最后拍的那个镜头，剪辑人员回答说：“那个镜头不能

用，因为有人闯入了镜头。” Cleese连看了两遍，仍未发现有什么不妥。最后，剪辑人员将影片暂

停，并指出在屏幕边缘有一只一闪而过的大衣袖子。

影片的剪辑人员专注于准确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担心其他看到这部电影的剪辑人员会给他挑

错。在这个过程中，镜头的核心作用被忽略了（“The Late Late Show with Craig Kilborn”, CBS, 

2001年9月）。

幸运的是，该剧的导演很懂喜剧， 他最终使用了那个镜头。同样，在一个团队中，反映了对

领域深层次理解的模型开发有时也会在棍乱中迷失方向，此时，理解领域核心的领导者能够将软

件项目带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本书将展示领域开发中蕴藏的巨大机会，它能够培养精湛的设计技巧。大多数1昆乱的软件领

域其实是一项充满乐趣的技术挑战。事实上，在许多科学领域中，“复杂性”都是当前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因为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怯解决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软件开发人员在面对尚未规范的

复杂领域时，也会有同样的期望。创建一个克服这些复杂性的易懂模型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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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开发人员可以采用一些系统性的思考方陆来透彻地理解领域并开发出有效的模型。还有一些

设计技巧可以使毫无头绪的软件应用变得井井有条。掌握这些技能可以令开发人员的价值倍增，

区1 即使是在一个最初不熟悉的领域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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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消化知识

几年前，我着手设计刊于设计印制电路板叫的专用软件工具。但有一个问题，
我对电子硬件一无所知。当然，我也曾拜访过一些PCB设计师，但用不了3分钟，他

们就令我晕头转向。如何才能了解足够多的知识，以便开始编写这个软件呢？当然，我并不打算

在交付期限到来之前成为电子工程师。

我们试着让PCB设计师说明软件具体应该做些什么，但我们错了。虽然他们是优秀的电路设

计师，但软件知识却太有限了，往往只知道如何读取一个ASCII文件、对它排序，然后添加一些

注释井将它写回文件中，再生成一个报告。这些知识显然无怯帮助他们大幅度提高效率。

最初的几次会面令人气馁，但我们在他们要求的报告中也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些报告中总是

涉及时t这个词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细节。在这个领域中， net实质上是一种导线，它可以连接PCB

上任意数量的元件，井向它连接的所有元件传递电子信号。这样，我们就得到了领域模型的第一

个元素，如图1-1所示。

图 1 - 1

就这样，我们一边讨论所需的软件功能， 一边开始画图。我使用一种非正式的、稍加变化的
对象交互图来走查①各种场景，如图1-2所示。

SlB~＂＂l~国

图 1-2

① 走查， walk through，原来是指一种非正式的代码评审活动，现在也广泛用于其他方面，一般是指一步步检查或分
步讨论． 一一译者注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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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PCB专家1 ：元件不一定就是芯片（chip ） 。

开发人员（我）·那它们是不是只应该叫做“元件”？

专家1 ：我们将它们称作“元件实例”（component instance）。相同的元件可能有很多 。

专家2：他把“net”画成和元件实例一样的框了 。

专家1 ：他没有使用我们的符号。我猜想，他妥把每一项都画成方框。

开发人员：很抱歉，是这样的。我恕我最好对这个符号稍加解释。

他们不断地纠正我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学习他们的知识。我们共同消除了术语上的

不一致和歧义，也消除了他们在技术观点上的分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学习。他们的

解释更准确和一致了，然后我们开始共同开发一个模型。

专家1 ：只说一个信号到达一个ref-des是不够明确的，我们必须知道信号到达了哪个引脚。

开发人员：什么是reιdes?

专家2：它就是一个元件实例。我们用的一个专门工具中用ref-des这个名称。

专家1 ：总之， net将一个实例的某个引脚与另一个实例的某个引脚相逞。

ITJ 开发人员：一个引脚是不是只属于一个元件实例，而且只与一个net相连？
专家1 ：对，是这样。

专家2：还有，每个net都有一个拓扑结构，也就是电路的布局，它决定了 net内部各元件的连

接方式。

开发人员：嗯，这样画如何（击。图 1-3所示）？

E且
图 1-3

为了让讨论更集中，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探讨了一个特定的功能：探针仿真（probe

simulation）。探针仿真跟踪信号的传播，以便检测在设计中可能出现特定类型问题的位置。

开发人员：现在我已经明白了 Net是如何将信号传播给它所连接的所有Pin的，但如何将信号

传送得史远呢？这与拓扑结构（topology）有关系吗？

专家2：没有，是元件推送信号前进。

开发人员：我们肯定无法对芯片的内部行为建模，因为这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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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2：我们不必这样做。 可以使用一种简化形式。只需列出通过元件可从某些Pin将信号推

送到其他引脚即可 。

开发人员：类似于这样吗？

（经过反复的尝试和修改，我们终于共同绘制出了一个草图，如图 1-4所示。）

si~ 

图 1-4

开发人员：但你想从这种计算中知道什么呢？

专家2：我们妥查找较长的信号延迟，也就是说，查找超过2或3跳的信号路径。这是一条经

验法则 。 如采路径太长，信号可能无法在时钟周期内到达。

开发人员：超过3跳……这么说我们需妥计算路径长皮。那么怎样算作一跳呢？

专家2：信号每通过一个Net，就称为 1跳。

开发人员：那么我们可以沿着电路来计算跳数，每遇到一个net，跳数就加1 ，如图 1-5所示 。

？认S认（ ）

pCIS~es· 

B.I －＞ 巳Z
B.1 －＞巴.＞

图 1-5

回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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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开发人员：现在我唯一不明白的地方是“推动”是从哪里来的 。 是否每个元件实例都需妥存

储该数据？

专家2：一个元件的所有实例的推动行为都是相同的。

开发人员：那么元件的类型决定了推动行为，而每个实例的推动行为都是相同的（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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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 图 1-6

专家2：这个图的意思我没完全明白，但我猜想每个元件存储的推动行为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开发人员：抱歉，这个地方我可能问得有点过细了 。 我只是想考虑得全面一些……现在，拓

扑结构对它有什么影响吗？

专家1 ：拓扑结构不影响探针仿真。

开发人员：那么可以暂不考虑它，是吗？等用到这些特性时再回来讨论它 。

就这样，我们的讨论一直进行下去（其中遇到的困难比上面显示的多得多）。我们一边进行

“头脑风暴”式的讨论， 一边对模型进行精化，边提问边回答。随着我对领域理解的加深，以及

他们对模型在解决方案中作用的理解的加深，模型不断发展。图1-7显示了那个早期模型的类图。

Component Type 

getPushesFromPinNumber(i日t)

Component 
Instance 

signal( int)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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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又拿出一部分工作时间进行了几轮这样的讨论，我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足够多的

知识，可以试着编写一些代码了。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型，并用一个自动测试框架来测试它。

我避开了所有的基础设施。这个原型没有持久化机制，也没有用户界面（UI）。这样我就可以专

注于代码的行为。只不过几天我就能够演示简单的探针仿真了。虽然它使用的是虚拟数据，而且

向控制台输出的是原始文本，但确实是使用Java对象对路径长度执行实际的计算。这些Java对象

所反映的模型正是我和领域专家们一起开发出来的。

这个具体的原型使得领域专家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模型的含义，以及它与最终软件之间的

回

联系。从那时起，我们的模型讨论越来越具有互动性了，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我如何将新学到 [ill 
的知识融合到模型中，然后反映到软件上。他们也可以从原型得到具体的反馈，从而印证自

己的想法。

模型中包含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有关的PCB领域知识，这些知识远远比我们在这里演示的复

杂。模型将很多同义词和语言描写中的微小差别做了统一，并排除了数百条与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的事实（虽然工程师们都理解这些事实），如元件的实际数字特性。像我这样的软件专业人员看

到这张图后，几分钟内就能明白软件是做什么的。这个模型就相当于一个框架，开发人员可以借

助它来组织新的信息井更快地学习，从而更准确地判断哪些部分重要，哪些部分不重要，并更好

地与PCB工程师进行沟通。

当PCB工程师提出新的功能需求时，我就让他们带我走查对象交互的场景。当模型对象无法

清楚地表达某个重要场景时，我们就通过头脑风暴活动创建新的模型对象或者修改原有的模型对

象，井消化理解这些模型对象中的知识。在我们精化模型的过程中，代码也随之一步步横进。几

个月后， PCB工程师们得到了一个远远超乎他们期望的功能丰富的工具。

1.1 有效建模的要素

以下几方面因素促使上述案例得以成功。

(1）模型和实现的绑定。最初的原型虽然简陋，但它在模型与实现之间建立了早期链接，而

且在所有后续的迭代中我们一直在维护该链接。

(2）建立了一种基于模型的语言。最初，工程师们不得不向我解释基本的PCB问题，而我也

必须向他们解释类图的含义。但随着项目的进展，双方都能够直接使用模型中的术语，井将它们

组织为符合模型结构的语句，而且无需翻译即可理解互相要表达的意思。

(3）开发一个蕴含丰富知识的模型 。 对象具有行为和强制性规则。模型并不仅仅是一种数据

模式，它还是解决复杂问题不可或缺的部分。模型包含各种类型的知识。 [JI] 
(4）提炼模型。在模型日趋完整的过程中，重要的概念不断被添加到模型中，但同样重要的

是，不再使用的或不重要的概念则从模型中被移除。当一个不需要的概念与一个需要的概念有关

联时，则把重要的概念提取到一个新模型中，其他那些不要的概念就可以丢弃了。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10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5）头脑风暴和实验。 语言和草图，再加上头脑风暴活动，将我们的讨论变成“模型实验室”，

在这些讨论中可以横示、尝试和判断上百种变化。当团队走查场景时，口头表达本身就可以作为

所提议的模型的可行性测试，因为人们听到口头表达后，就能立即分辨出它是表达得清楚、简捷，

还是表达得很笨拙。

正是头脑风暴和大量实验的创造力才使我们找到了一个富含知识的模型井对它进行提炼，在

这个过程中，基于模型的语言提供了很大帮助，而且贯穿整个实现过程中的反馈闭环也对模型起

到了“训练”作用。这种知识消化将团队的知识转化为有价值的模型。

1.2 知识消化

金融分析师要消化理解的内容是数字。他们筛选大量的详细数字，对其进行组合和重组以便

寻求潜在的意义，查找可以产生重要影响的简单表示方式一一一种可用作金融决策基础的理解。

高效的领域建模人员是知识的消化者。他们在大量信息中探寻有用的部分。他们不断尝试各

种信息组织方式，努力寻找对大量信息有意义的简单视图。很多模型在尝试后被放弃或改造。只

有找到一组适用于所有细节的抽象概念后，工作才算成功。这一精华严谨地表示了所发现的最为

OIJ 相关的知识。
知识消化井非一项孤立的活动，它一般是在开发人员的领导下，由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组成

的团队来共同协作。他们共同收集信息，并通过消化而将它组织为有用的形式。信息的原始资料

来自领域专家头脑中的知识、现有系统的用户，以及技术团队以前在相关遗留系统或同领域的其

他项目中积累的经验。信息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可能是为项目编写的文档，有可能是业务中使

用的文件，也有可能来自大量的讨论。早期版本或原型将经验反馈给团队，然后团队对一些解释

做出修改。

在传统的爆布方站中，业务专家与分析员进行讨论，分析员消化理解这些知识后，对其进

行抽象并将结果传递给程序员，再由程序员编写软件代码。由于这种方住完全没有反馈，因此

总是失败。分析员全权负责创建模型，但他们创建的模型只是基于业务专家的意见。他们既没

有向程序员学习的机会，也得不到早期软件版本的经验。知识只是朝一个方向流动，而且不会

累积。

有些项目使用了迭代过程，但由于没有对知识进行抽象而无能建立起知识体系。开发人员听

专家们描述某项所需的特性，然后开始构建它。他们将结果展示给专家，并询问接下来做什么。

如果程序员愿意进行重构，则能够保持软件足够整洁，以便继续扩展它；但如果程序员对领域不

感兴趣，则他们只会了解程序应该执行的功能，而不去了解它背后的原理。虽然这样也能开发出

可用的软件，但项目永远也不会从原有特性中自然地扩展出强大的新特性。

好的程序员会自然而然地抽象并开发出一个可以完成更多工作的模型。但如果在建模时只是

[ill 技术人员唱独角戏，而没有领域专家的协作，那么得到的概念将是很幼稚的。使用这些肤战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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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来的软件只能做基本工作，而无陆充分反映出领域专家的思考方式。

在团队所有成员一起消化理解模型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交互也会发生变化。领域模型的不

断精化迫使开发人员学习重要的业务原理，而不是机械地进行功能开发。领域专家被迫提炼自己

已知道的重要知识的过程往往也是完善其自身理解的过程，而且他们会渐渐理解软件项目所必需

的概念严谨性。

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团队成员成为更合格的知识消化者。他们对知识去粗取精。他们将模

型重塑为更有用的形式。由于分析员和程序员将自己的知识输入到了模型中，因此模型的组织

更严密，抽象也更为整洁，从而为实现提供了更大支持。同时，由于领域专家也将他们的知识

输入到了模型中，因此模型反映了业务的深层次知识，而且真正的业务原则得以抽象。

模型在不断改进的同时，也成为组织项目信息流的工具。模型聚焦于需求分析。它与编程和

设计紧密交互。它通过良性循环加深团队成员对领域的理解，使他们更透彻地理解模型，井对其

进一步精化。模型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演化完善的过程。模型对理解领域必

须是切实可用的。它们必须非常精确，以便使应用程序易于实现和理解。

1.3 持续学习

当开始编写软件时，其实我们所知甚少 。 项目知识零散地分散在很多人和文档中，其中夹杂

着其他一些无关信息，因此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些知识是真正需要的知识。看起来没什么技术难度

的领域很可能是一种错觉一一我们并没意识到不知道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这种无知往往会导致我

们做出错误的假设。

同时，所有项目都会丢失知识。已经学到了一些知识的人可能干别的事去了。团队可能由于

重组而被拆散，这导致知识又重新分散开。被外包出去的关键子系统可能只交回了代码，而不会

将知识传递回来。而且当使用典型的设计方桂肘，代码和文档不会以一种有用的形式表示出这些 [JI] 
来之不易的知识，因此一且由于某种原因人们没有口头传递知识，那么知识就丢失了。

高效率的团队需要有意识地积累知识，并持续学习 [Kerievsk:y 2003］。对于开发人员来说，这

意味着既要完善技术知识，也要培养一般的领域建模技巧（如本书中所讲的那些技巧）。但这也

包括认真学习他们正在从事的特定领域的知识。

那些善于自学的团队成员会成为团队的中坚力量，站及最关键领域的开发任务要靠他们来攻

克（有关这方面的更多内容，参见第15章）。这个核心团队头脑中积累的知识使他们成为更高效

的知识消化者。

读到这里，请先停一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否学到了一些PCB设计知识？虽然这个示例

只对该领域作了些表面处理，但当讨论领域模型时，仍会学到一些知识。我学习了大量知识，但

并没有学习如何成为一名PCB工程师，因为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学会与PCB专家沟通，

理解与应用有关的主要概念，井学会检查所构建的内容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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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事实上，我们的团队最终发现探针仿真并不是一项重要的开发任务，因此最后彻底放弃了这

个功能。连同它一起删除的还有模型中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元件推

动信号以及如何计算跳数。这样，应用程序的核心就转移到了别处，而且模型也随之改变，将新

的重点作为核心。在这个过程中，领域专家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更加清楚地理解了应用程

序的目标（第15章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那些早期工作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模型元素被保留下来，而更重要的是， 早

期工作启动了知识消化的过程，这使得所有后续工作更加高效：团队成员 、 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

等都学到了知识，他们开始使用一种公共的语言，而且形成了贯穿整个实现过程的反馈闭环。 这

[JI] 样， 一个发现之旅悄然开始了。

1.4 知识丰富的设计

通过像PCB示例这样的模型获得的知识远远不只是“发现名词”。业务活动和规则如同所涉

及的实体一样，都是领域的核心，任何领域都有各种类别的概念。知识消化所产生的模型能够反

映出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在模型发生改变的同时，开发人员对实现进行重构，以便反映出模型的

变化，这样，新知识就被合并到应用程序中了。

当我们的建模不再局限于寻找实体和值对象时，我们才能充分吸取知识，因为业务规则之间

可能会存在不一致。领域专家在反复研究所有规则、解决规则之间的矛盾以及以常识来弥补规则

的不足等一系列工作中，往往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思考过程有多么复杂。软件是无陆完成这一工作

的。正是通过与软件专家紧密协作来消化知识的过程才使得规则得以澄清和充实，井消除规则之

间的矛盾以及删除一些无用规则。

E副E 提取一个隐藏的概念

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领域模型开始学习，基于此模型的应用程序用来预订一艘船在－次航

程中要运载的货物，如图1-8所示。

航程 1寸 货物

图 1-8

我们规定这个应用程序的任务是将每件货物（Cargo）与一次航程（Voyage ） 关联起来 ， 记

录并跟踪这种关系。现在看来一切都还算简单。应用程序代码中可能会有一个像下面这样的方陆：

publ工c int makeBook ing(Cargo cargo , Voyage voyage) { 

int confirmation= orderConfirmation Sequence . next(); 

voyage.addCargo(cargo , con fi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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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confirmation ; 回
由于总会有人在最后一刻取消订单，因此航运业的一般做法是接受比其运载能力多一些的货

物。 这称为“超订”。有时使用一个简单的容量百分比来表示，如预订110%的载货量。有时则采 [ill 
用复杂的规则一一主要客户或特定种类的货物优先。

这是航运领域的一个基本策略，从事航运业的业务人员都知道它，但在软件团队中可能不是

所有技术人员都知道这条规则。

需求文档中包含下面这句话：

九许10%的超订。

现在，类图就应该像图 1-9这样，代码如下：

public int makeBooking(Cargo cargo, V。yage voyage) { 
double maxBooking = voyage.capacity() * 1.1; 

if ((voyage .bookedCargoSize () + cargo. size()) > maxBooking) 

return -1; 

工nt confirmation = orderCon firmationSequence. next( ); 
voyage.addCargo(cargo , confirmation) ; 

return confirmation; 

Voyage Cargo 

capacity size 

图 1-9

现在， 一条重要的业务规则被隐藏在上面这段方陆代码的一个卫语句曲中。第4章将介绍

LAYERED ARCHITECπJRE，它会帮助我们将超订规则转移到领域对象中，但现在我们主要考虑如

何把这条规则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井让项目中的每个人都能了解到它。这将使我们得到一个类似

的解决方案。

(1）如果业务规则如上述代码所写，不可能有业务专家会通过阅读这段代码来检验规则，即

使在开发人员的帮助下也无法完成。

(2）非业务的技术人员很难将需求文本与代码联系起来。

如果规则更复杂，情况将更糟。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设计来更好地捕获这个知识。超订规则是一个策略，如图 1-10所示。策略

① 卫语句 ， guard clause ， 指起保护作用的语句．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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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policy）其实是STRATEGY模式①［Gamma et al. 1995］的别名。我们知道，使用STRAl『EGY的动机一

般是为了替换不同的规则，虽然在这里并不需要这么做。但我们要获取的概念的确符合策略的含

义，这在领域驱动设计中是同等重要的动机（参见第12章）。

Voyage Cargo 

capacity size 

(sum( cargo.size)< voyage.capacity* 1.1) 

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Overbooking 
Policy 

图 1-10

public int makeBooking(Cargo cargo, Voyage voyage) { 

if (loverbookingpolicy.isallowed(cargo, voyage)) return -1; 

int confirmation= orderConfirmationSequence.next(); 

voyage.addCargo(cargo, confirmation); 

return confirmation; 

新的Overbooking Policy类包含以下方怯：

public boolean isAllowed(Cargo cargo, Voyage voyage) { 

return (cargo . size() + voyage.bookedCargoSize()) <= 
(voyage.capacity() * 1.1); 

现在所有人都清楚超订是一个独特的策略，而且超订规则的实现即明确又独立。

现在，我并不建议将这样的精细设计应用到领域的每个细节中．第15章将深入阐述如何关注

重点以及如何隔离其他问题或使这些问题最小化。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说明领域模型和相应的设计

可用来保护和共享知识。更明确的设计具有以下优点：

DI] (1）为了实现更明确的设计，程序员和其他各位相关人员都必须理解超订的本质，明白它是

一个明确且重要的业务规则，而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计算。

(2）程序员可以向业务专家展示技术工件，甚至是代码，但应该是领域专家（在程序员指导

下）可以理解的，以便形成反馈闭环。

① STRATEGY－般是指定义一组算法，将每个算法都封装起来，并且使它们之间可以互换．策略模式的优点是软件可

以由许多可替换的部分组成，各个部分之间是弱连接的关系，这样软件具有更强的可扩展性、可维护性和可重用

性．作者在这里提到策略模式，是指将每个规则当成一个算法。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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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深层模型 翩
有用的模型很少停留在表面。随着对领域和应用程序需求的理解逐步加深，我们往往会丢弃

那些最初看起来很重要的表面元素，或者切换它们的角度。这时， 一些开始时不可能发现的巧妙

抽象就会渐渐浮出水面，而它们恰恰切中问题的要害。

前面的例子大体上是基于一个集装箱航运项目，这是本书列举的几个项目之一，本书还有几

个示例会引用这个项目。本书所举的示例都很简单，即使不是航运专家也能理解它们。但在一个

需要团队成员持续学习的真实项目中，要想建立实用且清晰的模型则要求团队成员既精通领域知

识，也要精通建模技术。

在这个项目中，由于航运从预订货运开始，因此我们开发了一个能够描述货物和运货航线等

事物的模型。这是必要且有用的，但领域专家却不买账。他们有自己的考虑业务的方式，这种方

式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

最后，在经过几个月的知识消化后，我们知道货物的处理主要是由转包商或公司中的操作人

员完成的，这包括实际的装货、卸货和运货。航运专家的观点是，各部分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责任

传递。怯律责任和执行责任的传递由一个过程控制卜一从托运人传递到某个本地运输商，再从这

家运输商传递到另一家运输商，最后到达收货人。通常，在一些重要的步骤中，货物停放在仓库 [ill 
里。在其他时间里，货物则是通过复杂的物理步骤来运输，而这些与航运公司的业务决策无关。

在处理航线的物流之前，必须先确定诸如提单等法律文件以及支付流程。

对航运业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我们并没有删除Itinerary （航线）对象，但模型发生了巨

大改变。我们对航运业务的认识从“集装箱在各个地点之间的运输”转变为“运货责任在各个实

体之间的传递”。处理这些责任传递的特性不再是一些附属于装货作业的次要特性，而是由一个

独立的模型来提供支持，这个模型正是在理解了作业与责任之间的重要关系之后开发出来的。

知识消化是一种探索，它永无止境。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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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章
交流与语言的使用

办~域模型可成为软件项目通用语言的核心。该模型是一组得自于项目人员头脑中的概

羽《念，以及反映了领域深层含义的术语和关系。这些术语和相互关系提供了模型语言的
语义，虽然语言是为领域量身定制的，但就技术开发而言，其依然足够精确。正是这条至关重要

的纽带，将模型与开发活动结合在一起，井使模型与代码紧密绑定。

这种基于模型的交流并不局限于U》且（统一建模语言）图。为了最有效地使用模型，需要

充分利用各种交流手段。基于模型的交流提高了书面文档的效用，也提高了敏捷过程中再度强调

的非正式图表和交谈的效用。它还通过代码本身及对应的测试促进了交流。

IBJ 在项目中，语言的使用很微妙，但却至关重要……

2.1 模式： UBIQUITOUS LANGUAGE 

首先写下一个句子，

然后将它分成小段，

再将它们打乱并重新排序。

仿佛是巧合一样，

主主语的顺序对意思完全没有影响。

一－Lew1sC缸roll,

要想创建一种灵活的、蕴含丰富知识的设计，需要一种通用的、共享的团队语言，以及对语

言不断的试验一一然而，软件项目上很少出现这样的试验。

来来升2

虽然领域专家对软件开发的技术术语所知有限，但他们能熟练使用自己领域的术语一一一可能

还具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另一方面，开发人员可能会用一些描述性的、功能性的术语来理解和讨

论系统，而这些术语并不具备领域专家的语言所要传达的意思。或者，开发人员可能会创建一些

用于支持设计的抽象，但领域专家无法理解这些抽象。负责处理问题不同部分的开发人员可能会

开发出各自不同的设计概念以及描述领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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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上存在鸿沟，领域专家们只能模糊地描述他们想要的东西。开发人员虽然努力去理

解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但也只能形成模糊的认识。虽然少数团队成员会设桂掌握这两种语言，

但他们会变成信息流的瓶颈，并且他们的翻译也不准确。

在一个没有公共语言的项目上，开发人员不得不为领域专家做翻译。而领域专家需要充当开

发人员与其他领域专家之间的翻译。甚至开发人员之间还需要互相翻译。这些翻译使模型概念变

得混淆，而这会导致有害的代码重构。这种间接的沟通掩盖了分裂的形成一一不同的团队成员使

用不同的术语而尚不自知。由于软件的各个部分不能够浑然一体，因此这就导致无陆开发出可靠

的软件（参见第14章）。翻译工作导致各类促进深入理解模型的知识和想怯无住结合到一起。 [ill 
如果语言支离破碎， 项目必将遭遇严重问题。领域专家使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而技术团队所

使用的语言则经过调整，以便从设计角度讨论领域。

日常讨论所使用的术语与代码（软件项目的最重要产品）中使用的术语不一致。甚至同一个

人在讲话和写东西时使用的语言也不一致，这导致的后果是．对领域的深刻表述常常稍纵即逝，

根本无法记录到代码或文档中。

翻译使得沟通不畅．并削弱了知识消化。

然而任何一方的语言都不能成为公共语言，因为它们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

所有翻译的开销，连带着误解的风险，成本实在太高了。项目需要一种公共语言，这种语言

要比所有语言的最小公分母健壮得多。通过团队的一致努力，领域模型可以成为这种公共语言的

核心，同时将团队沟通与软件实现紧密联系到一起。该语言将存在于团队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lJBIQU1TOUS LANGUAGE （通用语言）的词汇包括类和主要操作的名称。语言中的术语，有些

用来讨论模型中已经明确的规则，还有一些则来自施加于模型上的高级组织原则（如第14章和第

16章要讨论的CONTEXT MAP和大型结构）。最后，团队常常应用于领域模型的模式名称也使这种

语言更为丰富。

模型之间的关系成为所有语言都具有的组合规则。词和短语的意义反映了模型的语义。

开发人员应该使用基于模型的语言来描述系统中的工件、任务和功能。这个模型应该为开发

人员和领域专家提供一种用于相互交流的语言，而且领域专家还应该使用这种语言来讨论需求、

开发计划和特性。语言使用得越普遍，理解进行得就越顺畅。

至少，我们应该将它作为目标。但最初，模型可能不太好，因此无陆很好地履行这些职责。

它可能不会像领域的专业术语那样具有丰富的语义。但我们又不能直接使用那些术语，因为它

们有歧义和矛盾。模型可能缺乏开发人员在代码中所创建的更为微妙和灵活的特性，这要么是

因为开发人员认为模型不必具备这些特性，要么是因为编码风格是过程式的，只能隐含地表达

领域概念。 [ill 
尽管模型和基于模型的语言之间的次序像是循环论证，但是，能够产生更有用模型的知识捎

化过程依赖于团队投身于基于模型的语言。持续使用UBIQU1TOUS LANGUAGE可以暴露模型中存在

的缺点，这样团队就可以尝试并替换不恰当的术语或组合。当在语言中发现缺失时，新的词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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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入到讨论中。 这些语言上的史改也会在领域模型 中引起相应的史改，井促使团队更新类图井

重命名代码中的类和方毡，当术语的意义改变时，甚至会导致行为也发生改变。

通过在实现的过程中使用这种语言，开发人员能够指出不准确和矛盾之处，井和领域专家一

起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

当然，为了解释和给出更广泛的上下文 ， 领域专家的语言会超出UBIQUITOUS LANGUAGE的

范围。但在模型应对的范围内， 他们应该使用UBIQUITOUS LANGUAGE，井在发现不合适、不完

整或错误之处后要引起注意。通过大量使用基于模型的语言，并且不达流畅绝不罢休，我们可

以逐步得到一个完整的、易于理解的模型，它由简单元素组成，并通过组合这些简单元素表达

复杂的概念。

因此 ：

将模型作为语言的支柱。确保团队在内部的所有交流中以及代码中坚持使用这种语言。 在画

圈、写东西 ， 特别是讲话时也要使用这种语言。

通过尝试不同的表示方法（它们反映了备选模型）来消除难点。 然后重构代码，重新命名类、

[ill 方法和模块， 以便与新模型保持一致。 解决交谈中的术语混淆问题， 就像我们对普通词汇形成一

致的理解一样。

要认识到， UBIQUITOUS LANGUAGE的更改就是对模型的更改。

领域专家应该抵制不合适或无法充分表达领域理解的术语或结构， 开发人员应该密切关注那

些将会妨碍设计的有歧义和不一致的地方。

有了UBIQUITOUS LANGUAGE，模型就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工件了。它成为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

共同完成的每项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语言以动态形式传递知识。使用这种语言进行讨论能够

呈现图和代码背后的真实含义。

号卡 升E 来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UB!QUlTOUS LANGUAGE 假设只有一个模型在起作用。第14章将讨论不同模

型（和语言）的共存，以及如何防止模型分裂。

UBIQUITOUS LANGUAGE是那些以非代码形式呈现的设计的主要载体，这些包括把整个系统组

织在一起的大尺度结构（参见第16章）、定义了不同系统和模型之间关系的限界上下文（参见第

14章），以及在模型和设计中使用的其他模式。

下面这两段对话有着微妙但重要的差别。在每个对话场景中，注意观察讲话者有多少内容是

谈论软件的业务功能，有多少内容是从技术上谈论软件的工作机理的。用户和开发人员用的是同

一种语言吗？它的表达是否丰富，足以应对应用程序功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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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1 ： 最小化的领域抽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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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 Mat Code 
cargo_ bookings table 

Database table: cargo_bookings 

Carl!.o ID Tran sport Load Un load - -

图 2-1

用户：那么，当史改清关（customs clearance ） ①地点时，需妥重新制定整个路线计划哆。
开发人员：走的 。 我们将从货运在（shipment table）中删除所有与该货物id相关联的行，然

后将出发地、 目的地和新的清关地点传递给Routing Service，它会重新填充货运哀。 Cargo中必须

设立一个布尔佳，用于指示货运在中是否有数据。

用户：删除行？好，就按你说的做。 但是 ， 如果先前根本没有指定清关地点 ， 也需要这么做

吗？

开发人员：足的，无论何时史改了出发地、目的地或清关地点（或是第一次输入），都将检

查是否已经有货运数据，如果有，则删除它们，然后由Routing Se凹ice重新生成数据。

用户：当然，如采原有的清关数据碰巧是正确的，我们就不需妥这样做了 。

开发人员 ： 哦， 没问题。 但让Routing Service每次重新加载或卸载数据会史容易些。

用户 ： 足的，但为新航线制定所有支持计划的工作量很大，因此，除非非改不可，我们一很

回

回

不想史改航线。 [ill 
开发人员 ： 哦 ， 好的，当第一次输入清关地点时 ， 我们需妥查询表格， 找到以前的清关地点，

然后与新的清关地点进行比较，从而判断是否需妥重做。

用户：这个处理不必考虑出发地和目的地， 因为航线在此总妥变史。

开发人员 ： 好的，我明白了 。

①清关flP结关，习惯上又称通关，是指迸口货物、出口货物和转运货物迸出一囡海关或国镜时必须向海关申报，办
理海关规定的各项手续，履行各项法规规定的义务。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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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2：用领域模型进行讨论 ·

cargo Id 
weight 

Cargo 

Haz Mat Code 

Route Specification 

origin 
destination 
customs clearance (opt) 

{ltiner缸y must sat~sfy specification} 

O .. l 

load 
m咀oad

Itinerary 

Leg 

图 2-2

Routing Service 

，，，、

~ an ltinerary satisfying 
the Route 
Specification 

用户：那么，当史改清关地点时，需妥重新制定整个路线计划J ~罗 。

开发人员：走的 。 当史改Route Specification （路线说明）的任意属性时，都将删除原有的

Itiner缸y （航线），并妥求Routing Service （路线服务）基于新的Route Specification生成一个新的

Itinerary 。

用户：如果先前根本没有指定清关地点 ， 也需妥这么做吗？

开发人员：走的，无论何时史改了 Route Spec的任何属性，都将重新生成Itinerary 。 这也包括

团第一次输入某些属，性。

用户：当然，如果原有的清关数据碰巧是正确的，我们就不需妥这样做了 。

开发人员：哦，没问题。 但让Routing Service每次重新生成一个Itinerary会史容易些。

用户：走的，但为新航线制定所有支持计划的工作量很大，因此，除非非改不可，我们－-A生

不想史改路线。

开发人员 ： 哦。 那么需妥在Route Specification添加一些功能。这样，当史改Route Specification 

中的属性时，查看Itinerary是否仍满足Specification 。 如果不满足，则需妥由Routing Service重新

生成Itinerary 0 

用户：这一点不必考虑出发地和目的地，因为Itiner缸y在此总是妥变史的。

开发人员：好的，但每次只做比较就简单多了 。 只有当不满足Route Specification时 ， 才重新

生咸阳ner缸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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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对话表达了领域专家的更多意图。在这两段对话中，用户都使用了“itinerary”这个

词，但在第二段中它是一个对象，这使得双方可以更准确、具体地进行讨论。他们明确讨论了“route

specification”，而不是每次都通过属性和过程来描述它。

这两段对话有意使用了相似的结构。实际上，第一段对话显得更咿嗦，对话双方需要不断对
应用程序的特性和表达不清的地方进行解释。第二段对话使用了基于领域模型的术语，因此讨论

更简洁。

2.2 “大声地”建模

假如将交谈从沟通方式中除去的话，那会是巨大的损失，因为人类本身颇具谈话的天赋。遗

憾的是，当人们交谈时，通常并不使用领域模型的语言。

可能开始时你并不认为上述论断是正确的，而且的确有例外情况。但下次你参加需求或设计

讨论时，不妨认真听一下。你将听到人们用业务术语或者各种业余术语来描述功能。还会听到人 [ill 
们讨论技术工件和具体的功能。当然，你还会听到来自领域模型的术语E 在人们共同使用的那部
分业务术语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名词在编码时通常被用作对象名称，因此这些术语经常被人们提

及。但你是否也听到一些使用当前领域模型中的关系和交互来描述的措辞呢？

改善模型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对话来研究，试着大声说出可能的模型变化中的各种结

构。这样不完善的地方很容易被听出来。

“如果我们向Routing Service提供出发地、目的地和到达时间，就可以查询货物的

停靠地点，嗯……将它们存到数据库中。”（含糊且偏重于技术）

“出发地、目的地……把它们都输入到Routing Service中，而后我们得到一个

Itinerary，它包含我们所需的全部信息。”（史具体，但过于哆嗦）

“Routing Se凹ice查找满足Route Specification的Itiner缸y。” （简洁）

使用单词和短语是极为重要的一一其将我们的语言能力用于建模工作，这就如同素描对于表

现视觉和空间推理十分重要一样。 我们即要利用系统性分析和设计方面的分析能力，也要利用对

代码的神秘“感觉”。这些思考方式互为补充，要充分利用它们来找到有用的模型和设计。在所
有这些方式中，语言上的试验常常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本书第三部分将深入探讨这种发现过程，

井通过儿段对话来显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似乎很擅长处理口语的复杂性（对于像我这样的门外汉，有本好书是
Steven Pinker所著的The Language Instinct [Pinker 1994］）。例如，当具有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凑在一

起做生意时，如果没有公共语言，他们就会创造一种称为“民杂语”（pidgin）的公共语言。 j昆杂
语虽然不像讲话者的母语那样详尽，但它适合当前任务。当人们交谈时，自然会发现词语解释和

意义上的差别，而后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些差别。他们会发现这种语言中的简陋晦涩之处并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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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 们搞顺畅。
上大学时，我曾经修过西班牙语速成课。课堂上规定不准讲英语。起初，令人相当坦丧。这

不仅感觉很别扭，而且需要很强的自制力。但最终我和同学们都达到了通过书面练习永远不可能

达到的流利程度。

当我们在讨论中使用领域模型的UBIQUITOUS LANGUAGE时，特别是在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一

起推敲场景和需求时，通用语言的使用会越来越流利，而且我们还可以互相指点一些细微的差别。

我们自然而然地共享了我们所说的语言，而这种方式是图和文档无法做到的。

想要在软件项目上产生一种UBIQUITOUS LANGUAGE，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我们必须充

分利用自然赋予我们的才能来实现这个目标。正如人类的视觉和空间思维能力使我们能够快速传

达和处理图形概述中的信息一样，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己在基于语法的、有意义的语言方面的天践

来推动模型的开发。

因此，下面这段话可作为UBIQUITOUS LANGUAGE模式的补充：

讨论系统时要结合模型。使用模型元素及其交互来大声描述场景，并且按照模型允许的方式

将各种概念结合到一起。找到更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讲出你要讲的话，然后将这些新的想法应用到

固和代码中。

2.3 一个团队，一种语言

技术人员通常认为业务专家最好不要接触领域模型，他们认为：

“领域模型对他们来说太抽象了。”

[ill “他们不理解对象。”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用他们的术语来收集需求。”

上面只列举了我从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团队中听到的少数几个原因。忘掉它们吧。

当然，设计中有一些技术组件与领域专家无关，但模型的核心最好让他们参与。过于抽象？

那你怎么知道抽象是否合理？你是否像他们一样深入理解领域？有时，某些特定需求是从底层用户

那里收集的，他们在描述这些需求时可能会用到一小部分更具体的术语，但领域专家应该能够更深

入地思考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如果连经验丰富的领域专家都不能理解模型，那么模型一定出了什么

问题。

最初，当用户讨论系统尚未建模的未来功能肘，他们没有模型可供使用。但当他们开始与开

发人员一起仔细讨论这些新想法时，探索共享模型的过程就开始了。最初的模型可能很笨拙且不

完整，但会逐渐精化。随着新语言的演进，领域专家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适应它，井更新那些仍

然很重要的旧文档。

当领域专家使用这种语言互相讨论，或者与开发人员进行讨论肘，很快就会发现模型中哪些

地方不符合他们的需要，甚至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模型语言的精确性也会促使领域专家（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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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人员的帮助下）发现他们想曲中的矛盾和含糊之处。

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可以通过一步一步地使用模型对象来走查场景，从而对模型进行非正式

的测试。每次讨论都是开发人员和专家一起使用模型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加深彼此
的理解，井对概念进行精化。

领域专家可以使用模型语言来编写用例，甚至可以直接利用模型来具体说明验收测试。

有时，有人会反对使用模型语言来收集需求。毕竟，难道需求不应该独立于实现它们的设计

吗？这种观点忽视了所有语言都要基于某种模型这一事实。词的意义是不明确。领域模型通常是
从领域专家自己的术语中推导出来的，但已经经过了“清理”，以便具有更明确、更严密的定义。
当然，如果这些定义与领域公认的意义有较大差别，领域专家应该反对。在敏捷过程中，需求是 [ill 
随着项目的前进而演变的，因为几乎不存在现成的知识可以充分说明一个应用程序。用精化后的

UBIQUITOUS LANGUAGE来重新组织需求应该是这种情变过程的一部分。

语言的多样性通常是必要的，但领域专家与开发人员之间不应该有语言上的分歧（第12章将
讨论多个模型在同一个项目上共存的情况）。

当然，开发人员的确会使用领域专家无战理解的技术术语。开发人员有其所需的大量术语来

讨论系统技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用户也会用开发人员无战理解的、超出应用程序范畴的专用术

语。这些都是对语言的扩展。但在这些语言扩展中，同一领域的相同词汇不应该反映不同的模型。

设计中的
技术方而

技术术语

技术设计模式

UBIQUITOUS LANGUAGE 

／附则
BOUNDED CONTEXTS的名称

（参见第14章）

大型结构的术语
（参见第16章）

\ 本书中提到的
很多模式名称

＼ 肌肉
解的业务术语

每个人都使用，
但却不出现在设计
中的业务术语

准备添加到模型中的
候选部分（参见第IO章）

图2-3 术语的交集产生了UBIQUITOUS LANGUAGE 

有了UBIQUITOUS LANGUAGE之后，开发人员之间的对话、领域专家之间的讨论以及代码本身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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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达的内容都基于同一种语言，都来自于一个共享的领域模型。

2.4 文档和图

每当我参加讨论软件设计的会议时，如果不在白板或固板上画图，我就很难讨论下去。我圆

的大部分是UML图，主要以类图和对象交互图为主。

有些人天生是视觉动物，图可以帮助人们掌握某些类型的信息。 U孔1L图在传达对象之间的

关系上真是游刃有余，而且也很擅长表现交互。但它们却无怯给出这些对象的概念定义。在会议

中，我会一边画图一边用语言来丰富它们的意义，或者在与其他参与者讨论时进行解释。

简单、非正式的UML图能够维系整个讨论。绘制一幅包含当前问题最关键的3 ～ 5个对象的

图，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集中注意力。所有人就对象关系会达成一致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

将使用相同的对象名称。如此，口头讨论会更加高效。当人们尝试不同的想战时，图也随之改

变，草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讨论的变化，这是讨论中真正重要的部分。毕竟， UML就是统

一建模语言。

当人们必须通过UML图表示整个模型或设计时，麻烦也随之而来。很多对象模型图在某些

方面过于细致，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很多遗漏。说它们过于细致是因为人们认为必须将所有要编

码的对象都放到建模工具中。而细节过多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细节，但属性和关系只是对象模型的一部分。这些对象的行为以及这些对

象上的约束就不那么容易表示了。对象交互图可以阐明设计中的一些复杂之处，但却无怯用这种

[ill 方式来展示大量的交互，就是工作量太大了，既要制作图，还要学习这些图。而且交互图也只能
暗示出模型的目的。要想把约束和断言包括进来，需要在UML图中使用文本，这些文本用括号

括起来，插入到图中。

操作名称可能会暗示出对象的行为职责，对象交互图（或序列图）中也会隐含地展示出这些

职责，但无法直接在述。因此，这项任务就要靠补充文本或对话来完成。换言之， U如E图无怯

传达模型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一个方面是模型所表示的概念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对象应该做哪

些事情。但是，这并不是大问题，因为通过仔细地使用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语

言）就可以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UML也不是一种十分令人满意的编程语言。我从未见过有人使用建模工具的代码生成功能

达到了预期目的。如果U孔伍的能力无法满足需要，通常人们就不得不忽略模型最关键的部分，

因为有些规则并不适合用线框图来表示。当然，代码生成器也无法使用上面所说的那些文本注释。

如果确实能使用UML这样的绘图语言来编写可执行程序，那么U孔1L图就会退化为程序本身的另

一种视图，这样，“模型”的真正含义就丢失了。如果使用UML作为实现语言，则仍然需要利用

其他手段来表达模型的确切含义。

图是一种沟通和解释手段，它们可以促进头脑风暴。简洁的小图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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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涵盖整个对象模型的综合性大图反而失去了沟通或解释能力，因为它们将读者淹没在大量细节

之中，加之这些图也缺乏目的性。鉴于此，我们应避免使用包罗万象的对象模型图，甚至不能使

用包含所有细节的U孔E数据存储库。相反，应使用简化的图，图中只包含对象模型的重要概 ir;m 
念一→左些部分对于理解设计至关重要。本书中的图都是我在项目中使用过比较典型的图。它们 … 
很简单，而且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在澄清一些要点时，还使用了一些非标准的符号。它们显示

了设计约束，但它们不是面面俱到的设计规范。它们只体现了思想纲要。 lliJ 
设计的重妥细节应该在代码中体现出来。良好的实现应该是透明的，清楚地展示其背后的模

型（下一章及本书其他许多章节的主题就是阐述如何做到这一点）。互为补充的图和文档能够引

导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核心要点上。自然语言的讨论可以填补含义上的细微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我

喜欢把典型的UML使用方怯颠倒过来的原因。通常的用怯是以图为主，辅以文本注释：而我更

愿意以文本为主，用精心挑选的简化图作为说明。

务必要记住模型不是图。图的目的是帮助表达和解释模型。代码可以充当设计细节的存储库。

书写良好的Java代码与UML具有同样的表达能力。经过仔细选择和构造的图可以帮助人们集中注

意力，并起到指导作用，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能强制用图来表示全部模型或设计，因为这样会削弱

图的清晰表达的能力。

2.4.1 书面设计文档

口头交流可以解释代码的含义，因此可作为代码精确性和细节的补充。虽然交谈对于将人们与

模型联系起来是至关重要的，但书面文档也是必不可少的，任何规模的团队都需要它来提供稳定和

共享的交流。但要想、编写出能够帮助团队开发出好软件的书面文档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一且文档的形式变得一成不变，往往会从项目进展流程中脱离出来。它会跟不上代码或项目

语言的演变。

书面文档有很多编写方怯。本书第四部分将介绍几种满足特定需要的具体文档，但不会列出

项目需要使用的所有文挡，而是给出两条用于评估文档的总体原则。

文档应作为代码和口头交流的补充

每种敏捷过程在编写文档方面都有自己的理念。极限编程主张完全不使用（多余的）设计文

挡，而让代码解释自己。实际运行的代码不会说谎，而其他文档则不然。运行代码所产生的行为

是明确的。 [ill 
极限编程只关注对程序及可执行测试起作用的因素。由于为代码添加的注释并不影响程序的

行为，因此它们往往无法与当前代码及其模型保持同步。外部文档和图也不会影响程序的行为，

因此它们也无法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口头交流和临时在白板上画的图不会长久保留而产生院淆。

依赖代码作为交流媒介可以促使开发人员保持代码的整洁和透明。

然而，将代码作为设计文档也有局限性。它可能会把读代码的人淹没在细节中。尽管代码的

行为是非常明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行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行为背后的意义可能难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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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只用代码做文档与使用大而全的UML图面临着差不多相同的基本问题。当然，团队进

行大量的口头交流能够为代码提供上下文和指导，但是，口头交流很短暂，而且范围很小。此外，

开发人员并不是唯一需要理解模型的人。

文挡不应再重复表示代码已经明确表达出的内容。代码已经含有各个细节，它本身就是一种

精确的程序行为说明。

其他文档应该着重说明含义，以便使人们能够深入理解大尺度结构，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核心

元素上。当编程语言无怯直接明了地实现概念时，文档可以澄清设计意图。我们应该把书面文档

作为代码和口头讨论的补充。

文档应当鲜活井保持最新

我在为模型编写书面文档时，会仔细选择一个小的模型子集来固图，然后让文字放置在这些

图周围。我用文字定义类及其职责，并且像自然语言那样把它们限定在一个语义上下文中 。 而图

显示了在将概念形式化和简化为对象模型的过程中所做的一些选择。这些图可以随意一些，甚至

[ill 是手绘的。手绘图除了节省工作量，也让人们一看就知道它们是不正式、临时的。这些优点都非
常有利于交流，因为它们适用于我们的模型思想。

设计文档的最大价值在于解释模型的概念，帮助在代码的细节中指引方向，或许还可以帮助

人们深入了解模型预期的使用风格。根据不同的团队理念，整个设计文档可能会十分简单，如只

是贴在墙上的一组革图，也可能会非常详尽。

文档必须深入到各种项目活动中去。判断是否做到这一点的最简单方怯，是观察文档与

UBIQUITOUS LANGUAGE之间的交互。文档是用人们（当前）在项目上讲的语言编写的吗？它是用

嵌入到代码中的语言编写的吗？

注意听UBIQUITOUS LANGUAGE，观察它是如何变化的。如果设计文档中使用的术语不再出现

在讨论和代码中，那么文档就没有起到它的作用。或许是文档太大或太复杂了，或许是它没有关注

足够重要的主题。人们要么不阅读文档，要么觉得它索然无味。如果文档对UBIQUITOUS LANGUAGE 

没有影响，那么一定是出问题了。

相反，我们会注意到）UBIQUITOUS LANGUAGE随着文档渐渐过时而自然地改变。显然，要么人

们不再关心文档，要么认为它不重要而不再去更新它。这时可以将它作为历史文件安全地归档，

如果继续使用这样的文档可能会产生混淆并损害项目。如果文档不再担负重要的作用，那么纯粹

靠意志和纪律保持其更新就是浪费精力。

UBIQUITOUS LANGUAGE可以使其他文档（如需求规格说明）更简洁和明确。 当领域模型反映

了与业务最相关的知识时，应用程序的需求成为该模型内部的场景，而UBIQUITOUS LANGUAGE可

直接用MODEL-D阳VENDESIGN （模型驱动设计）的方式描述此类场景（参见第3章）。结果就是规

[}2J 格说明的编写更简单，因为它们不必传达模型背后隐含的业务知识。
通过将文档减至最少，井且主要用它来补充代码和口头交流，就可以避免文档与项目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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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UBIQUITOUS LANGUAGE及其演变来选择那些需要保持更新并与项目活动紧密交互的文档。

2.4.2 完全侬赖可执行代码的情况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XP社区和其他一些人为何选择几乎完全依赖可执行代码及其测试。

本书主要讨论了如何通过MODEL-DRIVEN DESIGN使代码表达出设计的含义（参见第3章）。良好的

代码具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但它所传递的信息不能确保是准确的。 一段代码所产生的实际行为是

不会改变的。但是，方能名称可能会有歧义、会产生误导或者因为已经过时而无怯表示方法的本

质含义。测试中的断言是严格的，但变量和代码组织方式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未必严格。好的编程

风格会尽力使这种联系直接化，但其仍然主要靠开发人员的自律。编码时需要一丝不苟的态度，

只有这样才能编写出“言行全部正确”的代码。

消除这些差异是诸如声明式设计（参见第10章）这样的方蓓的最大优点，在这类方能中，程

序元素用途的陈述决定了它在程序中的实际行为。从UML生成程序的部分动机就来源于此，虽

然目前看来这通常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尽管代码可能会产生误导，但它仍然比其他文档更基础。要想利用当前的标准技术使代码所

传达的消息与它的行为和意图保持一致，需要纪律和思考设计的特定方式（第三部分将详细讨论

这些问题）。要有效地交流，代码必须基于在编写需求时所使用的同一种语言，也就是开发人员

之间、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之间进行讨论时所使用的语言。

2.5 解释性模型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在实现、设计和团队交流中使用同一个模型作为基础。如果各有各的模型，

将会造成危害。

模型在帮助领域学习方面也具有很大价值。对设计起到推动作用的模型是领域的一个视图，

但为了学习领域，还可以引入其他视图，这些视图只用作传递一般领域知识的教学工具。出于此

目的，人们可以使用与软件设计无关的其他种类模型的图片或文字。

使用其他模型的一个特殊原因是范围。驱动软件开发过程的技术模型必须经过严格的精简，

以使用最小化的模型来实现其功能。而解释性模型则可以包含那些提供上下文的领域方面一→主

些上下文用于澄清范围更窄的模型。

解释’性模型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度，可以专门为某个特殊主题定制一些表达力更强的风格。领

域专家在一个领域中所使用的视觉隐喻通常呈现了更清晰的解释，这可以教给开发人员领域知

识，同时使领域专家们的意见更一致。解释性模型还可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领域，并且各

种不同角度的解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学习。

解释性模型不必是对象模型，而且最好不是。实际上在这些模型中不使用lTh也是有好处的，

这样可以避免人们错误地认为这些模型与软件设计是一致的。尽管解释性模型与驱动设计的模型

往往有对应关系，但它们井不完全类似。为了避免也淆，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

a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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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操作和路线
考虑一个用来追踪航运公司货物的应用程序。模型包含一个详细的视图，它显示了如何将港

口装卸和货轮航次组合为一次货运的操作计划lj （“路线”）。如图2-4所示。但对外行而言，类图可

8IJ 能起不到多大的说明作用。

I Voy咿 I I Ro附 ｜
?? 

{order创｝ {ordered} 

图2-4 航运路线的类图

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性模型可以帮助团队成员理解类图的实际含义。图2-5是表示相同概念

的另一种方式。

航次A( 明
阳＼j
k

有
航
火

「
（’ 踹盯Z袋货

停放在港μ的
LGB03位置

图2-5 航运路线的解释性模型

一

商
货

／

明

图中的每根线段都表示货物的一种状态一一或者正在港口装卸（装货或卸货），或者停放在

[ill 仓库里，或者正在运输途中。这个图并没有与类图中的细节一一对应，但强调了领域的要点。
这种图连同对它所表示的模型的自然语言解释，能够帮助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理解更严格的

[ill 软件模型图。综合使用这两种图要比单独使用一种图更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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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绑定模型和实现

、1 ’ 我走进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打印在数张大纸上的完整类图，它铺满了一整面墙。

二习 这是我进入某个项目的第一天，在此之前，聪明的项目组成员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

进行仔细的研究井且开发出了上面这幅详尽的领域模型。该模型中的对象一般都与3~4个其他对

象有着复杂的关联，而这张关联网几乎没有边界。在这方面，分析人员忠实地反映了领域自身

的性质。

尽管这张墙面大小的图让人吃不消，但是它所表现的模型确实捕获了一些知识。经过一段时

间的研究，我确实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但是这种学习很难找到头绪，更像是在随意地浏览网页）。

然而对类图的研究并不能让我深入地了解该应用程序的代码和设计，这让我备感困扰。

当开发人员开始实现应用程序肘，他们很快就发现，尽管分析人员说得头头是道，他们依然

无桂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转换成可存储、可检索的且具有事务完整性的单元。请注意，该项目

使用的是对象数据库，也就是说开发人员根本不用考虑对象一关系表映射这种难题。从根本上说，

该模型无法为应用程序的实现提供帮助。

由于模型是“正确的”，这是经过技术分析人员和业务专家大量协作才得到的结果，因此开

回

发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法把基于概念的对象作为设计的基础。于是他们开始进行专门针对程 [ill 
序开发的设计。他们的设计确实用了一些原有模型中类和属性的名称进行数据存储，但这种设计

井不是建立在任何已有模型的基础上的。

这个项目虽然建立了领域模型，但是如果模型不能直接帮助开发可运行的软件，那么这种纸

上谈兵的模型又有什么意义呢？

几年后，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中又看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该项目要用Java实现新设计，

井用新设计替换现存的C＋＋应用程序。老版本的程序根本没有进行对象建模，仅仅是把功能堆积

在一起。老版本的设计（如果有的话）就是在已有代码的基础上一个一个地堆积新功能，完全没

有任何泛化或抽象的迹象。

奇怪的是，这两种开发流程所完成的最终产品却非常相似！ 它们都充斥了大量功能，难于理

解，难以维护。尽管有些程序实现是比较直观的，但是仅通过阅读代码依然无怯深入了解该系统

的目的所在。 除了精心设计的数据结构之外，这两种开发流程都没有利用其开发环境中的面向对

象的设计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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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种类繁多，作用各有不同，即使是那些仅用于软件开发项目的模型也是如此。领域驱动

[ill 设计要求模型不仅能够指导早期的分析工作，还应该成为设计的基础。这种设计方住对于代码的
编写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太明显的一点就是：领域驱动设计要求一种不同的建模方怯……

3.1 模式： MODEL-DRIVEN DESIGN 

过去用来计算星体位直的星盘①是天空模型的机械实现

星盘是由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发明的；在中世纪，伊斯兰科学家又对它进行了改进．星盘

上可旋转的铜环（又称“网坏”）代表各恒星在天球上的位置．刻有当地地平坐标系的盘面是

可换的，它代表的是不同纬度的星空景象．在星盘盘面上旋转网坏，可以计算出全年任何时刻

的天体位直．反过来，如果知道太阳或某个恒星的位置，也可以用星盘算出时间．星盘以机械

化的方式实叹了代表星空的面向对象模型。

严格按照基础模型来编写代码，能够使代码更好地表达设计含义，并且使模型与实际的系统

相契合。

来 ＞！c 号le

那些压根儿就没有领域模型的项目，仅仅通过编写代码来实现一个又一个的功能，它们

无怯利用前两章所讨论的知识消化和构通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涉及复杂的领域就会使项目举

步维艰。

另一方面，许多复杂项目确实在尝试使用某种形式的领域模型，但是并没有把代码的编写与

模型紧密联系起来。这些项目所设计的模型，在项目初期还可能用来做一些探索工作，但是随着

①一种中世纪的仪器，曾用来测量太阳或其他天体的位置。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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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进展，这些模型与项目渐行渐远，甚至还会起误导作用。所有在模型上花费的精力都无怯

保证程序设计的正确性，因为模型和设计是不同的。

模型和程序设计之间的联系可能在很多情况下被破坏，但是二者的这种分离往往是有意而为
之的。很多设计方始都提倡使用完全脱离于程序设计的分析模型，并且通常这二者是由不同的人

员开发的。之所以称其为分析模型，是因为它是对业务领域进行分析的结果，它在组织业务领域 n 
中的概念时，完全不去考虑自己在软件系统中将会起到的作用。分析模型仅仅是理解工具，人们 面

认为把它与程序实现联系在一起无异于搅浑一地清水。随后的程序设计与分析模型之间可能仅仅

保持一种松散的对应关系。在创建分析模型时井没有考虑程序设计的问题，因此分析模型很有可

能无能满足程序设计的需求。

这种分析中会有一些知识消化的过程，但是在编码开始后，如果开发人员不得不重新对设计

进行抽象，那么大部分的领域知识就会被丢弃。如此一来，就不能保证在新的程序设计中还能保

留或者重现分析人员所获得的井且嵌入在模型中的领域知识。到了这一步，要维护程序设计和松

散连接的模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很不合算了。

纯梓的分析模型甚至在实现理解领域这一主要目的方面也捉襟见肘，因为在程序设计和实现

过程中总是会发现一些关键的知识点，而细节问题则会出人意料地层出不穷。前期模型可能会深

入研究一些不相关的问题，反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方面。而且它对于其他问题的描述也可能对应

用程序没有任何帮助。最后的结果就是：编码工作一开始，纯粹的分析模型就被抛到一边，大部

分的模型都需要重新设计。即便是重新设计，如果开发人员认为分析与程序开发毫不相关，那么

建模过程就不会那么规范。而如果项目经理也这么认为，那么开发团队可能没有足够的机会与领

域专家进行交流。

无论是什么原因，软件的设计如果缺乏概念，那么软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机械化的产品一一
只实现有用的功能却无站解释操作的原因。

如果整个程序设计或者其核心部分没有与领域模型相对应，那么这个模型就是没有价值的，

软件的正确性也值得怀疑。同时，模型和设计功能之间过于复杂的对应关系也是难于理解的，在

实际项目中，当设计改变时也无法维护这种关系。若分析与和设计之间产生严重分歧．那么在分

析和设计活动中所获得的知识就无法彼此共事。

分析工作一定要抓住领域内的基础概念，井且用易于理解和易于表达的方式描述出来。设计

工作则需要指定一套可以由项目中使用的编程工具创建的组件，使项目可以在目标部署环境中高＠］
效运行，并且能够正确解决应用程序所遇到的问题。

协DEL-DRIVEN DESIGN （模型驱动设计）不再将分析模型和程序设计分离开，而是寻求一种

能够满足这两方面需求的单一模型。不考虑纯粹的技术问题，程序设计中的每个对象都反映了模

型中所描述的相应概念。这就要求我们以更高的标准来选择模型，因为它必须同时满足两种完全

不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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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方法可以对领域进行抽象，也有很多种设计可以解决应用程序的问题。因此，绑定模

型和程序设计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这种绑定不能够因为技术考虑而削弱分析的功能，我们也不能

接受那些只反映了领域概念却舍弃了软件设计原则的拙劣设计。模型和设计的绑定需要的是在分

析和程序设计阶段都能发挥良好作用的模型。如果模型对于程序的实现来说显得不太实用时，我

们必须重新设计它。而如果模型无法忠实地描述领域的关键概念， 也必须重新设计它。这样，建

模和程序设计就结合为一个统一的选代开发过程。

将领域模型和程序设计紧密联系在一起绝对是必要的，这也使得在众多可选模型中选择最适

用的模型时，又多了一条选择标准。它要求我们认真思考，并且通常会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和重新

构建的过程，但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可以得到与设计关联的模型。

因此：

软件系统各个部分的设计应该忠实地反映领域模型， 以便体现出这二者之间的明确对应关

系。 我们应该反复检查并修改模型，以便软件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模型， 即使想让模型反映出更

深层次的领域概念时也应如此。 我们需要的模型不但应该满足这两种需求 ， 还应该能够支持健壮

的UBIQUITOUS LANGUAGE ｛通用语言）。

从模型中获取用于程序设计和基本职责分配的术语。让程序代码成为模型的表达 ， 代码的改

[ill 变可能会是模型的改变。而其影响势必要波及接下来相应的项目活动。

完全依赖模型的实现通常需要支持建模范式的软件开发工具和语言 ， 比如面向对象的编程。

有时，不同的子系统会有不同的模型（参见第14章），但是从需求分析到代码编写的整个开

发过程中，软件系统的每一部分只能对应一个模型。

单一模型能够减少出错的概率，因为程序设计直接来源于经过仔细考虑而创建的模型。程序

设计，甚至是代码本身，都与模型密不可分。

->f:- 升奇 古~－

要想创建出能够抓住主要问题井且帮助程序设计的单一模型并没有说的那么容易。我们不可

能随手抓个模型就把它转化成可使用的设计。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模型才能促成切实可行的实

现。想要使代码有效地描述模型就需要用到程序设计和实现的技巧（参见第二部分）。知识消化

人员需要研究模型的各个选项，并将它们细化为实用的软件元素。软件开发于是就成了一个不断

精化模型、设计和代码的统一的迭代过程（参见第三部分）。

3.2 建模范式和工具支持

为了使MODEL-D阳VEN DESIGN发挥作用， 一定要在可控范围内严格保证模型与设计之间的一

致性。要实现这种严格的一致性，必须要运用由软件工具支持的建模范式，它可以在程序中直接

创建模型中的对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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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范式－－，，，设计

图 3-1

面向对象编程之所以功能强大，是因为它基于建模范式，并且为模型构造提供了实现方式。

如图3-1所示。从程序员的角度来看，对象真实存在于内存中，它们与其他对象相互联系，它

们被组织成类，并且通过消息传递来完成相应的行为。许多开发人员只是得益于对象的技术能

力一一用其组织程序代码，只有用代码表达模型概念时，对象设计的真正突破之处才彰显出来。
Java和许多其他工具都允许创建直接反映概念对象模型的对象和关系。

Pro log语言并不像面向对象语言那样被广泛使用，但是它却非常适合MODEL-DRIVEN DESIGN 。

在MODEL-DRIVEN DESIGN中，建模范式是逻辑的，而模型则是一组逻辑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所操作

的事实。

像C这样的语言并不适用于MODEL-DRIVEN DESIGN，因为没有适用于纯粹过程语言的建模范

式。对过程语言而言，程序员要告诉电脑一系列要执行的操作步骤。尽管程序员也会考虑到领域

中的概念，但是程序本身仅仅是一组对数据进行的技术操作。最终程序可能是实用的，但是它并
没有包含太多的意义。过程语言通常支持复杂的数据类型，这些数据类型一开始就能很自然地对

应到领域中的概念上，但是它们也只是被组织在一起的数据，并不能描述领域的活跃方面。因此，
用过程语言编写的软件具有复杂的函数，这些函数基于预先制定的执行路径连接在一起，而不是

通过领域模型中的概念联系进行连接的。

在我还没听说面向对象编程的时候，我是通过Fortran程序来实现数学模型的，这也正是

Fortran所擅长的领域。数学函数是这种模型中主要的概念组件，也是Fortran语言能够清晰描述

的。即使如此，对于超越函数的更高层次的意义， Fortran就毫无办法了。大部分非数学领域都
不适合用过程语言来进行MODEL-DRIVEN DESIGN，因为这些领域无怯被抽象成数学函数或者过

El 
因

程中的操作步骤。 ITO 
面向对象设计是目前大多数项目所使用的建模范式，也是本书中使用的主要方法。

E翻W从过程设计到MODEL-DR阳 DESIGN
第1章讲过，我们可以把PCB看作是连接各种电路元件引脚的导体（称为net）集合。电路板

上通常都会有成千上万个net。有一种叫做PCB布线工具的专用软件，能够为所有net安排物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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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而不会使它们相互交叉或干扰。它的实现方楼就是根据设计者规定的大量限制条件来限制布

线方式以及优化路径选择。尽管PCB布线工具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它仍然有一些缺陷。

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些数以千计的ne堵H拥有各自的布线规则，而PCB工程师会根据net自身的性

质将其分组，「司组的net共用相同的规则。比如，有些net构成了总线。如图3-2所示。

这些是编号的 “51脚”
连头（每个芯片上可能
有很多这样的连接体 ）

／＼。
。一一＿xyzO 卢

l yz3---- 3 

这些net构成了
总线“xyz” 的4个位

芯片 B

图3-2 ne响成总线的示意图

工程师每次用8个、 16个或者256个net组合成总线，这样布线工作就更易于管理了，不但提

高了效率也减少了错误。问题是布线工具中没有类似于总线这样的概念。布线规则不得不应用于

[ill 成千上万个net, －次处理一个削。

’ 呆板的设计 ·

走投无路的工程师只能用变通方怯绕过布线工具的限制，编写脚本来分析布线工具的数据文

件，然后将规则直接插入到文件中，从而一次性将规则应用于整个总线。

布线工具在netJiJ 表文件中存储每个电路连接，如下所示：

Net Name Component . Pin 

XyzO A.0 , B.0 

Xyzl A . 1 , B . l 

Xyz2 A.2 , B . 2 

而布线规则被存储在类似于下面格式的文件中：

Net Name Rul e Type Parameters 

Xyzl min_l inewidth 5 

Xyzl rnax_delay 15 

Xyz2 min_ linewidt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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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2 max_ delay 15 

工程师为net制定严格的命名约定，这样将数据文件的内容按照字母排序，就可以使构成同

一条总线的所有net都排列在一起。然后他们编写的脚本就可以解析该文件并且基于总线来修改

每个net。用来解析、处理和写入文件的实际代码太过元长晦涩，对解释这个例子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在下面只列出了这个处理过程中要执行的步骤。

(1）按照net名称将net~lj表文件排序。

(2）逐行读取文件， 寻找以总线名称开头的第一行数据。

(3）解析名称匹配的每一行，获取每行中net的名称。

(4）将net名称和规则文本附加到规则文件的末尾。

(5）从第（3）步起重复执行，直到没有匹配该总线名称的行。

总线规则的输入文件采用如下的格式：

Bus Name Ruleτ'ype Parameters 

Xyz max_vias 3 

经过处理后，输出的是添加了net规则的文件，如下所示：

Net Name Rule τ'ype Parameters 

XyzO max_ vi as 3 

Xyzl max_v工as 3 

Xyz2 max_vias 3 

我猜想第一个编写这个脚本的人只有这种简单的需求，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使用这样的

脚本是完全合理的。但实际情况是，已经存在成堆的脚本了。当然，可以通过重构来共用排序及

字符串匹配之类的函数，而且如果脚本语言支持通过函数调用来封装细节，那么这些脚本看上去

会和上面给出的步骤差不多。但是，它们依然只是对文件进行操作。文件格式一有不同（确实有

几种）就需要重新编写一套程序，即便是总线分组以及为其分配规则的概念是相同的。如果你想

要实现更多的功能和交互，就得下血本。

脚本的编写者试图在布线工具的领域模型中补充“总线”这个概念，他们的脚本通过排序和

字符串匹配来判断总线的存在，却没有明确地定义总线概念。

’MODEL- DRIVEN DESIGN ’ 
前面我们已经描述了领域专家思考问题时所使用的概念。现在需要将这些概念组织成模型，

回

因

作为软件开发的基础。 [ill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36 第一部分运用领域模型

Abstract Net 

name 

assignRu/e(rule . LayoutRu/e) 

assignedRulesO 

＼二l nv * 

图3-3 用来高效指定布钱规则的类图

用面向对象的语言实现上图的这些对象后，核心功能的实现会变得轻而易举。

方住assignRule （）可以在抽象类AbstractNet中实现。而类Net中的方怯assigned.Rules () 

则分配了其自身的规则以及类Bus的规则。

abstract class AbstractNet { 

private Set rules; 

void assignRule(LayoutRule rule) { 

rules.add(rule); 

Set assignedRules() { 

return rules; 

class Net extends AbstractNet { 

private Bus bus; 

Set assignedRules() { 

Set result= new HashSet(); 

result.addAl l(super .assignedRules()) ; 

result.addAll(bus.assignedRules()); 

return result; 

当然，程序还需要大量的支持代码，但上面的代码片段已经呈现了脚本的基本功能。

[ill 这个程序还需要导入／导出逻辑，我们可以将其封装成一些简单的服务。

服务 职责

读取Net歹lj表文件，为每一行数据创建Net实例

已知Net集合，将所有附加规则写入规则文件

Net List import 

Net Rule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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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几个工具类：

类 职责

提供通过名称访问Net的接口

已知Net集合，利用命名约定来推断总线，并且创建总线实例

提供通过名称访问Bus （总线）的接口 El 
Net Repository 

Inferred Bus Factory 

Bus Repository 

现在， 启动应用程序， 用导入数据来初始化Net和Bus仓库。

Collection nets = NetListimportService.read(aFile) ; 
NetRepository.addAll(nets); 

Collection buses = InferredBusFactory.group工ntoBuses(nets);

BusRepository.addAll(buses) ; 

上面提到的服务和仓库都可以进行单元测试。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测试核心领域逻辑。下面是

对最核心的行为进行的单元测试（采用了阳旧t测试框架）：

public void testBusRuleAssignment() { 

Net aO =new Net （” a。”）；

Net al= new Net (” al") ; 

Bus a =new Bus (” a ” ); //Bus is not conceptually dependent 
a.addNet(aO); 

a.addN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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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Rule minW工dth4 = NetRule.create(MIN_WIDTH, 4); 
a . assignRule (minWidth4) ; 

assertTrue(aO . assignedRules() . contains(minWidth4)) ; 

assertEquals(minWidth4, aO.getRule(MIN_W工DTH));

assertEquals(minWidth4 , al.getRule(MIN_W工DTH)) ;

国
程序应该有一个交互式的用户界面，可以列出所有总线，让用户逐个指定规则；或者可以向

后兼容，从规则文件中读取规则。采用外观（fa♀ade）模式可以更容易地访问这些接口，如下代

码是对应于上面测试的实现代码：

public void assignBusRule(String busName, String ruleτ'ype , 

double parameter) { 

Bus bus= BusRepository.getByName(busName); 

bus.assignRule(NetRule.create(ruleType , par缸neter)) ;

最后一行代码：

NetRuleExport.write(aFileName , NetRepository.allNets()) ; 

（这项服务调用每个Net的assignedRules （） 方搓，然后将所有规则完全写入规则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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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只有一种操作（就像这个例子一样），那么基于脚本的处理方式可能也同样实用。

但实际上，通常会需要20个甚至更多的操作。 MODEL-DRIVEN DESIGN易于扩展，能够为规则的组

合设置限制条件，还能提供其他的一些增强功能。

MODEL-D RIVEN DESIGN也为测试提供了方便。它的组件都具有定义完善的接口，可以进行单

元测试。而测试脚本程序的唯一方法就是基于文件进行端到端的比较。

记住，这样的设计不是一瞰而就的。我们需要反复研究领域知识，不断重构模型，才能将领

域中重要的概念提炼成简单而清晰的模型。

3.3 揭示主旨：为什么模型对用户至关重要

从理论上讲，也许你可以向用户展示任何一种系统视圈，而不管底层如何实现。但实际上，

系统上下层结构的不匹配轻则导致误解，重则产生bug。让我们看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一微软

[ill E浏览器的早期版中，网站书签功能对应的模型是如何误导用户的飞
IE浏览器用户会认为“收藏夹”是存储网站名称的列表，网站名称在不同的会话中是保持不

变的。但是系统实现却将收藏夹中的书签当作一个包含URL的文件，并将文件名称存储在收藏夹

列表中。这样做的问题是，如果网页标题含有Windows系统文件名不能接受的非怯字符，就会出

现错误。假如用户想要收藏某页面井将其命名为：“Laziness: The Secret to Happiness”（懒惰：幸

福的秘密），就会弹出一个错误信息：“文件名不能包含下列任何字符：＼ I ：＊？” ＜斗”。用户会奇

怪文件名是指什么。另一方面，如果网页标题已经包含非居字符， IE浏览器则会悄悄地把字符删

除。这种数据丢失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危害不大，但绝不是用户所期望的。在大多数应用中，程序

悄悄地修改数据是不能接受的。

MODEL-D阳VEN DESIGN要求只使用一个模型（在任何一个上下文中都是如此，第14章会讨论

这一点）。大部分的设计建议和例子都只针对将分析模型和设计模型分离的问题，但是这里的问

题陆及了另外一对不同的模型：用户模型和设计／实现模型。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经过处理的领域模型视图肯定不便于用户使用。但是在用户界面

中出现与领域模型不同的“影像”将会使用户产生迷惑，除非这个“影像”完美无缺。如果网站

收藏夹实际上只是快捷方式文件的集合，那么应该将这一事实告诉用户，还应该删除之前那个起

误导作用的模型。这样不但能使收藏夹的功能更加清晰，用户还可以利用自己所知道的文件系统

的知识来对网站收藏夹进行操作。比如，用户可以用资源管理器来重新组织己收藏的文件，而不

是用浏览器内置的拙劣工具。而电脑高手还能够灵活地在文件系统的任何位置存储网页快捷方

式。仅仅通过删除起误导作用的多余模型就可以让应用程序的功能更加强大且清晰。如果程序员

( Brian Marick曾向我提及这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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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原有模型足够好，那么为什么还要让用户学习新模型呢？

此外，如果以不同的方式来存储收藏夹，比如将其存储在一个数据文件中，这样收藏文件就
可以有自己的规则了。这些规则很可能是应用于网页的命名规则。这又是一个单一模型。这个模 [ill 
型告诉用户所有关于网站的命名规则都适用于网站收藏夹。

如果程序设计基于一个能够反映出用户和领域专家所关心的基本问题的模型，那么与其他设 n 
计方式相比，这种设计可以将其主旨更明确地展示给用户。让用户了解模型，将使他们有更多机 •• 
会挖掘软件的潜能，也能使软件的行为合乎情理、前后一致。 [ill 

3.4 模式 ： HANDS-ON MODELER 

人们总是把软件开发比喻成制造业。这个比喻的一个推论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做设计工作，

而技能水平较低的劳动力负责组装产品。这种做法使许多项目陷入困境，原因很简单一一软件开
发就是设计。虽然开发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但是将分析、建模、设计和编程工作
过度分离会对MODEL-DRIVEN DESIGN产生不良影响。

我曾经在一个项目中负责协调不同的应用程序开发团队，帮助开发可以驱动程序设计的领域
模型。但是管理层认为建模人员就应该只负责建模工作，编写代码就是在浪费这种技能，于是他

们不准我编写代码或者与程序员讨论细节问题。

开始项目进展的还算顺利。我和领域专家以及各团队的开发负责人共同工作，消化领域知识

井提炼出了一个不错的核心模型。但是该模型却从来没有派上用场，原因有两个。

其一，模型的一些意图在其传递过程中丢失了。模型的整体效果受细节的影响很大（这将在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讨论），这些细节问题并不是总能在U孔1L图或者一般讨论中遇到的。如果我

能撞起袖子，直接与开发人员共同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代码和近距离的技术支持，那么他们也许
能够理解模型中的抽象概念井据此进行开发。

第二个原因是模型与程序实现及技术互相影响，而我无怯直接获得这种反馈。例如，程序实

现过程中发现模型的某部分在我们的技术平台上的工作效率极低，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我才
一点一点获得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信息。其实只需较少的改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几个月

过去了，改不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开发人员已经自行编写出了可以运行的软件一一完全脱离了

模型的设计，在那些还在使用模型的地方，也仅仅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数据结构。开发人员不分好
坏地把模型全盘否定，但是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再也不愿意冒险任由呆在象牙塔里的架构

师摆布了。 ~ 
与其他项目一样，这个项目的初始环境倾向于不让建模人员参与太多的程序实现。对于该项

目所使用的大部分技术，我都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在做建模工作之前，我甚至曾经在同类项目

中领导过一个小的开发团队，所以我对项目开发过程和编程环境非常熟悉。但是如果不让建模人
员参与程序实现，我就是有这些经历也无陆有效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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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编写代码的人员认为自己没必要对模型负责，或者不知道如何让模型为应用程序服务，

那么这个模型就和程序没有任何关联。如果开发人员没有意识到改变代码就意昧着改变模型，那

么他们对程序的重构不但不会增强模型的作用，反而还会削弱它的效果。同样，如果建模人员不

参与到程序实现的过程中，那么对程序实现的约束就没有切身的感受，即使有，也会很快忘记。

MODEL-DRIVEN DESIGN的两个基本要素（即模型要支持有效的实现并抽象出关键的领域知识）已

经失去了一个，最终模型将变得不再实用。最后一点，如果分工阻断了设计人员与开发人员之间

的协作，使他们无法转达实现MODEL-DRIVEN DESIGN的种种细节，那么经验丰富的设计人员则不

能将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传递给开发人员。

HANDS-ON MODELER （亲身实践的建模者）并不意味着团队成员不能有自己的专业角色。包

括极限编程在内的每一种敏捷过程都会给团队成员分配角色，其他非正式的专业角色也会自然而

然地产生。但是如果把MODEL-D阳VEN DESIGN中密切相关的建模和实现这两个过程分离开，贝lj会

产生问题。

整体设计的有效性有几个非常敏感的影响因素一一那就是细粒度的设计和实现决策的质量

和一致性。在MODEL-DRIVEN DESIGN中，代码是模型的表达，改变某段代码就改变了相应的模型。

程序员就是建模人员，无论他们是否喜欢。所以在开始项目肘，应该让程序员完成出色的建模工作。

因此：

任何参与建模的技术人员，不管在项目中的主要职责是什么，都必须花时间了解代码。任何

[ill 负责修改代码的人员则必须学会用代码来表达模型。每一个开发人员都必须不同程度地参与模型
讨论并且与领域专家保持联系。参与不同工作的人都必须有意识地通过UBIQUITOUS LANGUAGE 

与接触代码的人及时交换关于模型的想法。

~~－－斗。，~乞
’·、，．、，、

将建模和编程过程完全分离是行不通的，然而大型项目依然需要技术负责人来协调高层次的

设计和建模，并帮助做出最困难或最关键的决策。本书的第四部分描述的就是这种决策，通过学

习该部分内容可以激发灵感，找到更高效的方怯来定义高级技术人员的角色和职责。

MODEL-D阳EN DESIGN利用模型来为应用程序解决问题。项目组通过知识消化将大量杂乱无

章的信息提炼成实用的模型。而MODEL-D阳VEN DESIGN将模型和程序实现过程紧密结合。

UBIQUITOUS LANGUAGE则成为开发人员、领域专家和软件产品之间传递信息的渠道。

最终的软件产品能够在完全理解核心领域的基础上提供丰富的功能。

如上所述， MODEL-DRIVEN DESIGN的成功离不开详尽的设计决策。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将会讲

m:J 述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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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为了保证软件实现得简洁并且与模型保持一致，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复杂，必须运用建模和设

计的最佳实践。本书既不是一本介绍面向对象设计的书，也不是为了提出一些基本的设计原理。

领域驱动设计改变了某些传统观念的侧重点。

某些设计决策能够使模型和程序紧密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对方的效用。这种结合要求我们

注意每个元素的细节。对细节问题的精雕细琢能够打造出一个稳定的平台，开发人员可以在这个

平台上运用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中要讲到的建模方峰。

本书中的软件设计风格主要遵循“职责驱动设计”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在［Wirfs-Brock et al. 

1990］中提出的，并在［Wirfs-Brock 2003］中进行了更新。同时本书也大量利用了［Meyer 1988］中所

提出的“契约式设计”思想。它与其他被广泛采用的面向对象设计最佳实践有着基本相同的背景，

这些最佳实践在［Larman 1998］等书中给出了描述。

当项目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时，开发人员可能会发现这些原则都无告适用于项目当前的状

况。为了使领域驱动设计过程更灵活，开发人员需要理解上面这些众所周知的基本原理是如何支

持MODEL-DRIVEN DESIGN的，这样才能在设计过程中做出一些折中选择，而又不脱离正确的轨道。

下面3章的内容是按照“模式语言”（参见附录A）组织的，主要说明了细微的模型差别和设

计决策是如何影响领域驱动设计过程的。

下面的简图是一张导航图，它描述的是本部分所要讲解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彼此关联的

方式。

共用这些标准模式可以使设计有序进行，也使项目组成员能够更方便地了解彼此的工作内

容。同时，使用标准模式也使UBIQUITOUS LANGUAGE更加丰富，所有的项目组成员都可以使用

UBIQUITOUS LANGUAGE来讨论模型和设计决策。

开发一个好的领域模型是一门艺术。而模型中各个元素的实际设计和实现则相对系统化。将

领域设计与软件系统中的其他关注点分离会使设计与模型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晰。根据不同的特征 ffiJ 
来定义模型元素则会使元素的意义更加鲜明。对每个元素使用己验证的模式有助于创建出更易于

实现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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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通过它来表示模型
//” 
通过它来表示模型

MODEL-DRIVEN 

DESIGN 

通过它来表示模型

用分层来隔离领域

x 
互相排斥
的选择

SMART UI 

LAYERED 

ARCHITECTURE 

通过它来访问
R EPOSITORY 

用’ι米封装

用它米封装

MODEL-D阳VEN DESIGN语言的导航图

通过官米访问

只有在充分考虑这些基本原理之后，精心设计的模型才能化繁为简，创建出项目组成员可以

[ill 放心地进行组合使用的详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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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分离领域

在软件中附门时决领域问题的那部分通常只占叫件系统的很小一部分
但其却出乎意料的重要。要想实现本书的想法，我们需要着眼于模型中的元素并且将

它们视为一个系统。绝不能像在夜空中辨认星座一样，被迫从一大堆混杂的对象中将领域对象挑
选出来。我们需要将领域对象与系统中的其他功能分离，这样就能够避免将领域概念和其他只与

软件技术相关的概念搞棍了，也不会在纷繁芜杂的系统中完全迷失了领域。

分离领域的复杂技术早已出现，而且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它对于能否成功运用领域建

II 

模原则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要从领域驱动的视角对它进行简要的回顾。 [ill 

4.1 模式 ： LAYERED ARCHITECTURE 

用户界面层

应用层

领域层

基础设施层

在一个运输应用程序中，要想支持从城市列表中选择运送货物目的地这样的简单用户行为，

程序代码必须包括 ： （ 1）在屏幕上绘制一个屏幕组件（widget) 1 (2）查询数据库，调出所有可能的
城市 E (3）解析并验证用户输入 E (4）将所选城市与货物关联：（5）向数据库提交此次数据修改。
上面所有的代码都在同一个程序中，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代码与运输业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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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程序需要通过设计和编码来执行许多不同类型的任务。它们接收用户输入，执行业务逻

辑，访问数据库，进行网络通信，向用户显示信息，等等。因此程序中的每个功能都可能需要大

[ill 量的代码来实现。

在面向对象的程序中 ， 常常会在业务对象中直接写入用户界面、 数据库访问等支持代码。 而

一些业务逻辑则会被嵌入到用户界面组件和数据库脚本中。 这么做是为了以最简单的方式在短期

内完成开发工作。

如果与领域有关的代码分散在大量的其他代码之中 ， 那么查看和分析领域代码就会变得异常

困难。对用户界面的简单修改实际上很可能会改变业务逻辑， 而要想调整业务规则也很可能需要

对用户界面代码、数据库操作代码或者其他的程序元素进行仔细的筛查。 这样就不太可能实现一

致的、 模型驱动的对象了 ， 同时也会给自动化测试带来困难。 考虑到程序中各个活动所涉及的大

量逻辑和技术，程序本身必须简单明了 ， 否则就会让人无法理解。

要想创建出能够处理复杂任务的程序，需要做到关注点分离一一使设计中的每个部分都得到

单独的关注。在分离的同时，也需要维持系统内部复杂的交互关系。

软件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方式，但是根据软件行业的经验和惯例，普遍采用LAYERED

ARC田TECTURE （分层架构），特别是有几个层基本上已成了标准层。分层这种隐喻被广泛采用，

大多数开发人员都对其有着直观的认识。许多文献对LAYERED ARCHI四CTURE也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有些是以模式的形式给出的[Buschmann et al. 1996, pp.31 -5 1 ］ 。 LAYE阻D ARCHITECTURE的基

本原则是层中的任何元素都仅依赖于本层的其他元素或其下层的元素。向上的通信必须通过间接

的方式进行，这些将在后面讨论。

分层的价值在于每一层都只代表程序中的某一特定方面。这种限制使每个方面的设计者R更具

内聚性，更容易解释。当然，要分离出内聚设计中最重要的方面，选择恰当的分层方式是至关重

要的。在这里，经验和惯例又一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尽管LAYERED ARCHITECTURE的种类繁多，

mJ 但是大多数成功的架构使用的都是下面这4个概念层的某种变体。

用户界面层 （或表示层）

应用层

领域层（或模型层）

基础设施层

负责向用户显示信息和解释用户指令。这里指的用户可以是另一个计算机系统，

不一定是使用用户界面的人

定义软件要完成的任务，并且指挥表达领域概念的对象来解决问题。 这一层所负

责的工作对业务来说意义重大，也是与其他系统的应用层进行交互的必要渠道

应用层要尽量简单，不包含业务规则或者知识，而只为下一层中的领域对象协调

任务，分配工作，使它们互相协作．它没有反映业务情况的状态，但是却可以具有

另外一种状态，为用户或程序显示某个任务的迸度

负责表达业务概念，业务状态信息以及业务规则。尽管保存业务状态的技术细节

是由基础设施层实现的，但是反映业务情况的状态是由本层控制并且使用的。领绒

层是业务软件的核，u

为上面各层提供通用的技术能力 ： 为应用层传递消息，为领域层提供持久化机制，

为用户界面层绘制屏幕组件，等等。基础设施层还能够通过架构框架来支持4个层次

阔的交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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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项目没有明显划分出用户界面层和应用层 ， 而有些项目则有多个基础设施层。但是将领

域层分离出来才是实现MODEL-D阳VEN DESIGN的关键。

因此：

给复杂的应用程序划分层次。 在每一层内分别进行设计 ， 使其具有内聚性并且只侬赖于

它的下层。 采用标准的架构模式 ， 只与上层进行松散的辑合。 将所有与领域模型相关的代码

放在一个层中 ， 并把它与用户界面层 、 应用层以及基础设施层的代码分开。 领域对象应该将 一一

重点放在如何表达领域模型上 ， 而不需要考虑自己的显示和存储问题 ， 也无需管理应用任务 ~ 
等内容。 这使得模型的含义足够丰富， 结构足够清晰 ， 可以捕捉到基本的业务知识 ， 并有效

地使用这些知识。 [ill 
将领域层与基础设施层以及用户界面层分离，可以使每层的设计更加清晰。彼此独立的层更

容易维护，因为它们往往以不同的速度发展井且满足不同的需求。层与层的分离也有助于在分布

式系统中部署程序，不同的层可以灵活地放在不同服务器或者客户端中 ， 这样可以减少通信开销，
井优化程序a性能[Fowler 1996］。

E缸，为网上银行功能分层
该应用程序能提供维护银行账户的各种功能。其中一个功能就是转账，用户可以输入或者选

择两个账户号码，填写要转的金额，然后开始转账。

为了让这个例子更容易实现，这里省略了一些主要的技术特性，特别是安全性方面的一些特

性。领域设计也尽量简化。（在现实生活中，银行业务的复杂性只会增加对LAYERED

ARC阻TECTl庶E的需求。）此外，这个例子中的基础设施只是为了使程序更简单和清楚一些而已一

一我并不建议你使用这个设计。简化后的功能所要完成的任务将会按照图4- 1来分层。

注意，负责处理基本业务规则的是领域层，而不是应用层一一在这个例子中，业务规则就是

“每笔贷款必须有与其数目相同的借款”。

这个应用程序没有设定转账请求的发起方。程序中假定包含了用户输入界面，界面中有账户

号码和转账金额的输入宇段以及一些命令按钮。但是也可以用基于XML的电汇请求来替换，这

并不会影响应用层及其下面的各层。这种解祸至关重要，这并不是因为在项目中经常需要用电汇

请求来代替用户界面，而是因为关注点的清晰分离可以使每一层的设计更易理解和维护。

事实上，圈4-1本身也略微说明了不分离领域层会出现的问题。这张图需要包含从请求到事

务控制的所有方面，所以不得不简化领域层来保证整个交互过程简单易懂。如果我们专注于研究

独立领域层的设计，就可以构思井绘制出更好地表达领域规则的模型，也许模型中会包含分类账、

贷款和借款对象，或者是现金交易对象。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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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对象所执行的任务与其所在层一致，并且与同层其他对象的联系更为紧密

4.1.1 将各层关联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层次划分以及如何分层才能改进程序各个方面的设计

上，特别是集中在领域层上。但是显然，各层之间也需要互相连接。在连接各层的同时不影响分

离带来的好处，这是很多模式的目的所在。

各层之间是松散连接的，层与层的依赖关系只能是单向的。上层可以直接使用或操作下层元

[EJ 素，方法是通过调用下层元素的公共接口，保持对下层元素的引用（至少是暂时的），以及采用
常规的交互手段。而如果下层元素需要与上层元素进行通信（不只是回应直接查询），则需要采用

另一种通信机制，使用架构模式来连接上下层，如回调模式或OBSERVERS模式［Gamma et al. 1995］。

最早将用户界面层与应用层和领域层相连的模式是MODEL-VIEW-CONTROLLER (MVC，模

型－视图－控制器）框架。它是为Smalltalk:语言发明的一种设计模式，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

出现的许多用户界面架构都是受到它的启发而产生的。 Fowler在［Fowler 2002］中讨论了这种模式

以及几个实用的变体。 Larman也在MODEL-VIEW SEPARATION模式中探讨了这些问题，他提出的

APPLICATION COORDINATOR （应用协调器）是连接应用层的一种方法［Larman 1998］。

还有许多其他连接用户界面层和应用层的方式。对我们而言，只要连接方式能够维持领域层

的独立性，保证在设计领域对象时不需要同时考虑可能与其交互的用户界面，那么这些连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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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都是可用的。

通常，基础设施层不会发起领域层中的操作，它处于领域层“之下”，不包含其所服务的领
域中的知识。事实上这种技术能力最常以SERVlCE的形式提供。例如，如果一个应用程序需要发
送电子邮件，那么一些消息发送的接口可以放在基础设施层中，这样，应用层中的元素就可以请

求发送消息了。这种解辑使程序的功能更加丰富。消息发送接口可以连接到电子邮件发送服务、
传真发送服务或任何其他可用的服务。但是这种方式最主要的好处是简化了应用层，使其只专注

于自己所负责的工作：知道何时该发送消息，而不用操心怎么发送。

应用层和领域层可以调用基础设施层所提供的SERVlCE。如果SERVlCE的范围选择合理，接口

设计完善，那么通过把详细行为封装到服务接口中，调用程序就可以保持与SERVICE的松散连接，

并且自身也会很简单。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是以可供上层调用的SERVlCE的形式出现的。有些技术组件被

设计成直接支持其他层的基本功能（如为所有的领域对象提供抽象基类），并且提供关联机制（如
MVC及类似框架的实现）。这种“架构框架”对于程序其他部分的设计有着更大的影响。

4.1.2 架构框架

如果基础设施通过接口调用SERVlCE的形式来实现，那么如何分层以及如何保持层与层之间

的松散连接就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些技术问题要求更具侵入性的基础设施。整合了大量基
础设施需求的框架通常会要求其他层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实现，如以框架类的子类形式或者带有结

构化的方桂签名。（子类在父类的上层似乎是违反常理的，但是要记住哪个类反映了另一个类的
更多知识。）最好的架构框架既能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也能让领域开发人员集中精力去表达模型，
而不考虑其他问题。然而使用框架很容易为项目制造障碍：要么是设定了太多的假设，减小了领

域设计的可选范围；要么是需要实现太多的东西，影响开发进度。

项目中一般都需要某种形式的架构框架（尽管有时项目团队选择了不太合适的框架）。 当使
用框架时，项目团队应该明确其使用目的：建立一种可以表达领域模型的实现并且用它来解决重
要问题。项目团队必须想方设提让框架满足这些需求，即使这意味着抛弃框架中的一些功能。例
如，早期的J2EE应用程序通常都会将所有的领域对象实现为“实体bean”。这种实现方式不但影

响程序性能，还会减慢开发速度。现在，取而代之的最佳实践是利用J2EE框架来实现大粒度对象，

而用普通Java对象来实现大部分的业务逻辑。不妄求万全之策，只要有选择性地运用框架来解决

II 
因

难点问题，就可以避开框架的很多不足之处。明智而审慎地选择框架中最具价值的功能能够减少 [ill
程序实现和框架之间的精合，使随后的设计决策更加灵活。更重要的是，现在许多框架的用法都

极其复杂，这种简化方式有助于保持业务对象的可读性，使其更富有表达力。

架构框架和其他工具都在不断的发展。新框架将越来越多的应用技术问题变得自动化，或者
为其提供了预先设定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框架使用得当，那么程序开发人员将可以更加专注于核

心业务问题的建模工作，这会大大提高开发效率和程序质量。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保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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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是想着要寻找框架，因为精细的框架也可能会束缚住程序开发人员。

4.2 领域层是模型的精髓

现在， 大部分软件系统都采用了LAYE阻D A.Remmen邸，只是采用的分层方案存在不同而

已。许多类型的开发工作都能从分层中受益。然而， 领域驱动设计只需要一个特定的层存在即可。

领域模型是一系列概念的集合。“领域层” 则是领域模型以及所有与其直接相关的设计元素

的表现，它由业务逻辑的设计和实现组成。在MODEL-D阳回N DESIGN中，领域层的软件构造反映

出了模型概念。

如果领域逻辑与程序中的其他关注点1昆在一起，就不可能实现这种一致性。将领域实现独立

[ill 出来是领域驱动设计的前提。

4.3 模式： THE SMART UI “反模式”

上面总结了面向对象程序中广泛采用的LAYE阻D AR.eHI四C页JRE模式。在项目中，人们经常会

尝试分离用户界面、应用和领域， 但是成功分离的却不多见，因此，分层模式的反面就很值得一谈。

许多软件项目都采用并且应该会继续采用一种不那么复杂的设计方法，我称其为SMART Ul 

（智能用户界面）。但是SMART Ul是另一种设计方棒，与领域驱动设计方怯迥然不同且互不兼容。

如果你选择了SMART UI ， 那么本书中所讲的大部分内容都不适合你。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不应该

使用SMARTUl的情况，这也是我半开玩笑地称其为“反模式”的原因。本节讨论SMARTUl是为

了提供一种有益的对比，其将帮助我们认请在本书后面章节中的哪些情况下需要选择相对而言

更难于实现的领域驱动设计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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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个项目只需要提供简单的功能， 以数据输入和显示为主，涉及业务规则很少。项目团

队也没有高级对象建模师。

如果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项目团队要完成一个简单的项目 ， 却决定使用 MODEL-DRIVEN

DESIGN以及LAYERED ARCHITECTURE，那么这个项目组将会经历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团队成员

不得不去掌握复杂的新技术，艰难地学习对象建模。 （即使有这本书的帮助 ， 这也依然是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对基础设施和各层的管理工作使得原本简单的任务却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完

成。 简单项目的开发周期较短，期望值也不是很高。 所以 ， 早在项目团队完成任务之前， 该项目

就会被取消 ， 更谈不上去论证有关这种方法的许多种令人激动的可行性了。

即使项目有更充裕的时间，如果没有专家的帮助 ， 团队成员也不太可能掌握这些技术。最后 ，

假如他们确实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恐怕也只会开发出一套简单的系统。因为这个项目本来就不需

要丰富的功能。

经验丰富的团队则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身经百战的开发人员能够更容易学习，进而减少管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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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层所需要的时间。领域驱动设计只有应用在大型项目上才能产生最大的收益，而这也确实需

要高超的技巧。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大型项目：也不是所有的项目团队都能掌握那些技巧。

因此，当情况需要时：

在用户界面中实现所有的业务逻辑。将应用程序分成小的功能模块，分别将它们实现成用户
界面，并在其中嵌入业务规则。用关系数据库作为共享的数据存储库。使用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用
户界面创建工具和可用的可视化编程工具。

这真是异端邪说啊！福音（所有地方，包括本书其他地方，都在倡导的原则）说应该是领域 ” 
和山彼此独立。事实上，不将领域和用户界面分离，则很难运用本书后面所要讨论的方法，因此 •• 
在领域驱动设计中，可以将SMARTUI看作是“反模式”。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也是完全可行的。
其实， SMARTUI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某些情况下它能发挥最佳的作用一一这也是它如此普及的
原因之一。在这里介绍SMARTUI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需要将应用程序与领域分离，而且更重
要的是，还能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不需要这样做。

优点

口效率高，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简单的应用程序。
口能力较差的开发人员可以几乎不经过培训就采用它。

口 甚至可以克服需求分析上的不足，只要把原型发布给用户，然后根据用户反馈快速修改
软件产品即可。

口 程序之间彼此独立，这样，可以相对准确地安排小模块交付的日期。额外扩展简单的功
能也很容易。

口可以很顺利地使用关系数据库，能够提供数据级的整合。

口 可以使用第四代语言工具。

口移交应用程序后，维护程序员可以迅速重写他们不明白的代码段，因为修改代码只会影
响到代码所在的用户界面。 lliJ 

缺点

口不通过数据库很难集成应用模块。

口没有对行为的重用，也没有对业务问题的抽象。每当操作用到业务规则时，都必须重复
这些规则。

口快速的原型建立和迭代很快会达到其极限，因为抽象的缺乏限制了重构的选择。
口 复杂的功能很快会让你无所适从，所以程序的扩展只能是增加简单的应用模块，没有很
好的办怯来实现更丰富的功能。

如果项目团队有意识地应用这个模式，那么就可以避免其他方法所需要的大量开销。项目团
队常犯的错误是采用了一种复杂的设计方法，却无法保证项目从头到尾始终使用它。另一种常见
的也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则是为项目构建一种复杂的基础设施以及使用工业级的工具，而这样的项
目根本不需要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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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灵活的编程语言（如Java）对于小型应用程序来说是大材小用了，并且使用它们的开

销很大。第四代语言风格的工具就足以满足这种需要了。

记住，在项目中使用智能用户界面后，除非重写全部的应用模块，否则不能改用其他的设计方棒。

使用诸如Java这类的通用语言并不能让你在随后的开发过程中放弃使用SMA盯U，因此，如果你选择

了这条路线，就应该采用与之匹配的开发工具。不要浪费时间去同时采用多种选择。只使用灵活的编

程语言井不一定会创建出灵活的软件系统，反而有可能会开发出一个维护代价十分高昂的系统。

同样道理，采用MODEL-D阳VEN DESIGN的项目团队从项目初始就应该采用模型驱动的设计。

当然，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项目团队在开发大型软件系统时，也不得不从简单的功能着手，然后在

整个开发过程中使用连续的迭代开发。但是最初试探性的工作也应该是由模型驱动的，而且要分

离出独立的领域层，否则很有可能项目进行到最后就变成智能用户界面模式了。

因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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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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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讨论SMARr U只是为了让你认清为什么以及何时需要采用诸如LAYERED ARCHlTEC下

URE这样的模式来分离出领域层。

除SM且TUI和LAYE阻DARC四TECTU阳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方案。例如， Fowler在 [Fowler

2002］中描述了TRANSACTION SCRIDT （事务脚本），它将用户界面从应用中分离出来，但却并不提供

对象模型。总而言之：如果一个架构能够把那些与领域相关的代码隔离出来，得到一个内聚的领域

设计，同时又使领域与系统其他部分保持松散祸合，那么这种架构也许可以支持领域驱动设计。

其他的开发风格也有各自的用武之地，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各种对于复杂度和灵活性的限制。

在某些条件下，将领域设计与其他部分棍在一起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你要开发复杂应用软

件并且决定使用MODEL-D阳VEN DESIGN，那么做好准备，咬紧牙关，雇用必不可少的专家，并且

不妥使用 SMARTUI。

4.4 其他分离方式

遗憾的是，除了基础设施和用户界面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会破坏你精心设计的领域

模型。你必须要考虑那些没有完全集成到模型中的领域元素。你不得不与同一领域中使用不同模

型的其他开发团队合作。还有其他的因素会让你的模型结构不再清晰，井且影响模型的使用效率。

在第 14章中，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会介绍其他模式，如BOUNDED CONTEXT和

Al-叩CORRUPTION LAYER。非常复杂的领域模型本身是难以使用的，所以，第15章将会说明如何在

领域层内进行进一步区分，以便从次要细节中突显出领域的核心概念。

但是，这些都是后话。接下来，我们将会讨论一些具体细节，即如何让一个有效的领域模型

和一个富有表达力的实现同时演进。毕竟，把领域隔离出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真正专注于领域

[ill 设计，而不用考虑其他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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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软件中所表示的模型

要想在不削弱模型驱动设计能力的前提下对实现做出一些折中 需要重新组织基本元 ’ 
素。我们需要将模型与实现的各个细节一一联系起来。本章主要讨论这些基本模型元 •• 

素井理解它们，以便为后面章节的讨论打好基础。

本章的讨论从如何设计和简化关联开始。对象之间的关联很容易想出来，也很容易画出来，

但实现它们却存在很多潜在的麻烦。关联也表明了具体的实现决策在MODEL-DRIVEN DESIGN中的

重要性。

本章的讨论将侧重于模型本身，但仍继续仔细考查具体模型选择与实现问题之间的关系，我
们将着重区分用于表示模型的3种模型元素模式 ： ENηTY、 VALUE OBJECT和SERVlCE。

从表面上看，定义那些用来捕获领域概念的对象很容易，但要想反映其含义却很困难。这

要求我们明确区分各种模型元素的含义，井与一系列设计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开发出特定类型

的对象。

一个对象是用来表示某种具有连续性和标识的事物的呢（可以跟踪它所经历的不同状态，甚
至可以跨不同的实现跟踪它），还是用于描述某种状态的属性呢？这是ENTITY与VALUE OBJECT之

间的根本区别。明确地选择这两种模式中的一个来定义对象， 有利于减少歧义，并帮助我们做出 [IO 
特定的选择，这样才能得到健壮的设计。

领域中还有一些方面适合用动作或操作来表示，这比用对象表示更加清楚。这些方面最好用
SERVlCE来表示，而不应把操作的责任强加到ENTITY或VALUE OBJECT上，尽管这样做稍微违背了

面向对象的建模传统。 SERVICE是应客户端请求来完成某事。在软件的技术层中有很多SERVICE 。

在领域中也可以使用SERVICE，当对软件要做的某项无状态的活动进行建模肘，就可以将该活动

作为一项SERVICE。

在有些情况下（例如，为了将对象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我们不得不对对象模型做一些折中
改变，虽然这会影响对象模型的纯度。本章将给出一些指导原则，以便在被迫处理这种复杂局面
时保持正确的方向。

最后， MOD叽E的讨论将有助于理解这样一个要点一一每个设计决策都应该是在深入理解领
域中的某些深层知识之后做出的。高内聚、低搞合这种思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指标）可应
用于概念本身。在MODEL-D阳VEN DESIGN中， MODULE是模型的一部分，它们应该反映领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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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本章将所有这些体现软件模型的构造块组织到一起。这些都是一些传统思想，而且一些

书籍中已经介绍过从中产生的建模和设计思想。但将这些思想组织到模型驱动开发的上下文

中，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创建符合领域驱动设计主要原则的具体组件，从而有助于解决更大的

模型和设计问题。此外，掌握这些基本原则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在被迫做出折中设计时把握好

正确的方向。

5.1 关联

对象之间的关联使得建模与实现之间的交互更为复杂。

r:m 模型中每个可追历的关联，软件中都妥有同样属性的机制。

一个显示了顾客与销售代表之间关联的模型有两个含义。 一方面，它把开发人员所认为的两

个真实的人之间的关系抽象出来。另一方面，它相当于两个Java对象之间的对象指针，或者相当

于数据库查询（或类似实现）的一种封装。

例如， 一对多关联可以用一个集合类型的实例变量来实现。但设计无需如此直接。可能没有

集合，这时可以使用一个访问方提（ accessor method）来查询数据库，找到相应的记录，井用这

些记录来实例化对象。这两种设计方法反映了同一个模型。设计必须指定一种具体的遍历机制，

这种遍历的行为应该与模型中的关联一致。

现实生活中有大量 “多对多”关联，其中有很多关联天生就是双向的。我们在模型开发的早

期进行头脑风暴活动并探索领域时，也会得到很多这样的关联。但这些普遍的关联会使实现和维

护变得很复杂。此外，它们也很少能表示出关系的本质。

至少有3种方法可以使得关联更易于控制。

(1）规定一个遍历方向。

(2）添加一个限定符，以便有效地减少多重关联。

(3）消除不必要的关联。

尽可能地对关系进行约束是非常重要的。双向关联意味着只有将这两个对象放在一起考虑才

能理解它们。当应用程序不要求双向遍历时，可以指定一个遍历方向，以便减少相直依赖，并简

化设计。理解了领域之后就可以自然地确定一个方向。

像很多国家一样，美国有过很多位总统。这是一种双向的、 一对多的关系。然而，在提到“乔

治·华盛顿”这个名字时，我们很少会问“他是哪个国家的总统？”。从实用的角度讲，我们可

[ill 以将这种关系简化为从国家到总统的单向关联。如图5-1所示。这种精化实际上反映了对领域的

深入理解，而且也是一个更实用的设计。它表明一个方向的关联比另一个方向的关联更有意义且

更重要。也使得Person类不受非基本概念President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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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通过更深入的理解可以得到一个“限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总统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有一位总统（内战期间或许有例外）。这个限定条件把多重关系简化

为一对一关系，井且在模型中植入了一条明确的规则。如图5-2所示。 1790年谁是美国总统？乔

治·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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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反映了领域自然倾向的一些遍历方向 图5-2 被约束的关联可以传达更多知识，

而且是更实用的设计

限定多对多关联的遍历方向可以有效地将其实现简化为一对多关联，从而得到一个简单得多

的设计。

坚持将关联限定为领域所倾向的方向，不仅可以提高这些关联的表达力并简化其实现，而且

还可以突出剩下的双向关联的重要性。当双向关联是领域的一个语义特征时，或者当应用程序的

功能要求双向关联时，就需要保留它，以便表达出这些需求。

当然，最终的简化是清除那些对当前工作或模型对象的基本含义来说不重要的关联。

回

~ Brokerage Ac川lt （经纪账户）中的关联

Brokerage Account Investment 

account number stock symbol 
number of shares 

Custome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name 

图 5-3

此模型中的Brok巳rage Account的一个Java实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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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BrokerageAccou口t { 

String accountNurnber; 

Customer customer; 

Set investments; 

II Constructors , etc. omitted 

public Customer getCustomer() { 

return customer; 

public Set getinvestments() { 

return investments ; 

[ill 但是，如果需要从关系数据库取回数据，那么就可以使用另一种实现（它同样也符合模型）：

Table: BROKERAGE ACCOUNT 

| Aαom汇阳MBER

Table: CUST。如1ER

[ SS一阴阳ER

CUSTO~但R SS NUMBER 

NA如伍

Table: INVEST岛1ENT

ACCOUNT NUMBER STOCK STh但OL AMOUNT 

public class BrokerageAccoun t { 

String accountNurnber ; 

String customerSocialSecurityNurnber; 

II Omit constructors , etc . 

public Customer getCustomer() { 

String sqlQuery = 

"SELECT * FROM CUSTOMER WHERE ”+ 

" SS_NUMBER＝ ’ ”＋customerSocialSecur工tyNurnber＋”’ ” ；

return QueryService . f 工ndSingleCustomerFor(sqlQuery) ;

public Set getinvest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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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工口g sqlQuery = 
” SELECT * FROM INVESTMENT WHERE ” + 

” BROKERAGE_ACCOUNT=’”+accountNurnber+“’”; 
return QueryService.find工nvestmentsFor (sqlQuery) ; 

（注意： QueryService是一个实用类，它从数据库中取回数据行（row）并创建对象，这里使

用它是为了让示例简单，但这在实际项目中可不一定是个好的设计。）

下面，我们通过限定Brokerage Account （经纪账户）与Investment （投资）之间的关联来简

化其多重性，从而对模型进行精化。具体的限定是：每支股票只能对应于一笔投资，如图5-4所示。

Brokerage Account 

account number 

Customer 

Social Security number 
name 

图 5-4

Investment 

stock symbol 
number of shares 

这种简化并不适合所有的业务情形（例如，当所有投资都要可追踪时），但不管是什么特殊

规则，只要发现了关联的约束，就应该将这些约束添加到模型和实现中。它们可以使模型更精确，

使实现更易于维护。

现在， Java实现变成下面这样：

public class BrokerageAccount { 

String accountNurnber; 

Customer customer ; 

Map investments ; 

II Om工tting constructors , etc. 

public Customer getCustomer() ( 

return customer ; 

public Investment getinvestment(String stockSymbol) { 
return (Investment)investments . get(stockSymbol) ; 

回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56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基于SQL的实现如下：

public class BrokerageAccount { 

String accountNurnber; 

String customerSocialSecur工tyNumber ;

因 //0川吨 construe to凡 etc .

public Customer getCustomer(} { 

String sqlQuery = "SELECT * FROM CUSTOMER WHERE SS_NUMBER=’” 

+ customerSocialSecurityNurnber + ” v ”, 

return QueryServ工ce.findSingleCustomerFor(sqlQuery);

public Investment getinvestment(String stockSymbol) { 

String sqlQuery = ” SELECT * FROM INVESTMENT ” 

+ ” WHERE BROKERAGE ACCOUNT= ’”+ accountNurnber + 

+”AND STOCK_SYMBOL='”+ stockSymbol +”’” ; 

return QueryService . findinvestmentFor(sqlQuery); 

从仔细地简化和约束模型的关联到MODEL-D阳VEN DESIGN，还有一段漫长的探索过程。现在

[ill 我们转向对象本身。仔细区分对象可以使得模型更加清晰，并得到更实用的实现。

5.2 模式： ENTITY （又称为REFERENCE OBJECT)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5章软件中所表示的模型 57 

很多对象不是通过它们的属性定义的，而是通过连续性和标识定义的。

，
．
、

;· 
、
－
，

，
咱、
』
‘、
．
，

，
．
、

斗
r

一位女房东起诉了我，要求我赔偿她房屋的大部分损失。诉状上是这样写的 ： 房间的墙上有

很多小洞，地毯上满是污愤，水池里的脏物散发出的腐蚀性气体导致厨房墙皮脱落。法庭文件认

定我作为承租人应该为这些损失负责，依据就是我的名字和我当时的地址。这把我完全搞糊涂了，

因为我从未去过那个被损坏的房子。

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这一定是认错人了。我给原告打电话，告诉她这一点，但她并不相信

我。几个月以来，上一位租客一直在躲避她。如何才能证明我不是那个破坏她房屋的人呢？现在

电话簿里只有一个Eric Evans名字，那就是我。

还是电话簿成了我的救星。由于我在这所公寓里已经住了两年，于是我问她是否还有去年的

电话簿。她找到了电话簿，发现有与我同名的人（我就在那个人下面），她意识到我不是她要起

诉的那个人，于是向我道歉，并答应撤销起诉。

计算机可不会这么“足智多谋”。软件系统中的错误标识将导致数据破坏和程序错误。

这里存在一些特殊的技术挑战，我们稍后将会稍加说明，这里先来看一下基本问题。很多事

物是由它们的标识定义的，而不是由任何属性定义的。我们一般会认为， 一个人（继续使用非技
术示例）有一个标识，这个标识会陪伴他走完一生（甚至死后）。这个人的物理属性会发生变化，

最后消失。他的名字可能改变，财务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没有哪个属性是一生不变的，但标识却

是永久的。我跟我5岁时是同一个人吗？这种听上去像是纯哲学的问题在探索有效的领域模型时

非常重要。稍微变换一下问题的角度：应用程序的用户是否关心现在的我和5岁时的我是不是同

一个人？

在一个跟踪到期应收账款的软件系统中，即便最普通的“客户”对象也可能具有丰富多彩的

一面。如果按时付款的话客户信用就会提高，如果未能付款则将其移交给账单清缴机构。当销售

人员将客户数据提取出来，并放到联系人管理软件中时，“客户”对象在这个系统中就开始了另

一种生活。无论是哪种情况，它都会被扁平化以存储在数据库表中。当业务最终停摆的时候，客

户对象就“退休”了，变成归档状态，成为先前自己的一个影子。

客户对象的这些形式都是基于不同编程语言和技术的不同实现。但当接到订单电话时，知道

以下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个客户是不是那个拖欠了账务的客户？这个客户是不是那个已经与Jack

（一位销售代表）保持联络达好几个星期的客户？还是说他完全是一个新客户？

在对象的多个实现、存储形式和真实世界的参与者（如打电话的人）之间，概念性标识必须

是匹配的。属性可以不匹配，例如，销售代表可能已经在联系软件中更新了地址，而这个更新正

在传送给到期应收账款软件。两个客户可能同名。在分布式软件中，多个用户可能从不同地点输

人数据，这需要在不同的数据库中异步地协调这些更新事务，使它们传播到整个系统。 [2QJ 

回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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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建模有可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对象的属性上，但实体的基本概念是一种贯穿整个生命

周期（甚至会经历多种形式）的抽象的连续性。

一些对象主要不是由它们的属性定义的。它们实际上表示了一条 “标识线” （A Thread of 

Identity ） ， 这条线跨越时间 ， 而且常常经历多种不同的表示。有时 ， 这样的对象必须与另一个具

有不同属性的对象相匹配。而有时一个对象必须与具有相同属性的另一个对象区分开。 错误的标

识可能会破坏数据。

主要由标识定义的对象被称作ENTITY<D 。 ENTITY （实体）有特殊的建模和设计思路。它们具

有生命周期，这期间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可能发生根本改变，但必须保持一种内在的连续性。为了

有效地跟踪这些对象，必须定义它们的标识。它们的类定义、职责、属性和关联必须由其标识来

决定，而不依赖于其所具有的属性。即使对于那些不发生根本变化或者生命周期不太复杂的

ENTITY，也应该在语义上把它们作为ENTITY来对待，这样可以得到更清晰的模型和更健壮的实现。

当然，软件系统中的大多数“ENTITY”井不是人， 也不是其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实体”或“存

在”。 ENTITY可以是任何事物，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一是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具有连续性，

二是它的区别并不是由那些对用户非常重要的属性决定的。 ENTITY可以是一个人、 一座城市、 一

辆汽车、 一张彩票或一次银行交易。

另一方面，在一个模型中，并不是所有对象都是具有有意义标识的ENTITY。但是，由于面向

对象语言在每个对象中都构建了一些与“标识”有关的操作（如Java中的“＝＝”操作符），这个

问题变得有点让人困惑。这些操作通过比较两个引用在内存中的位置（或通过其他机制）来确定

这两个引用是否指向同一个对象。从这个角度讲， 每个对象实例都有标识。比方说，当创建一个

用于将远程对象缓存到本地的Java运行时环境或技术框架时，这个领域中的每个对象可能确实都

[ill 是一个ENTITY。但这种标识机制在其他应用领域中却没什么意义。标识是ENTITY的一个微妙的、

有意义的属性，我们是不能把它交给语言的自动特性来处理的。

让我们考虑一下银行应用程序中的交易。同一天、同一个账户的两笔数额相同的存款实际上

是两次不同的交易，因此它们是具有各自标识的ENTITY。另一方面，这两笔交易的金额属性可能

是某个货币对象的实例。这些值没有标识，因为没有必要区分它们。事实上，两个对象可能有相

同的标识，但属性可能不间，在需要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不属于同一个类。当银行客户拿银行结算

单与支票记录簿进行交易对账时，这项任务就是匹配具有相同标识的交易，尽管它们是由不同的

人在不同的日期记录的（银行清算日期比支票上的日期晚）。支票号码就是用于对账的唯一标识

符，无论这个问题是由计算机程序处理还是手工处理。存款和取款没有标识号码，因此可能更复

杂，但同样的原则也是适用的一--4jj:笔交易都是一个ENTITY，至少出现在两张业务表格中。

① 模型ENTITY与Java的“实体bean”并不是一回事．实体bean本打算成为一种用于实现ENTITY的框架，但它实际上

并没有做到。大多数ENTITY都被实现为普通对象。不管它们是如f可实现的， ENTITY都是领域模型中的一个根本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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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重要性井不仅仅体现在特定的软件系统中，在软件系统之外它通常也是非常重要的，

银行交易和公寓租客的例子中就是如此。但有时标识只有在系统上下文中才重要， 如一个计算机

进程的标识。

因此：

当一个对象由其标识（而不是属性）区分时，那么在模型中应该主要通过标识来确定该对象

的定义。使类定义变得简单 ， 并集中关注生命周期的连续性和标识。定义一种区分每个对象的方

式， 这种方式应该与其形式和历史无关。要格外注意那些需要通过属性来匹配对象的需求。在定

义标识操作时， 要确保这种操作为每个对象生成唯一的结果， 这可以通过附加一个保证唯一性的

符号来实现。 这种定义标识的方法可能来自外部， 也可能是由系统创建的任意标识符， 但它在模 IW 
型中必须是唯一的标识。 模型必须定义出 “符合什么条件才算是相同的事物”。 ... 

在现实世界中，井不是每一个事物都必须有一个标识，标识重不重要，完全取决于它是否有 [ill 
用。实际上，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个事物在领域模型中可能需要表示为由TITY ， 也可能不需要表示

为ENTITY 。

体育场座位预订程序可能会将座位和观众当作ENTITY来处理。在分配座位时，每张票都有一

个座位号，座位是ENTITY。其标识符就是座位号，它在体育场中是唯一的。座位可能还有很多其

他属性，如位置、视野是否开闹、价格等，但只有座位号（或者说某一排的一个位置）才用于识

别和区分座位。

另一方面，如果活动采用入场卷的方式，那么观众可以寻找任意的空座位来坐，这样就不需

要对座位加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座位总数才是重要的。尽管座位上仍然印有座位号，但

软件已经不需要眼踪它们。事实上，这时如果模型仍然将座位号与门票关联起来，那么它就是错

误的，因为采用入场卷的活动并没有这样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座位不是ENTITY，因此不需要

标识符。

r』乞 2』乞 斗乞

5.2.1 ENTITY建模

当对一个对象进行建模时，我们自然而然会考虑它的属性，而且考虑它的行为也显得非常重

要。但ENTITY最基本的职责是确保连续性，以便使其行为更清楚且可预测。保持实体的简练是实

现这一责任的关键。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属性或行为上，应该摆脱这些细枝末节， 抓住ENTITY

对象定义的最基本特征，尤其是那些用于识别、查找或匹配对象的特征。只添加那些对概念、至关

重要的行为和这些行为所必需的属性。此外，应该将行为和属性转移到与核心实体关联的其他对

象中。这些对象中，有些可能是ENTITY，有些可能是VALUE O BJECT （这是本章接下来要讨论的模

式）。除了标识问题之外，实体往往通过协调其关联对象的操作来完成自己的职责。 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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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customerID 
name 
average sales volume 
product category 

Sales Contact 

sales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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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phone 
contact ad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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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与标识有关的属性留在ENTITY内

在图5-5 中， customerID是Customer ENTITY的一个（也是唯一的）标识符，但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和address （地址）都经常用来查找或匹配一个Customer （客户）。 name （姓名）没

有定义一个人的标识，但它通常是确定人的方式之一。在这个示例中， phone和address属’性被移

到／Customer中，但在实际的项目上，这种选择取决于领域中的Customer一般是如何匹配或区分的。

例如，如果一个Customer有很多用于不同目的的phone number，那么phone numb巳r就与标识无关，

因此应该放在Sales Contact （销售联系人）中。

5.2.2 设计标识操作

每个ENTITY都必须有一种建立标识的操作方式，以便与其他对象区分开，即使这些对象与它

具有相同的描述属性。不管系统是如何定义的，都必须确保标识属性在系统中是唯一的，即使是

在分布式系统中，或者对象已被归档，也必须确保标识的唯一性。

如前所述，面向对象语言有一些“标识”操作，它们通过比较对象在内存中的位置来确定

两个引用是否指向同一个对象。这种标识跟踪机制过于简单，无怯满足我们的目的。在大多数

对象持久存储技术中，每次从数据库检索出一个对象时，都会创建一个新实例，这样原来的标

[ill 识就丢失了。每次在网络上传输对象时，在目的地也会创建一个新实例，这也会导致标识的丢
失。当系统中存在同一对象的多个版本时（例如，通过分布式数据库来传播更新的时候），问题

将会更复杂。

尽管有一些用于简化这些技术问题的框架，但基本问题仍然存在。如何才能判定两个对象是

否表示同一个概念ENTITY？标识是在模型中定义的。定义标t只要求理解领域。

有时，某些数据属性或属性组合可以确保它们在系统中具有唯一性，或者在这些属性上加一

些简单约束可以使其具有唯一性。这种方怯为ENTITY提供了唯一键。例如，日报可以通过名称、

城市和出版日期来识别。（但要注意临时增刊和名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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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象属性没办法形成真正唯一键时，另一种经常用到的解决方案是为每个实例附加一个在
类中唯一的符号（如一个数字或字符串）。一旦这个D符号被创建并存储为ENTITY的一个属性，
必须将它指定为不可变的。它必须永远不变，即使开发系统无怯直接强制这条规则。例如，当对
象被扁平化到数据库中或从数据库中重新创建时， D属性应该保持不变。有时可以利用技术框架
来实现此目的，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就需要通过工程纪律来约束。

D通常是由系统自动生成的。生成算陆必须确保E在系统中是唯一的。在井行处理系统和
分布式系统中，这可能是一个难题。生成这种D的技术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的目的是指出何
时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以便使开发人员能够意识到有一个问题等待他们去解决，井知道如何将注
意力集中到关键问题上。关键是要认识到标识问题取决于模型的特定方面。通常，要想找到解决 n 
标识问题的方峙，必须对领域进行仔细的研究。 .. 

当自动生成田时，用户可能永远不需要看到它。 B可能只是在内部需要，例如，在一个可
以按人名查找记录的联系人管理应用程序中。这个程序需要用一种简单、明确的方式来区分两个 [ill 
同名联系人，这就可以通过唯一的内部ID来实现。在检索出两个不同的条目后，系统将显示这两
个不同的联系人，但可能不会显示D。用户可以通过这两个人的公司、地点等属性来区分他们。

最后，在有些情况下用户会对生成的D感兴趣。当我委托一个包裹运送服务寄包裹时，我会
得到一个跟踪号，它是由运送公司的软件生成的，我可以用这个号码来识别和跟踪我的包裹。当
我预订机票或擂店时，会得到一个确认号码，它是预订交易的唯一标识符。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确保D在多个计算机系统之间具有唯一性。例如，如果需要在两家具有
不同计算机系统的医院之间交换医疗记录，那么理想情况下每个系统对同一个病人应该使用同一
个B，但如果这两个系统各自生成自己的田，这就很难实现。这样的系统通常使用由另外一家机
构（一般是政府机构）发放的标识符。在美国，医院通常使用社会保险号码作为病人的标识符。
但这样的方陆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井不是每个人都有社会保险号码（特别是儿童和非美国居
民），而且很多人会出于个人隐私原因而反对这种做战。

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比方说，音像出租），可以使用电话号码作为标识符。但电话可能是
共用的，号码也可能会更改，甚至一个旧的电话号码可能会重新分配给一个不同的人。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一般使用特别指定的标识符（如常飞乘客①编号），并使用其他属性（如
电话号码和社会保险号码＠）进行匹配和验证。在任何情况下，当应用程序需要一个外部ID肘，
都由系统的用户负责提供唯一的D，而系统必须为用户提供适当的工具来处理异常情况。

在这些技术问题的干扰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基本的概念问题： 两个对象是同一事物时意味着
什么？我们很容易为每个对象分配一个D，或是编写一个用于比较两个实例的操作，但如果这些

① 常飞乘客， frequent flier，是指经常乘飞机的人。 一一一译者注
② 社会保险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由美国政府对其合法公民和居民颁发。主要用于报税、 申请驾照、申请
账户等功能，是一种身份证明． 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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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或操作没有对应领域中有意义的区别，那只会使问题更民乱。这就是分配标识的操作通常需要

人工输入的原因。例如，支票簿对账软件可以提供一些有可能匹配的账目，但它们是否真的匹配

[ill 则要由用户最终决定。

5.3 模式： VALUE OBJECT 

很多对象没有概念上的标识，它们描述了一个事务的某种特征。

外5 升辛 劳怪

当一个小孩画画的时候，他注意的是画笔的颜色和笔尖的粗细。但如果有两只颜色和粗细相

同的画笔，他可能不会在意使用哪一支。如果有一支笔弄丢了，他可以从一套新笔中拿出一支同

样颜色的笔来继续画，根本不会在意己经换了一支笔。

问问孩子冰箱上的画都是谁画的，他会很快辨认出哪些是他画的，哪些是他姐姐画的。姐

弟俩有一些实用的标识来区分自己，与此类似，他们完成的作品也有。｛fl设想一下，如果孩子

必须记住哪些线条是用哪支笔画的，情况该有多么复杂？如果这样的话，面画将不再是小孩子

的游戏了。

由于模型中最引人注意的对象往往是ENTITY，而且跟踪每个ENTITY的标识是极为重要的，因

此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为每个领域对象都分配一个标识。实际上，一些框架确实为每个对象分配

了一个唯一的B。

这样一来，系统就必须处理所有这些D的跟踪问题，从而导致许多本来可能的性能优化不得

[fil 不被放弃。此外，人们还需要付出大量的分析工作来定义有意义的标识，还需要开发出一些可靠
的跟踪方式，以便在分布式系统或在数据库存储中跟踪对象。同样重要的是，盲目添加无实际意

义的标识可能会产生误导。它会使模型变得棍乱，井使所有对象看起来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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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ENTITY的标识是非常重要的，但为其他对象也加上标识会影晌系统性能并增加分析工

作，而且会使模型变得混乱，因为所有对象看起来都是相同的。

软件设计要时刻与复杂性做斗争。我们必须区别对待问题，仅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进行特殊

处理。

然而，如果仅仅把这类对象当作没有标识的对象，那么就忽略了它们的工具价值或术语价
值。事实上，这些对象有其自己的特征，对模型也有着自己的重要意义。这些是用来描述事物
的对象。

用于描述领域的某个方面而本身没有概念标识的对象称为VALUE 0BJEC:T （值对象）。 VALUE

OBJECT叫化之后用来表示一些设计元素，对于这些设计元素，我们只关心它们是什么，而不 回
关心它们是谁。

在一个邮购公司的软件中，需要用地址来核实信用卡并投递包裹．但如果一个人的室友
也从同一家公司订购了货物，那么是否意识到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不重要．因此地址是一个
VALUE OBJECT. 

在一个用于安排投递路线的邮政服务软件中，国家可能被组织为一个由地区、城市、邮政
区、街区以及最终的个人地址组成的层次结构．这些地址对象可以从它们在层次结构中的父对
象获取邮政编码，而且，如果邮政服务决定重新划分邮政区，那么所有地址都将随之改变．在
这里，地址是一个ENTITY.

在电力运营公司的软件中，一个地址对应于公司线路和服务的一个目的地．如果几个室
友各自打电话申请电力服务，公司需要知道他们其实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地址
是一个E阳TY. 换种方式，模型可以将电力服务与“住处”关联起来，那么住处就是一个带有
地址属性的ENTITY了，这时，地址就是一个VALUE OBJ!?CT. 

颜色是很多现代开发系统的基础库所提供的VALUE OB见CT的一个例子，字符串和数字也是这

样的VALUE OB厄CT （我们不会关心所使用的是哪一个“4”或哪一个“Q”）。这些基本的例子非

常简单，但VALUE OBJECT井不都这样简单。例如，调色程序可能有一个功能丰富的模型，在这个

模型中，可以把功能更强的颜色对象组合起来产生其他颜色。这些颜色可能具有很复杂的算法，
通过这些算怯的共同计算得到新的VALUE OBJECT。

VALUE OBJECT可以是其他对象的集合。在房屋设计软件中，可以为每种窗户样式创建一个对

象。我们可以将“窗户样式”连同它的高度、宽度以及修改和组合这些属性的规则一起放到“窗
户”对象中。这些窗户就是由其他VALUE OBJECT组成的复杂VALUE OB厄CT。它们进而又被合并到

更大的设计元素中，如“墙”对象。

VALUE OBJECT甚至可以引用ENTITY。例如，如果我请在线地图服务为我提供一个从旧金山到

洛杉矶的驾车风景游路线，它可能会得出一个“路线”对象，此对象通过太平洋海岸公路连接旧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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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和洛杉矶。这个“路线”对象是一个VAL阻，尽管它所引用的3个对象（两座城市和一条公

路）都是ENTITY。

VALUE OBJECT经常作为参数在对象之间传递消息。它们常常是临时对象，在一次操作中被创

建，然后丢弃。 VALUE OBJECT可以用作ENTITY （以及其他VALUE）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一个人建

模为一个具有标识的ENTITY，但这个人的名字是一个VALUE。

当我们只关心一个模型元素的属性时，应把它归类为VALUE OBJECT。我们应该使这个模型

元素能够表示出其属性的意义，并为它提供相关功能。 VALUE OBJECT应该是不可变的。不要为

它分配任何标识，而且不要把它设计成像ENTITY那么复杂。

VALUE OBJECT所包含的属性应该形成一个概念整体飞 例如， street （街道）、 city （城市）和

postal code （邮政编码）不应是Person （人）对象的单独的属性。它们是整个地址的一部分，这

样可以使得Person对象更简单，并使地址成为一个更一致的VALUE OBJECT，如图5-6所示。

Customer 

customerID 
name 
S位巳ct

city 
state 

¢ 

Customer 

customer ID 
name 
address 

S甘eet

city 
state 

Address 

图5-6 VALUE OBJECT可以提供一个E盯ITY的相关信息，它在概念上应该是一个整体

来朱来

5.3.1 设计VALUE OBJECT 

我们井不关心使用的是VALUE OBJECT的哪个实例。由于不受这方面的约束，设计可以获得更

大的自由，因此可以简化设计或优化性能。在设计VALUE OBJECT时有多种选择，包括复制、共享

[22:] 或保持VιUE OBJECT不变。

两个人同名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同一个人，也不意味着他们是可互换的。但表示名字的对象是

可以互换的，因为它们只涉及名字的拼写。 一个Name对象可以从第一个Person对象复制给第二个

Person对象。

事实上，这两个Person对象可能不需要自己的名字实例，它们可以共享同一个Name对象（其

( WHOLE VALUE模式是由Ward Cunningham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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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个Person对象都有一个指向同一个名字实例的指针），而无需改变它们的行为或标识。如此

一来，当修改其中一个人名字时就会产生问题，这时另一个人的名字也将改变！为了防止这种错
误发生，以便安全地共享一个对象，必须确保Name对象是不变的一一它不能改变，除非将其整
个替换掉。

当一个对象将它的一个属性作为参数或返回值传递给另一个对象时，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一个脱离了其所有者控制的“流浪”对象可能会发生任何事情。 VALUE的改变可能会破坏所有者

的约束条件。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传递一个不变对象或传递一个副本来解决。

VALUE OB厄CT为性能优化提供了更多选择，这一点可能很重要，因为VALUE OB厄CT往往为数

众多。房屋设计软件的示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每个电源插座都是一个单独的VALUE OBJECT, 

那么在一所房屋的一个设计版本中可能就会有上百个这种VALUE OB厄CT。但如果把电源插座看成
是可互换的，就只需共享一个电源插座实例，并让所有电源插座都指向这个实例（FLYWEIGHT,

[Gamma et al. 1995］中的一个示例）。在大型系统中，这种效果可能会被放大数千倍，而且这样的

优化可能决定一个系统是可用的，还是由于数百万个多余对象而变得异常缓慢。这只是无告应用
于ENTITY的优化技巧中的一个。

复制和共享哪个更划算取决于实现环境。虽然复制有可能导致系统被大量的对象阻塞，但共

享可能会减慢分布式系统的速度。当在两个机器之间传递一个副本时，只需发送一条消息，而且
副本到达接收端后是独立存在的。但如果共享一个实例，那么只会传递一个引用，这要求每次交

回

互都要向发送方返回一条消息。 [QQ] 
以下几种情况最好使用共享，这样可以发挥共享的最大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减少麻烦：
口节省数据库空间或减少对象数量是一个关键要求时z

口通信开销很低时（如在中央服务器中）：

口共享的对象被严格限定为不可变时。

在有些语言和环境中，可以将属性或对象声明为不可变的，但有些却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种
声明能够体现出设计决策，但它们井不是十分重要。我们在模型中所做的很多区别都无陆用当前

工具和编程语言在实现中显式地声明出来。例如，我们无怯声明ENTITY并自动确保其具有一个标

识操作。但是，编程语言没有直接支持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并不说明这些区别没有用处。这只是说
明我们需要更多的约束机制来确保满足一些重要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在实现中才是隐式的）。

命名规则、精心准备的文档和大量讨论都可以强化这些需求。

只要VALUE OB厄：CT是不可变的，变更管理就会很简单，因为除了整体替换之外没有其他的更

改。不变的对象可以自由地共享，像在电源插座的例子中－样。如果垃圾回收是可靠的，那么删除

操作就只是将所有指向对象的引用删除。当在设计中将一个VALUEOBJEC叶旨定为不可变时，开发人
员就可以完全根据技术需求来决定是使用复制，还是使用共享，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一应用程

序不依赖于对象的特殊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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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醺翩翩蛐翩翩翩翩酶翻醺酣睡醋翻翻
保持VALUE OBJECT不变可以极大地简化实现，并确保共事和引用传递的安全性．而且这

样做也符合值的意义．如果属性的值发生改变，我们应该使用一个不同的VALUE OBJECT，而不

是修改现有的VALUE OBJECT. 尽管如此，在有些情况下出于性能考虑，仍需要让VALUE OBJECT 

是可变的．这包括以下因素：

口如果VALUE频繁改变；

Q 如果创建或删除对象的开销很大；

口如果替换（而不是修改）将打乱集群（像前面示例中讨论的那样）；

口如果VAL囚的共享不多，或者共享不会提高集群性能，或其他某种技术原因．

再次强调；如果一个VALUE的实现是可史的，那么就不能共享它．元论是否共享VALUE

OBJECT，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要将它们设计为不可史的．

定义VALUE OBJECT并将其指定为不可变的是一条一般规则，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模型中产生

不必要的约束，从而让开发人员可以单纯地从技术上优化性能。如果开发人员能够显式地定义重

要约束，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对设计做出必要调整时，确保不会无意更改重要的行为。这样的设计

[ill] 调整往往特定于具体项目所使用的技术。

E盟，通过VALUE OBJECT来优化数据库

数据库一一在其最底层一一是将数据存储到物理磁盘的一个具体位置上，或者花时间移动物

理部件将数据读取出来。高级数据库则尝试将这些物理地址聚集到一起，以便可以在一次物理操

作中从磁盘读取相互关联的数据。

如果一个对象被许多对象引用，其中有些对象将不会在它附近（不在同一分页上），这就需

要通过额外的物理操作来获取数据。通过复制（而不是共享对同一个实例的引用），可以将这种

作为很多由ηTY属性的VALUE OBJECT存储在ENTITY所在的同一分页上。这种存储相同数据的多个

副本的技术称为非规范化（denormalization），当访问时间比存储空间或维护的简单’性更重要时，

通常使用这种技术。

在关系数据库中，我们可能想把一个具体的值放到拥有此值的ENTLTY的表中，而不是将其关

联到另一个单独的表。在分布式系统中，对一个位于另一台服务器上的VALUE OBJECT的引用可能

导致对消息的响应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整个对象的副本传递到另一台服务器上。我

们可以随意地使用副本，因为处理的是VALUE 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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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设计包含VALUE OBJECT的关联

前面讨论的与关联有关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ENTITY和VALUE OBJECT。模型中的关联越少越

好，越简单越好。

但是，如果说ENTITY之间的双向关联很难维护，那么两个VALUE OBJECT之间的双向关联则完
全没有意义。当一个VALUEOBJEC叶旨向另一个VALUE OB厄CT时，由于没有标识，说一个对象指向的
对象正是那个指向它的对象井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充其量只能说，一个对象指向的对象与那个指
向它的对象是等同的，但这可能要求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实施这个固定规则。而且，尽管我们可以 IT@ 
这样做，并设置双向指针，但很难想出这种安排有什么用处。因此，我们应尽量完全清除VALUE _ 

OB厄CT之间的双向关联。如果在你的模型中看起来确实需要这种关联，那么首先应重新考虑一下将 Em 
对象声明为VALUE OBJECT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或许它拥有一个标识，而你还没有注意到它。

ENTITY和VALUE OBJECT是传统对象模型的主要元素，但一些注重实效的设计人员正逐渐开始
使用一种新的元素一－SERVICE。

5.4 模式： SERVICE

有时，对象不是一个事物。

在某些情况下，最清楚、最实用的设计会包含一些特殊的操作，这些操作从概念上讲不属于
任何对象。与其把它们强制地归于哪一类，不如顺其自然地在模型中引入一种新的元素，这就是
SERVICE （服务）。

争~－来 米

有些重要的领域操作无怯放到ENTITY或VALUE OBJECT中。这当中有些操作从本质上讲是一些
活动或动作，而不是事物，但由于我们的建模范式是对象，因此要想办怯将它们~J归到对象这个
范畴里。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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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比较常见的错误是没有努力为这类行为找到一个适当的对象，而是逐渐转为过程

化的编程。但是，当我们勉强将一个操作放到不符合对象定义的对象中肘，这个对象就会产生概

念上的混淆，而且会变得很难理解或重构。复杂的操作很容易把一个简单对象搞乱，使对象的角

色变得模糊。此外，由于这些操作常常会牵扯到很多领域对象一一需要协调这些对象以便使它们

工作，而这会产生对所有这些对象的依赖，将那些本来可以单独理解的概念缠杂在一起。

有时，一些SERVICE看上去就像是模型对象，它们以对象的形式出现，但除了执行一些操作

之外并没有其他意义。这些“实干家”（Doer）的名字通常以“Manager”之类的名字结尾。它们

~ 没有自己的状态，而且除了所承载的操作之外在领域中也没有其他意义。尽管如此，该方怯至少

为这些特立独行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避免它们扰乱真正的模型对象。

一些领域概念不适合被建模为对象。如果勉强把这些重要的领域功能归为ENTITY或VALUE

OBJECT的职责 ， 那么不是歪曲了基于模型的对象的定义，就是人为地增加了一些无意义的对象。

SERVICE是作为接口提供的一种操作，它在模型中是独立的，它不像ENTITY和VALUE OBJECT 

那样具有封装的状态。 SERVICE是技术框架中的一种常见模式，但它们也可以在领域层中使用。

所谓SERVICE，它强调的是与其他对象的关系。与ENTITY和VALUE OBJECT不同，它只是定义

了能够为客户做什么。 SER:町CE往往是以一个活动来命名，而不是以一个ENTITY来命名，也就是

说，它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SERVICE也可以有抽象而有意义的定义，只是它使用了一种与对象不

同的定义风格。 SERVICE也应该有定义的职责，而且这种职责以及履行它的接口也应该作为领域

模型的一部分来加以定义。操作名称应来自于UBIQUITOUS LANGUAGE，如果UBIQUITOUS LANGUAGE 

中没有这个名称，则应该将其引入到UBIQUITOUS LANGUAGE中。参数和结果应该是领域对象。

使用SERVICE时应谨慎，它们不应该替代ENπTY和VALUE OBJECT的所有行为。但是，当一个

操作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概念时， SERVICE很自然就会成为MODEL-DRIVEN DESIGN中的一部

分。将模型中的独立操作声明为一个SERVICE，而不是声明为一个不代表任何事情的虚拟对象，

可以避免对任何人产生误导。

好的SERVICE有以下3个特征。

(1）与领域概念相关的操作不是ENTITY或VALUE OBJECT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2）接口是根据领域模型的其他元素定义的。

(3）操作是无状态的。

这里所说的无状态是指任何客户都可以使用某个SERVICE的任何实例，而不必关心该实例的

[_@ 历史状态。 SERVICE执行时将使用可全局访问的信息，甚至会更改这些全局信息（也就是说，它

可能具有副作用）。但SERVICE不保持影响其自身行为的状态，这一点与大多数领域对象不同。

当领域中的某个重要的过程或转换操作不是ENTITY或VALUE OBJECT的自然职责时，应该

在模型中添加一个作为独立接口的操作，并将其声明为SERVICE。定义接口时要使用模型语言，

并确保操作名称是UBIQUITOUS LANGUAGE中的术语。此外，应该使SERVICE成为无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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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朱来

5.4.1 SERVICE与孤立的领域层

这种模式只重视那些在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SERVICE，但SERVICE并不只是在领域层中使
用。我们需要注意区分属于领域层的SERVICE和那些属于其他层的SERVICE，并划分责任，以便将

它们明确地区分开。

文献中所讨论的大多数SERVICE是纯技术的SERVICE，它们都属于基础设施层。领域层和

应用层的SERVICE与这些基础设施层SERVICE进行协作。例如，银行可能有一个用于向客户发送
电子邮件的应用程序，当客户的账户余额小于一个特定的临界值时，这个程序就向客户发送一
封电子邮件。封装了电子邮件系统的接口（也可能是其他的通知方式）就是基础设施层中的
SERVICE 。

应用层SERVICE和领域层SERVICE可能很难区分。应用层负责通知的设置，而领域层负责确定
是否满足临界值，尽管这项任务可能并不需要使用SERVICE，因为它可以作为“account”（账户）
对象的职责中。这个银行应用程序可能还负责资金转账。如果设计一个SERVICE来处理资金转账
相应的借方和贷方，那么这项功能将属于领域层。资金转账在银行领域语言中是一项有意义的操
作，而且它j步及基本的业务逻辑。而纯技术的SERVICE应该没有任何业务意义。

很多领域或应用层SERVICE是在ENTITY和VALUE OBJECT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的行为类

回

似于将领域的一些潜在功能组织起来以执行某种任务的脚本。 ENTITY和VALUE OBJECT往往由于粒 ~ 
度过细而无怯提供对领域层功能的便捷访问。我们在这里会遇到领域层与应用层之间很微妙的分
界线。例如，如果银行应用程序可以把我们的交易进行转换井导出到一个电子表格文件中，以便
进行分析，那么这个导出操作就是应用层SER归CE。“文件格式”在银行领域中是没有意义的，它
也不涉及业务规则。

另一方面，账户之间的转账功能属于领域层SERVICE，因为它包含重要的业务规则（如处理
相应的借方账户和贷方账户），而且“资金转账”是一个有意义的银行术语。在这种情况下， SERVICE
自己并不会做太多的事情，而只是要求两个Account对象完成大部分工作。但如果将“转账”操
作强加在Account对象上会很别扭，因为这个操作涉及两个账户和一些全局规则。

我们可能喜欢创建一个Funds Transfer （资金转账）对象来表示两个账户，外加一些与转账有
关的规则和历史记录。但在银行间的网络中进行转账时，仍然需要使用SERVICE。此外，在大多
数开发系统中，在一个领域对象和外部资源之间直接建立一个接口是很别扭的。我们可以利用一
个FACADE （外观） ∞将这样的外部SERVICE包装起来，这个外观可能以模型作为输入，井返回一个
“Funds Transfer”对象（作为它的结果）。但无论中间活及什么SERVICE，甚至那些超出我们掌控

( FACADE （外观）是一种设计模式，它将一系列复杂的类包装成一个简单的封闭接口．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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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SERVICE，这些SERVICE都是在履行资金转账的领域职责。

将SERVICE划分到各个层中

应用层 资金转账应用服务

Q 获取输入（如一个XML请求）

口发送消息给领域层服务，要求其执行

口监听确认消息

口决定使用基础设施SERVICE来发送通知

领域层 资金转账领域服务

口与必要的Account （账户）和Ledger （总账）对象进行交互，执行相应的借入和1走出操作

口提供结果的确认（允许转账或拒绝转账等）

基础设施层 发送通知服务

回 口按照应用程序的指示发送电子邮件、信件和其他信息

5.4.2 粒度

上述对SERVICE的讨论强调的是将一个概念建模为SERVICE的表现力，但SERVICE还有其他

有用的功能，它可以控制领域层中的接口的粒度，井且避免客户端与ENTCTY和VALUE OBJECT 

藕合。

在大型系统中，中等粒度的、无状态的SERVICE更容易被复用，因为它们在简单的接口背后

封装了重要的功能。此外，细粒度的对象可能导致分布式系统的消息传递的效率低下。

如前所述，由于应用层负责对领域对象的行为进行协调，因此细粒度的领域对象可能会把领

域层的知识泄漏到应用层中。这产生的结果是应用层不得不处理复杂的、细致的交互，从而使得

领域知识蔓延到应用层或用户界面代码当中，而领域层会丢失这些知识。明智地引入领域层服务

有助于在应用层和领域层之间保持一条明确的界限。

这种模式有利于保持接口的简单性，便于客户端控制并提供了多样化的功能。它提供了一种

在大型或分布式系统中便于对组件进行打包的中等粒度的功能。而且，有时SERVICE是表示领域

概念的最自然的方式。

5.4.3 对SERVICE的访问

像J2EE和CORB A这样的分布式系统架构提供了特殊的SERVICE发布机制，这些发布机制

具有一些使用上的惯例，井且增加了发布和访问功能。但是，并非所有项目都会使用这样的

框架，即使在使用了它们的时候，如果只是为了在逻辑上实现关注点的分离，那么它们也是

大材小用了。

与分离特定职责的设计决策相比，提供对SERVICE的访问机制的意义并不是十分重大。 一个

“操作”对象可能足以作为SERVICE接口的实现。我们很容易编写一个简单的S时GLETON对象

[Gamma et al. 1995］来实现对SERVICE的访问。从编码惯例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对象只是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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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的提供机制 ， 而不是有意义的领域对象。只有当真正需要实现分布式系统或充分利用框架功
能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复杂的架构。 IT@ 

5.5 模式： MODULE （也称为PACKAGE)

MODULE是一个传统的、较成熟的设计元素。且然使用模块有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但主要原
因却是“认知超载” ①。 MODULE为人们提供了两种观察模型的方式， 一是可以在MODULE中查看

细节，而不会被整个模型掩没， 二是观察MODULE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其内部细节。

领域层中的MODULE应该成为模型中有意义的部分， MODULE从更大的角度描述了领域。

来告i号来

每个人都会使用MODULE ， 但却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做模型中的一个成熟的组成部分。 代码按

照各种各样的类别进行分解， 有时是按照技术架构来分割的 ， 有时是按照开发人员的任务分工来
分割的。甚至那些从事大量重构工作的开发人员也倾向于使用项目旱期形成的一些MODULE。

众所周知， MODULE之间应该是低辑合的，而在MODULE的内部则是高内廉的。糯合和内聚的

解释使得MODULE昕上去像是一种技术指标， 仿佛是根据关联和交互的分布情况来机械地判断它
们。然而 ， MODULE并不仅仅是代码的划分， 而且也是概念的划分。一个人一次考虑的事情是有限

的（因此才要低搞合）。不连贯的思想和 “一锅粥” 似的思想同样难于理解（因此才要高内聚） 。
低桐合高内聚作为通用的设计原则既适用于各种对象， 也适用于MODULE ， 但MODULE作为

一种更粗粒度的建模和设计元素，采用低辑合高内聚原则显得更为重要。这些术语由来已久，早
在［Larman 1998］中就从模式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

只要两个模型元素被划分到不同的Moo叽E中，它们的关系就不如原来那样直接， 这会使我
们更难理解它们在设计中的作用。 MODULE之间的低藕合可以将这种负面作用减至最小，而且在

回

分析一个MODULE的内容时，只需很少地参考那些与之交互的其他MODULE。 [@] 
同时，在一个好的模型中，元素之间是要协同工作的，而仔细选择的Moo叽E可以将那些具

有紧密概念关系的模型元素集中到一起。将这些具有相关职责的对象元素聚合到一起，可以把建

模和设计工作集中到单－MODULE中，这会极大地降低建模和设计的复杂性，使人们可以从容应

对这些工作。

MODULE和较小的元素应该共同横变 ，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这样。 MOD叽E被用来组织早期

对象。在这之后，对象在变化时不脱离现有模块定义的边界。重构MODULE需要比重构类做更多

工作，也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并且可能不会特别频繁。但就像模型对象从简单具体逐渐转变为反

①认知超载， cognitive overload，认知负荷理论（cognit ive load theory）中的一个术语。问题解决和学习过程中的各
种认知加工活动均需消耗认知资源，若所有活动所需的资源总量超过个体拥有的资源总量，就会引起资源的分配
不足，从而影响个体学习或问题解决的效率，这种情况被称为认知超载。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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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更深层次的本质一样， MOD叽E也会变得微妙和抽象。让MODULE反映出对领域理解的不断变

化，可以使MODULE中的对象能够更自由地演变。

像领域驱动设计中的其他元素一样 ， MOD叽E是一种表达机制。 MODULE的选择应该取决于

被划分到模块中的对象的意义。当你将一些类放到MOD叽E中时，相当于告诉下一位看到你的设

计的开发人员要把这些类放在一起考虑。 如果说模型讲述了一个故事，那么MOD叽E就是这个故

事的各个章节。模块的名称表达了其意义。这些名称应该被添加到UBIQU ITOUS LANGUAGE中。你

可能会向一位业务专家说“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客户’模块”，这就为你们接下来的对话设定

了上下文。

因此：

选择能够描述系统的MODULE ， 并使之包含一个内聚的概念集合。 这通常会实现MODULE之

间的低搞合，但如果效果不理想， 则应寻找一种更改模型的方式来消除概念之间的精合， 或者找

到一个可作为MODULE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先前可能被忽视了），基于这个概念组织的MODULE

可以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元素集中到一起。找到一种低辑合的概念组织方式， 从而可以相互独

立地理解和分析这些概念。对模型进行精化 ， 直到可以根据高层领域概念对模型进行划分， 同时

相应的代码也不会产生辑合。

MODULE的名称应该是UBIQUITOUS LANGUAGE中的术语。 MODULE及其名称应反映出领域的

[@] 深层知识。
仅仅研究概念关系是不够的，它并不能替代技术措施。这二者是相同问题的不同层次，都是

必须要完成的。但是， 只有以模型为中心进行思考，才能得到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随便

找一个解决方案应付了事。当必须做出一个折中选择时 ， 务必保证概念清晰，即使这意味着

MODULE之间会产生更多引用，或者更改MODULE偶尔会产生“涟椅效应”。开发人员只要理解了

模型所描述的内容，就可以应付这些问题。

3卡 号＋：： ·¥ 

5.5.1 敏捷的MODULE

MODULE需要与模型的其他部分一同演变。这意味着MODULE的重构必须与模型和代码一起

进行。但这种重构通常不会发生。更改MODULE可能需要大范围地更新代码。这些更改可能会对

团队沟通起到破坏作用 ， 甚至会妨碍开发工具（如源代码控制系统）的使用。因此， MODULE结

构和名称往往反映了模型的较早形式， 而类则不是这样。

在MODULE选择的早期，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错误导致了高藕合，从而使MODULE

很难进行重构。而缺乏重构又会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克服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提是接受挑战，

仔细地分析问题的要害所在，井据此重新组织MOD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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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开发工具和编程系统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无论在实现中采用哪种开发技术，我们要
想尽一切办怯来减少重构MOD叽E的工作量，井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其他开发人员沟通时出现的混

乱情况。

11111" Java中的包编码惯例
在Java中，类使用impori君句来声明依赖。建模人员可能认为有些包会依赖其他的包，但在Java ffiIJ 

中无怯说明这一点。常见的编码惯例鼓励导入具体的类，如以下代码所示：

ClassAl 

import packageB . ClassBl ; 

i mport packageB . ClassB2 ; 

import packageB.ClassB3 ; 

import packageC . ClassCl ; 

import packageC . ClassC2; 

import packageC.ClassC3 ; 

遗憾的是， 在Java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类中使用import声明依赖，但至少可以一次导
入一个完整的包，这既反映出包是一种高内聚的单元，同时又减少了更改包名称的工作量。

ClassAl 
i mport packageB . *; 

import packageC.* ; 

的确，这种技术意味着把类和包混在一起（类依赖于包），但它除了表达前面一长串类的列
表之外，还表达了在具体MODULE上建立一种依赖性的意图。

如果一个类确实依赖于另一个包中的某个类，而且本地MODULE对该MODULE并没有概念上
的依赖关系，那么或许应该移动一个类，或者考虑重新组织MODULE。

5.5.2 通过基础设施打包时存在的隐患

技术框架对打包决策有着极大的影响，有些技术框架是有帮助的，有些则要坚决抵制。
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标准是LAYERED ARC阻四C叹服E，它将基础设施和用户界面代码放到两

目

组不同的包中，并且从物理上把领域层隔离到它自己的一组包中。 om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分层架构可能导致模型对象实现的分裂。 一些框架的分层方陆是把一

个领域对象的职责分散到多个对象当中，然后把这些对象放到不同的包中。例如，当使用J2EE
早期版本时， 一种常见的做怯是把数据和数据访问放到“实体bean”中，而把相关的业务逻辑
放到“会i'i!ibean，，中。这样做除了导致每个组件的实现变得更复杂以外，还破坏了对象模型的

内聚性。对象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将数据和操作这些数据的逻辑封装在一起。由于我们可以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74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把这两个组件看作是一起组成一个单一模型元素的实现，因此这种分层实现还不算是致命的。

但实体bean和会话bean通常被隔离到不同的包中，从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

查看若干对象并把它们脑补成单一的概念ENTITY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失去了模型与设计之间的

联系。最好的做怯是在比ENTITY对象更大的粒度上应用EJB，从而减少分层的副作用。但细粒

度的对象通常也会被分层。

例如，我就曾经在一个筹划得相当不错的项目上遇到过这些问题，这个项目的每个概念模型

实际上被分为4层。每个层的划分都有很好的理由。第一层是数据持久层，负责处理映射和访问

关系数据库。第二层负责处理对象在所有情况下的固有行为。第三层放置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功能。

第四层是一个公共接口，它隐藏了第一、 二、 三层的所有实现细节。这种分层方案有些复杂，但

每层都有很好的定义， 而且清楚地实现了关注点的分离。我们可以在大脑中将所有物理对象连接

到一起，组成一个概念对象。有时，方面的分离也是有帮助的。具体来讲，把持久化代码移出来

可以减少很多棍乱。

但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的框架要求将每个层放到单独的一组包中，井根据层的标识惯例来

命名。这一下子就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分层上来。结果，领域开发人员尽量避免创建太

ill] 多的MOD叽E （每个模块都要乘以4），而且几乎不能更改模块，因为重构MODULE的工作量不允

许这样做。更糟的是，由于很难跟踪定义了一个概念类的所有数据和行为（而且还要考虑分层产

生的间接关系），因此开发人员没有多少精力思考模型了。这个应用最终交付使用了，但它使用

了贫血领域模型，只是基本满足了应用程序的数据库访问需求，此外通过很少的几个SERVICE提

供了一些行为。这个项目从MODEL-D阳VEN DESIGN获得的益处十分有限，因为代码井没有清晰地

揭示模型，因此开发人员也无怯充分地利用模型。

这种框架设计是在尝试解决两个合理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关注点的逻辑划分： 一个对象负责

数据库访问，另外一个对象负责处理业务逻辑，等等。这种划分方法使人们更容易（在技术层面

上）理解每个层的功能，而且更容易切换各个层。这种设计的问题在于没有顾及应用程序的开发

成本。本书不是讨论框架设计的书，因此不会给出此问题的替代解决方案，但它们确实存在。而

且，即使别无选择，也值得牺牲一些分层的好处来换取更内聚的领域层。

这些打包方案的另一个动机是层的分布。如果代码实际上被部署到不同的服务器上，那么这

会成为这种分层的有力论据。但通常井不是这样。应该在需要时才寻求灵活性。在一个希望充分

利用MODEL-DRIVEN DESIGN的项目上，这种分层设计的牺牲太大了，除非它是为了解决一个紧迫

的问题。

精巧的技术打包方案会产生如下两个代价。

口如果框架的分层惯例把实现概念对象的元素分得很零散，那么代码将无桂再清楚地表示

模型。

口人的大脑把划分后的东西还原成原样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框架把人的这种能力都艳尽

了，那么领域开发人员就无挂再把模型还原成有意义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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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把事情变简单。要极度简化技术分层规则，要么这些规则对技术环境特别重要，要么这 [ill]
些规则真正有助于开发。例如，将复杂的数据持久化代码从对象的行为方面提取出来可以使重构

变得更简单。

除非真正有必要将代码分布到不同的服务器上，否则就把实现单一概念对象的所有代码放在
同一个模块中（如果不能放在同一个对象中的话）。

从传统的“高内聚、低桐合”标准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实现业务逻辑的对象与负责数据

库访问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非常广泛，因此它们之间的藕合度很高。

在框架设计中，或者在公司或项目的工作惯例方面，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隐患，这些隐患可能

会妨碍领域模型的自然内聚性，从而破坏模型驱动的设计，但所有隐患的基本问题都是相同的。
种种限制（或者只是由于所需的包太多了）使我们无陆使用专门根据领域模型需要量身定做的其
他打包方案。

利用打包把领域层从其他代码中分离出来。否则，就尽可能让领域开发人员自由地决定领域
对象的打包方式，以便支持他们的模型和设计选择。

如果代码是基于声明式设计（第10章有这方面的讨论）生成的，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
情况下，开发人员无需阅读代码，因此为了不碍事最好将代码放到一个单独的包中，这样就不会
搞乱开发人员实际要处理的设计元素。

随着设计规模和复杂度的增加，模块化变得更加重要。本节只是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
本书第四部分主要介绍打包方怯以及分解大型模型和设计的方法，井介绍如何抓住重点以帮助理

解问题。

领域模型中的每个概念都应该在实现元素中反映出来。 ENTITY 、 VALUE OB厄CT、它们之间的

关联、领域SERVICE以及用于组织元素的MODULE都是实现与模型直接对应的地方。实现中的对象、

目

指针和检索机制必须直接、清楚地映射到模型元素。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要重写代码，或者 OJ] 
回头修改模型，或者同时修改代码和模型。

不要在领域对象中添加任何与领域对象所表示的概念没有紧密关系的元素。领域对象的职责
是表示模型。当然，其他一些与领域有关的职责也是必须要实现的，而且为了使系统工作，也必

须管理其他数据，但它们不属于领域对象。第6章将讨论一些支持对象，这些对象履行领域层的
技术职责，如定义数据库搜索和封装复杂的对象创建。

本章介绍的4种模式为对象模型提供了构造块。但MODEL-D则VEN DESIGN并不是说必须将每个

元素都建模为对象。 一些工具还支持其他的模型范式，如规则引擎。项目需要在它们之间做出契
合实际的折中选择。这些其他的工具和技术是MODEL-DRIVEN DESIGN的补充，而不是要取而代之。

5.6 建模范式

MODEL-DRIVEN DESIGN要求使用一种与建模范式协调的实现技术。人们曾经尝试了大量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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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式，但在实践中只有少数几种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主流的范式是面向对象设计，而且现

在的大部分复杂项目都开始使用对象。这种范式的流行有许多原因，包括对象本身的固有因素、

一些环境因素，以及广泛使用所带来的一些优势。

5.6.1 对象范式流行的原因

一些团队选择对象范式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出于对象本身的原因，而是从

一开始，对象建模就在简单性和复杂性之间实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如果一个建模范式过于深奥，那么大多数开发人员可能无能掌握它，因此也无战正确地运用

它。如果团队中的非技术人员无能掌握范式的基本知识，那么他们将无怯理解模型，以至于无法

~ 建立UBIQUITOUS LANGUAGE。大部分人都比较容易理解面向对象设计的基本知识。尽管一些开发

人员还没有完全领悟建模的奥妙，但即使是非专业人员也可以理解对象模型图。

然而，虽然对象建模的概念很简单，但它的丰富功能足以捕获重要的领域知识。而且它从一

开始就获得了开发工具的支持，使得模型可以在软件中表达出来。

现在，对象范式已经发展很成熟并得到了广泛采用，这使得它具有明显的优势。项目如果没

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和工具支持，可能就要在这些方面进行研发工作，这不仅会耽误应用程序的开

发，分散应用程序的开发资源，还会带来技术风险。有些技术不能与其他技术很好地协同工作，

而且它们可能也无陆与行业标准解决方案集成，这使团队不得不重新开发一些常用的辅助工具。

但近年来，很多这样的问题已经在对象领域得以解决，而且有些问题也随着对象范式的广泛采用

而变得无关紧要（现在，对象技术已经成为主流，因此集成的任务已经落到其他方法的肩上）。

大多数新技术都提供了与主流的面向对象平台进行集成的方式。这使得集成更容易，甚至允许将

基于其他建模范式的子系统混合在一起（本章稍后将讨论）。

开发者社区和设计文化的成熟也同样重要。采用新范式的项目可能很难找到精通它的开发

人员，也很难找到能够使用新范式创建有效模型的人员。要想在短时间内培训开发人员使用新

范式往往是行不通的，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新范式和技术的模式尚未形成。或许新领域的

一些开拓者已经可以有效地使用新范式，但他们尚未发布可供人们学习的知识。

]] 而对象范式则不同，大多数开发人员、项目经理和从事项目工作的其他专家都已经很了解它。

下面我讲一个10年前在一个面向对象项目中发生的小故事，它说明了在工作中使用不成熟范

式所产生的风险。这个项目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它采用了几种当时最前沿的技术，包

括大规模使用面向对象数据库。当时这让人很兴奋。团队成员骄傲地告诉访客他们正在部署迄今

为止最大的面向对象数据库。当我加盟这个项目肘，各个团队正在研究一些面向对象的设计，并

且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对象存储在数据库中。但我们渐渐意识到，大部分数据库容量已经被耗尽了，

而这仅仅只输入了测试数据而已！实际所需的数据库还要大几十倍。实际的事务量也要大上几十

倍。是不是这个应用程序根本不适合使用面向对象数据库？是我们使用不当吗？我们已经力不从

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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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位精通对象数据库技术的专家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我们谈妥服务

价格后，他指出了3个问题根源。首先，与数据库一起提供的基础设施没有扩展到我们所需的规
模。其次，细粒度对象的存储比我们预计的代价要大得多。最后，对象模型的有些部分其内部依
赖过于复杂，以至于很少的并发事务就会产生竞争问题。

在这位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强化。现在，项目团队意识到细粒度对象的影
响，井开始寻找更适合对象数据库的模型。所有人员都深刻认识到对模型中的关系进行限制的重

要性，我们利用这种新的理解开始设计更好的模型一一一将原来那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象解祸。
除了前几个月浪费在错误路线上以外，项目的修复又损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并不是

团队由于选择了不成熟的技术和没有相关经验而遭遇的第一个挫折。遗憾的是，这个项目最终被

削减了，而且变得十分保守。直到今天，他们虽然仍会使用一些外来技术，但在应用范围上变得

谨小慎微，这导致他们可能无陆真正从这些技术中获益。

十年过去了，面向对象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业内已经提供了很多现成的解决方案，它们可以
满足大部分常见的基础设施需要。多数大型供应商，或者稳定的开源项目都提供了关键工具。这

些基础设施本身就已经被广泛使用，因此了解它们的人很多，相关书籍也很多，等等。人们已经
相当了解这些成熟技术的局限性，因此内行团队也不会过度使用它们。

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模范式并没有这么成熟。有些建模范式太难掌握了，以至于只能在

很小的专业领域内使用。有些建模范式虽然有潜力，但技术基础设施仍然不够完整、可靠，而且
很少有人理解为这些范式创建良好模型的诀窍。这些范式可能已经出现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仍然
不适合用于大多数项目。

这就是目前大部分采用协DEL-D阳VEN DESIGN的项目很明智地使用面向对象技术作为系统

核心的原因。它们不会被束缚在只有对象的系统里，因为对象已经成为内业的主流技术，人们目

前使用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有与之对应的集成工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永远只局限于对象技术。随大流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但这井
非总是应i亥走的道路。对象模型可以解决很多实际的软件问题，但也有一些领域不适合用封装了

行为的各种对象来建模。例如，活及大量数学问题的领域或者受全局逻辑推理控制的领域就不适

合使用面向对象的范式。

5.6.2 对象世界中的非对象

领域模型不一定是对象模型。例如，使用Prolog 语言实现的MODEL-DRIVEN DESIGN，它的模

型是由逻辑规则和事实构成的。模型范式为人们提供了思考领域的方式。这些领域的模型由范式

• OJ] 

塑造成型。结果就得到了遵守范式的模型，这样的模型可以用支持对应建模风格的工具来有效地 [ill] 
实现。

不管在项目中使用哪种主要的模型范式，领域中都会有一些部分更容易用某种其他范式来表
达。当领域中只有个别元素适合用其他范式时，开发人员可以接受一些鳖脚的对象，以使整个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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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持一致（或者，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大部分问题领域都更适合用其他范式来表达，

那么可以整个改为使用那种范式，并选择一个不同的实现平台）。但是，当领域的主要部分明显

属于不同的范式肘，明智的做越是用适合各个部分的范式对其建模，并使用1昆合工具集来进行实

现。当领域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性较小时，可以把用另一种范式建立的子系统封装起来，

例如，只有一个对象需要调用的复杂数学计算。其他时候，不同方面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例如，

对象的交互依赖于某些数学关系的时候。

这就是将业务规则引擎或工作流引擎这样的非对象组件集成到对象系统中的动机。混合使用

不同的范式使得开发人员能够用最适当的风格对特殊概念进行建模。此外，大部分系统都必须使

用一些非对象的技术基础设施，最常见的就是关系数据库。但是在使用不同的范式后，要想得到

一个内聚的模型就比较难了，而且让不同的支持工具共存也较为复杂。当开发人员在软件中无战

清楚地辨认出一个内聚的模型时， MODEL-DRIVEN DESIGN就会被抛诸脑后，尽管这种棍合设计更

需要它。

5.6.3 在混合范式中坚持使用MODEL-DRIVEN DESIGN 

在面向对象的应用程序开发项目中，有时会I昆合使用一些其他的技术，规则引擎就是一个常

见的例子。 一个包含丰富知识的领域模型可能会含有一些显式的规则，然而对象范式却缺少用于

表达规则和规则交互的具体语义。尽管可以将规则建模为对象（而且常常可以成功地做到），但

因对翩翩翩那些针对整个系统的全局规则很难应用。规则引擎技术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提

供了一种更自然、声明式的规则定义方式，能够有效地将规则范式融合到对象范式中。逻辑范式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且功能强大，它是对象范式的很好补充，使其可以扬长避短。

但人们井不总是能够从规则引擎的使用中得到预期结果。有些产品并不能很好地工作。有些
则缺少一种能够显示出衔接两种实现环境的模型概念相关性的无缝视图。一个常见的结果是应用

程序被割裂成两部分： 一个是使用了对象的静态数据存储系统，另一个是几乎完全与对象模型失

去联系的某种规则处理应用程序。

重要的是在使用规则的同时要继续考虑模型。团队必须找到能够同时适用于两种实现范式

的单一模型。虽然这并非易事，但还是可以办到的，条件是规则引擎支持富有表达力的实现方

式。如果不这样，数据和规则就会失去联系。与领域模型中的概念规则相比，引擎中的规则更

像是一些较小的程序。只有保持规则与对象之间紧密、清晰的关系，才能确保显示出这二者所

表达的含义。

如果没有无缝的环境，就要完全靠开发人员提炼出一个由清晰的基本概念组成的模型，以便

完全支撑整个设计。

将各个部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最有效工具就是健壮的UBIQUITOUS LANGUAGE，它是构成整个

异构模型的基础。坚持在两种环境中使用一致的名称，坚持用UBIQUITOUS LANGUAGE讨论这些名

称，将有助于消除两种环境之间的鸿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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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了。本节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使用其他范式时）没有必要放
弃MODEL-DRIVEN DESIGN，而且坚持使用它是值得的。

虽然MODEL-D阳VEN DESIGN不一定是面向对象的，但它确实需要一种富有表达力的模型结构

实现，无论是对象、规则还是工作流，都是如此。如果可用工具无法提高表达力，就要重新考虑

选择工具。缺乏表达力的实现将削弱各种范式的优势。 @]] 
当将非对象元素I昆合到以面向对象为主的系统中时，需要遵循以下4条经验规则。

口不妥和实现范式对抗。我们总是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考虑领域。找到适合于范式的模型概

念。

口把通附作为依靠的基础 即使工具之间没有严格联系时，语言使用上的高度一致性 自
也能防止各个设计部分分裂。

口不妥一味依赖m伍。有时固定使用某种工具（如U孔1L绘图工具）将导致人们通过歪曲模

型来使它更容易画出来。例如， m1L确实有一些特性很适合表达约束，但它并不是在所

有情况下都适用。有时使用其他风格的图形（可能适用于其他范式）或者简单的语言描

述比牵强附会地适应某种对象视图更好。

口保持怀疑态度。工具是否真正有用武之地？不能因为存在一些规则，就必须使用规则引

擎。规则也可以表示为对象，虽然可能不是特别优雅。多个范式会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在决定使用混合范式之前， 一定要确信主要范式中的各种可能性都已经尝试过了。尽管有些

领域概念不是以明显的对象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它们通常可以用对象范式来建模。第9章将讨论
如何使用对象技术对一些非常规类型的概念进行建模。

关系范式是范式混合的一个特例。作为一种最常用的非对象技术，关系数据库与对象模型的

关系比其他技术与对象模型的关系更紧密，因为它作为一种数据持久存储机制，存储的就是对象。
第6章将讨论用关系数据库来存储对象数据，井介绍在对象生命周期中将会遇到的诸多挑战。 ~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国

第6 章
领域对象的生命周期

每个对象都有生命周期如图6－机对象自创建后，可能会经历各种不同的状态

直至最终消亡一一要么存档，要么删除。当然，很多对象是简单的临时对象，仅通过

调用构造函数来创建，用来做一些计算，而后由垃圾收集器回收。这类对象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但有些对象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其中一部分时间不是在活动内存中度过的。 它们与其他对象具

有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它们会经历一些状态变化，在变化时要遵守一些固定规则。 管理这些对象

时面临诸多挑战，稍有不慎就会偏离MODEL-D阳VEN DESIGN的轨道。

创建

活动状态

删除

存储

重建

抒档

数情库或
文件表不

图6-1 领域对象的生命周期

主要的挑战有以下两类。

(1）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维护完整性。

(2）防止模型陷入管理生命周期复杂性造成的困境当中。

数据库表示

本章将通过3种模式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AGGREGATE （聚合），它通过定义清晰的所属关系

和边界，并避免棍乱、错综复杂的对象关系网来实现模型的内聚。聚合模式对于维护生命周期各

个阶段的完整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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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生命周期的开始阶段，使用FACTORY （工厂）来创建和重建复

杂对象和AGGREGATE （聚合），从而封装它们的内部结构。最后，在生命周期的中间和末尾使用

REPOSITORY （存储库）来提供查找和检索持久化对象并封装庞大基础设施的手段。

尽管REPOSITORY和FACTORY本身井不是来源于领域，但它们在领域设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这些结构提供了易于掌握的模型对象处理方式，｛吏MODEL-DRIVEN DESIGN更完备。

使用AGGREGATE进行建模，并且在设计中结合使用FACTORY和REPOSITORY，这样我们就能够

在模型对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以有意义的单元、系统地操纵它们。 AGGREGATE可以划分出一个

范围，这个范围内的模型元素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都应该维护其固定规则。 FACTORY和

REPOSITORY在AGGREGATE基础上进行操作，将特定生命周期转换的复杂性封装起来。

6.1 模式： AGGREGATE

减少设计中的关联有助于简化对象之间的遍历，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关系的急剧增多。但大
多数业务领域中的对象都具有十分复杂的联系，以至于最终会形成很长、很深的对象引用路径，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路径上追踪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乱状态反映了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
界中就很少有清晰的边界。但这却是软件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假设我们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Person对象。这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工作描述要一起被删
除，但要如何处理地址呢？可能还有其他人住在同一地址。如果删除了地址，那些Person对象将

会引用一个被删除的对象。如果保留地址，那么垃圾地址在数据库中会累积起来。虽然自动垃摄
收集机制可以清除垃圾地址，但这也只是一种技术上的修复；就算数据库系统存在这种处理机制，

因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82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一个基本的建模问题依然被忽略了。

即便是在考虑孤立的事务肘，典型对象模型中的关系网也使我们难以断定一个修改会产生哪

[ill] 些潜在的影响。仅仅因为存在依赖就更新系统中的每个对象，这样做是不现实的。
在多个客户对相同对象进行并发访问的系统中，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当很多用户对系统中的

对象进行查询和更新时，必须防止他们同时修改互相依赖的对象。范围错误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具有复杂关联的模型中，要想保证对象更改的一致性是很困难的。不仅互不关联的对象需

要遵守一些固定规则，而且紧密关联的各组对象也要遵守一些固定规则。然而，过于谨慎的锁定

机制又会导致多个用户之间毫无意义地互相干扰，从而使系统不可用。

换句话说，我们如何知道一个由其他对象组成的对象从哪里开始，又到何处结束呢？在任何

具有持久化数据存储的系统中，对数据进行修改的事务必须要有范围，而且要有保持数据一致性

的方式（也就是说，保持数据遵守固定规则）。数据库支持各种锁机制，而且可以编写一些测试

来验证。但这些特殊的解决方案分散了人们对模型的注意力，很快人们就会回到“走一步，看一

步”的老路上来。

实际上，要想找到一种兼顾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求对领域有深刻的理解，例如，要了解

特定类实例之间的更改频率这样的深层次因素。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使对象间冲突较少而固定规则

联系更紧密的模型。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是数据库事务方面的一个技术难题，但它的根源却在模型，归根结

底是由于模型中缺乏明确定义的边界。从模型得到的解决方案将使模型更易于理解，并且使设计

更易于沟通。当模型被修改时，它将引导我们对实现做出修改。

人们已经开发出很多模式（scheme）来定义模型中的所属关系。下面这个简单但严格的系统

就提炼自这些概念，其包括一组用于实现事务（这些事务用来修改对象及其所有者）的规则∞。

首先，我们需要用一个抽象来封装模型中的引用。 AGGREGATE就是一组相关对象的集合，我

们把它作为数据修改的单元。每个AGGREGATE都有一个根（root）和一个边界（boundary）。边界

定义了AGG阻GATE的内部都有什么。根则是AGGREGATE所包含的一个特定ENTITY。对AGGREGATE

[ill] 而言，外部对象只可以引用根，而边界内部的对象之间则可以互相引用。除根以外的其他ENηTY

都有本地标识，但这些标识只在AGG阻GATE内部才需要加以区别，因为外部对象除了根ENTITY之

外看不到其他对象。

汽车修配厂的软件可能会使用汽车模型。如图6-2所示。汽车是一个具有全局标识的ENTITY:

我们需要将这部汽车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汽车区分开（即使是一些非常相似的汽车）。我们可以使

用车辆识别号来进行区分，车辆识别号是为每辆新汽车分配的唯一标识符。我们可能想通过4个

轮子的位置跟踪轮胎的转动历史。我们可能想知道每个轮胎的里程数和磨损度。要想知道哪个轮

胎在哪儿，必须将轮胎标识为ENTITY。当脱离这辆车的上下文后，我们很可能就不再关心这些轮

( David Siegel于20世纪90年代发明了这个系统，并在一些项目上使用了它，但并没有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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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标识了 。 如果更换了轮胎并将旧轮胎送到回收厂，那么软件将不再需要跟踪它们，它们会成

为一堆废旧轮胎中的一部分。没有人会关心它们的转动历史。更重要的是，即使轮胎被安在汽车

上，也不会有人通过系统查询特定的轮胎，然后看看这个轮胎在哪辆汽车上。人们只会在数据库

中查找汽车，然后临时查看一下这部汽车的轮胎情况。因此，汽车是AGGREGATE的根ENTITY，而

轮胎处于这个AGGREGATE的边界之内。另一方面，发动机组上面都刻有序列号，而且有时是独立

于汽车被跟踪的。 在一些应用程序中，发动机可以是自己的AGG阻GATE的根。

< Aggregate Root>> 

Engine 

, ,, , 

、
、
、
、
、

AGGR F.GATF.边界外部的对象
可以引用根Car，或者通过
TD在数据库中查询它

AGGREGATE边界外郁的
对象可能不会引用Tire,
因为它是内部的

图6-2 本地标识与全局标识及对象引用

固定规则（invariant）是指在数据变化时必须保持的一致性规则，其涉及AGG阻GATE成员之

间的内部关系。而任何跨越AGG阻GATE的规则将不要求每时每刻都保持最新状态。通过事件处理、

批处理或其他更新机制，这些依赖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得以解决。但在每个事务完成肘， AGGREGATE

内部所应用的固定规则必须得到满足，如图6-3所示。

现在，为了实现这个概念上的AGGREGA'.田，需要对所有事务应用一组规则。

口根ENTITY具有全局标识，它最终负责检查固定规则。

口根ENTITY具有全局标识。边界内的ENTITY具有本地标识，这些标识只在AGG阻GATE内部

才是唯一的。

口 AGG阻GATE外部的对象不能引用除根ENηTY之外的任何内部对象。根ENTITY可以把对内

回

回

部ENTITY的引用传递给它们，但这些对象只能临时使用这些引用，而不能保持引用。根 [ill] 
可以把一个VALUE OBJECT的副本传递给另一个对象，而不必关心它发生什么变化，因为

它只是一个VALUE，不再与AGGREGATE有任何关联。

口作为上一条规则的推论，只有AGG阻GATE的根才能直接通过数据库查询获取。所有其他

对象必须通过遍历关联来发现。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84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口 AGGREGATE内部的对象可以保持对其他AGG阻GATE根的引用。

口删除操作必须一次删除AGGREGATE边界之内的所有对象。（利用垃圾收集机制，这很容易

做到。由于除根以外的其他对象都没有外部引用，因此删除了根以后，其他对象均会被

回收。）

口当提交对AGGREGATE边界内部的任何对象的修改时，整个AGGREGATE的所有固定规则都必

须被满足。

< Entity>

< Aggregate Root>

local ident.{LF,LR,RF,RR} 

町

7
j
n
u

响
一－m

川
－
p

n

一
D

U
--m-h 

c-fm
-w 

“

一－w4 一
< Entity>

Wheel 

Tire 
Position 

< Entity>

在rotate方法中可以规定两个
固定规则，日前rotate方法是
iii:l:外部访问来更改轮胎位
置的唯一方法

time period 
mi leage local identi ty {arbitrary} 

mileage 

｛同一个车轮上不能
有时间段的重叠｝ {mileage = sumσosition.mileage)} 

图6-3 AGGREGATE的固定规则

我们应该将 ENTITY和 VALUE OBJECT分门别类地聚集到AGGREGATE 中，井定义每个

AGGREGATE的边界。在每个AGGREGATE中，选择一个ENTITY作为根，并通过根来控制对边界内

真他对象的所有访问。只允许外部对象保持对根的引用。对内部成员的临时引用可以被传递出去，

但仅在一次操作中有效。由于根控制访问，因此不能绕过它来修改内部对象。这种设计有利于确

保AGGREGATE中的对象满足所有固定规则，也可以确保在任何状态变化时AGGREGATE作为一个

整体满足固定规则。

有一个能够声明AGG阻GATE的技术框架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就可以自动实施锁机制和其他一

些功能。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框架，团队就必须靠自我约束来使用事先商定的AGGREGATE，井按

照这些AGG阻GATE来编写代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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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个简化的采购订单系统（见图6-4）可能具有的复杂性。

Purchase Order 

approved limit 

{sum of Item amounts <= PO 
approved limit} 

* 
Purchase Order 

Line Item 

quantity 

图6-4 一个采购订单系统的模型

图6-4展示了一个典型的采购订单（Purchase Order, PO）视图，它被分解为采购项（Line Item) , 

一条固定规则是采购项的总量不能超过PO总额的限制。当前实现存在以下3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固定规则的实施。当添加新采购项时， PO检查总额，如果新增的采购项使总额超出限制，

则将PO标记为无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保护机制井不充分。

(2）变史管理。当PO被删除或存档时，各个采购项也将被一块处理，但模型井没有给出关系

应该在何处停止。在不同时间更改部件（Part）价格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明确。

(3）数据库共享。数据库会出现由于多个用户竞争使用而带来的问题。

多个用户将并发地输入和更新各个PO，因此必须防止他们互相干扰。让我们从一个非常简
单的策略开始， 当一个用户开始编辑任何一个对象时，锁定该对象，直到用户提交事务。这样，
当George编辑采购项001时， Amanda就无怯访问该项。 Amanda可以编辑其他PO上的任何采购项

（包括George正在编辑的PO上的其他采购项），如图6-5所示。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1 ,000.00 

Item # Quantity Part Price Amount 

001 3 Guitars @ 100.00 300.00 

002 2 τrombones @ 200.00 400.00 

Total: 700.00 

图6-5 数据库中存储的PO的初始情形

每个用户都将从数据库读取对象，井在自己的内存空间中实例化对象，而后在那里查看和编
辑对象。只有当开始编辑时，才会请求进行数据库锁定。因此， George牙口Amanda可以同时工作，

只要他们不同时编辑相同的采购项即可。 一切正常，直到］George和Amanda开始编辑同一个PO上

的不同采购项，如图6-6所示。

回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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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e在他的视圈中添加了两把亩他

PO #0012946 Approved Lim it: $ 1000.00 

Amanda在她的视阁中添加了一把长号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1,000.00 

Ttem # Quantity Part Price Amount Item# Quantity Part Price Amount 

00 1 I 5 I Guitars 

002 I 2 I Trombones 

500.00 

200.00 I 400.00 

Total: 900.00 

001 

002 

3 Guitars @ 100.00 

3 Trombones @200.00 

Tota l: 

图6-6 在不同事务中同时进行的编辑

从这两个用户和他们各自软件的角度来看，他

们的操作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忽略了事务期间数

据库其他部分所发生的变化，而且每个用户都没有

修改被对方锁定的采购项。

当这两个用户保存了修改之后，数据库中就存

储了一个违反领域模型固定规则的PO。一条重要的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1,000.00 

Item # Quantity Pa此 Pnce

001 I 5 I Guitars 

002 I 3 I Trombones 

300.00 

600.00 

900.00 

Amount 

500.00 

600.00 

[ill] 业务规则被破坏了，但并没有人知道，如图6-7所示。 Total: 1,100.00 

显然，锁定单个行并不是一种充分的保护机

制。如果一次锁定一个PO，可以防止这样的问题发

图6-7 最后的PO超过了批准

限额（破坏了固定规

生，如图6-8所示。

George编辑他的视图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 1,000.00 

Hem # Quantity Part Price Amount 

001 I s I G山tars I @ 100.oo l soo.oo 

002 I 2 I Trombones I @ 200.00 I 400.00 

Total: 900.00 

George已经提交更改

Amanda被锁定在PO #0012946之外

Amanda获得访问权， George所做的更改被显示出来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1,000.00 

Item # Quantity Par l 

001 I 5 ! Gu山ita
002 I 3 !Trombones 

Price Amount 

I 00.00 I 500.00 

600.00 

Limit exceeded 今 Total: 1,100.00 

图6-8 锁定整个PO可以确保满足固定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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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Amanda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程序将不允许保存这个事务， Amanda可以通过提高限额或
减少一把吉他来解决此问题。这种机制防止了问题，如果大部分工作分布在多个PO上，那么这
可能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是很多人同时对一个大PO的不同项进行操作时，这种锁定机
制就显得很笨拙了。

即便是很多小PO，也存在其他方陆破坏这条固定规则。让我们看看“Part”。如果在Amanda
将长号加入订单时，有人更改了长号的价格，这不也会破坏固定规则吗？

那么，我们试着除了锁定整个PO之外，也锁定Part。图6-9展示了当George 、 Amanda和Sam ITm 
在不同PO上工作时将会发生的情况。

George在编辑PO

Guitars和T「ombones被锁定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1,000.00 

Amanda添加长号，必须等待George完成工作Violins

被锁定
r--
PO #0012932 Approved Limit: $1 ,850.00 

因
，
、d盯

i m
--
H 

l; 如
一
G

V- l· t
- 

n
H
E
句
，a

qaE HUWE 
ny- U

仲
『
; 扪

－

A
U

创
－
o

t
“ 

I· 
Price Amount 

002 2 I Trombones 

OURAU 
O
υ
－
n
υ
 

··O 
AO

-
AU 

AO

-
nu 

鸣
，
“
－A
吨

rmo bu-v 
w- nv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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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Amount 

002 2 I Trombones 

n
υ
－
A
O
 

AU

-
00 
.. 

nu
-
AV 

AU

-
AO 

匀
，
“
－
A
崎

’” 
l· 

Total: 600.00 Total: 1,600.00 

Sam添加长号．必须等待George完成工作

PO #0013003 Approved Limit: $15,000.00 

ltem # Quantity Part Pric晤

。01 I I I Piano 

002 I 2 I Trombones 

Amount 
n
U
E
A
υ
 

AUEAV 

.. 
AUVEAO 

n
U
E
n
υ
 

A
U
E
a
a唱

,. 
l 

Total: 1,400.00 

图6-9 过于谨慎的锁定会妨碍人们的工作

工作变得越来越麻烦，因为在Part上出现了很多争用的情况。这样就会发生图6-10中的结果：
3个人都需要等待。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改进模型，在模型中加入以下业务知识。
(1) Part在很多PO中使用（会产生高竞争）。

(2）对Part的修改少于对PO的修改。

(3）对Price （价格）的修改不一定要传播到现有PO，它取决于修改价格时PO处于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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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添加小提琴，必须等待Amanda完成工作（I)

PO #0012946 Approved Limit: $1,000.00 

Item # Quantity Part Price Amount 

001 2 Guitars @ 100.00 200.00 

002 2 Trombone唱 @200.00 400.00 

003 l Violins @ 400.00 400.00 

Total: 1,000.00 

图6-10 死锁

当考虑已经交货井存档的PO时，第三点尤为明显。它们显示的当然是填写时的价格，而不

是当前价格。

Part 

price 

Purchase Order 

{sum ofTtem amounts <= PO 
approved limit} 

图6-11 price被复制至ULine Item中，现在可以确保楠足聚合的固定规则l了

按照图6-11 ，这个模型得到的实现可以确保满足PO和采购项相关的固定规则，同时，修改

部件的价格将不会立即影响引用部件的采购项。涉及面更广的规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满足。例

如，系统可以每天为用户列出价格过期的采购项，这样用户就可以决定是更新还是去掉采购项。

但这并不是必须一直保持的固定规则。通过减少采购项对Part的依赖，可以避免争用，并且能够

更好地反映出业务的现实情况。同时，加强PO与采购项之间的关系可以确保遵守这条重要的业

务规则。

AGGREGATE强制了PO与采购项之间符合业务实际的所属关系。 PO和采购项的创建及删除很

[ill] 自然地被联系在一起，而Part的创建和删除却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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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辛 辛卡 ""'" 

AGGREGATE划分出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必须满足一些固定规则。

接下来要讨论的两种模式FACTORY和REPOSITORY都是在AGGREGATE上执行操作，它们将特定生命

周期转换的复杂性封装起来…… [!TI] 

6.2 模式 ： FACTORY

当创建一个对象或创建整个AGGREGATE时，如果创建工作很复杂，或者暴露了过多的内部结

构，贝lj可以使用FACTORY进行封装。

来 4卡米

对象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复杂的内部配置以及关联方面。我们应该一直对对象进行提炼，直

到所有与其意义或在交互中的角色无关的内容被完全剔除为止。一个对象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要承

担大量职责。 如果再让复杂对象负责自身的创建，那么职责过载将会导致问题。

汽车发动机是一种复杂的机械装置，它由数十个零件共同协作来履行发动机的职责一一－使轴

转动。我们可以试着设计一种发动机组，让它自己抓取一组活塞并塞到汽缸中，火花塞也可以自

因

己找到插孔井把自己拧进去。但这样组装的复杂机器可能没有我们常见的发动机那样可靠或高 [ill] 
效。相反，我们用其他东西来装配发动机。或许是机械师，或者是工业机器人。无论是机器人还

是人，实际上都比二者要装配的发动机复杂。装配零件的工作与使轴旋转的工作完全无关。只是

在生产汽车时才需要装配工，我们驾驶时并不需要机器人或机械师。由于汽车的装配和驾驶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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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同时发生，因此将这两种功能合并到同一个机制中是毫无价值的。同理，装配复杂的复合对

象的工作也最好与对象要执行的工作分开。

但将职责转交给另一个相关方一一应用程序中的客户（client）对象一一会产生更严重的问

题。客户知道需要完成什么工作，并依靠领域对象来执行必要的计算。如果指望客户来装配它需

要的领域对象，那么它必须要了解一些对象的内部结构。为了确保所有应用于领域对象各部分关

系的固定规则得到满足，客户必须知道对象的一些规则。甚至调用构造函数也会使客户与所要构

建的对象的具体类产生藕合。结果是，对领域对象实现所做的任何修改都要求客户做出相应修改，

这使得重构变得更加困难。

当客户负责创建对象时，它会牵挂步不必要的复杂性，并将其职责搞得模糊不清。这违背了领

域对象及所创建的AGGREGATE的封装要求。更严重的是，如果客户是应用层的一部分，那么职责

就会从领域层泄漏到应用层中。应用层与实现细节之间的这种精合使得领域层抽象的大部分优势

荡然无存，而且导致后续更改的代价变得更加高昂。

对象的创建本身可以是一个主要操作，但被创建的对象并不适合承担复杂的装配操作。将这

些职责混在一起可能产生难以理解的拙劣设计。让窑户直接负责创建对象又会使客户的设计陆入

混乱，并且破坏被装配对象或AGGREGATE的封装，而且导致客户与被创建对象的实现之间产生

过于紧密的搞合。

复杂的对象创建是领域层的职责，然而这项任务并不属于那些用于表示模型的对象。在有些

[ill] 情况下，对象的创建和装配对应于领域中的重要事件，如“开立银行账户”。但一般情况下，对
象的创建和装配在领域中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们只不过是实现的一种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在领域设计中增加一种新的构造，它不是ENTITY 、 VALUE OBJECT，也不是SERVICE。这

与前一章的论述相违背，因此把它解释清楚很重要。我们正在向设计中添加一些新元素，但它们

不对应于模型中的任何事物，而确实又承担领域层的部分职责。

每种面向对象的语言都提供了一种创建对象的机制（例如， Java和C＋＋中的构造函数，

Smalltalk中创建实例的类方战），但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更加抽象且不与其他对象发生搞合的构造

机制。这就是FACTORY，它是一种负责创建其他对象的程序元素。如图6-12所示。

客户指定
需妥什么

FACTORY负责便成
满足有：户和内部规
则的对象

,0 

I ＆山 ｜ ｜ 皿 lnew(parameters) 

→一ω 图6-12 与FACTORY的基本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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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对象的接口应该封装对象的实现一样（从而使客户无需知道对象的工作机理就可以使用
对象的功能） , FACTORY封装了创建复杂对象或AGGREGATE所需的知识。它提供了反映客户目标的
接口，以及被创建对象的抽象视图。

因此：

应该将创建复杂对象的实例和AGG阻GATE的职责转移给单独的对象，这个对象本身可能没有
承担领域模型中的职责，但它仍是领域设计的一部分。提供一个封装所有复杂装配操作的接口，
而且这个接口不需要客户引用要被实例化的对象的具体类。在创建AGGREGATE时要把它作为一
个整体，并确保它满足固定规则。

->t< 争卡 米

FACTORY有很多种设计方式。［Gamma et al. 1995）中详尽论述了几种特定目的的创建模式，包
括FACTORY METHOD （工厂方法）、 ABST队CT FACTORY （抽象工厂）和BUILDER （构建器）。该书

主要研究了适用于最复杂的对象构造问题的模式。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深入讨论FACTORY的设计问
题，而是要表明FACTORY的重要地位一一它是领域设计的重要组件。正确使用FACTORY有助于保
证MODEL-DRIVEN DESIGN沿正确的轨道前进。

任何好的工厂都需满足以下两个基本需求。

(1）每个创建方法都是原子的，而且要保证被创建对象或AGG阻GATE的所有固定规则。
FACTORY生成的对象要处于一致的状态。在生成ENTITY时，这意味着创建楠足所有固定规则的整
个AGGREGATE，但在创建完成后可以向聚合添加可选元素。在创建不变的VALUE OBJECT 时，这意
味着所有属性必须被初始化为正确的最终状态。如果FACTORY通过其接口收到了一个创建对象的

请求，而它又无法正确地创建出这个对象，那么它应该抛出一个异常，或者采用其他机制，以确
保不会返回错误的值。

(2) FACTORY应该被抽象为所需的类型，而不是所要创建的具体类。［Gamma et al. 1995）中的
高级FACTORY模式介绍了这一话题。

6.2.1 选择FACTORY及其应用位置

一般来说， FACTORY的作用是隐藏创建对象的细节，而且我们把FACTORY用在那些需要隐藏
细节的地方。这些决定通常与AGGREGATE有关。

例如，如果需要向一个已存在的AGGREGATE添加元素，可以在AGG阻GATE的根上创建一个
FACTORY ME四OD。这样就可以把AGGREGATE的内部实现细节隐藏起来，使任何外部客户看不到

这些细节，同时使根负责确保AGGREGATE在添加元素时的完整性，如图6-13所示。

另一个示例是在一个对象上使用FACTORY METHOD，这个对象与生成另一个对象密切相关，
但它并不拥有所生成的对象。当一个对象的创建主要使用另一个对象的数据（或许还有规则）时，
则可以在后者的对象上创建一个FACTORY METHOD，这样就不必将后者的信息提取到其他地方来

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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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前者。这样做还有利于表达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

Purchase item不是Ar.G阳GA ／征

的丰候，因此itemNumber只有
在AGGRιGi\'IU内部才是唯一的

, 
, , 

, 

newltem(pt393, 5) 

---” 
po678 Purchase Order create - 13 . Purchase Item 

id=b123 
itemNumber =“13” 
quantity = 5 

〈二。

i3 

pt393 : Catalog Part 

i2 : Purchase Item 
LD 

q

HU 

叫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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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一个FACTORY METHOD封装了AGG阻GATE的扩展

在图6-14中， Trade Order不属于Brokerage Account所在的AGGREGATE，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与

交易执行应用程序进行交互，所以把它放在Brokerage Account中只会碍事。尽管如此， ti:Brokerage

Account负责控制Trade Order的创建却是很自然的事情。 Brokerage Account含有会被嵌入到Trade

Order中的信息（从自己的标识开始），而且它还包含与交易相关的规则一一这些规则控制了哪些

交易是允许的。隐藏Trade Order的实现细节还会带来一些其他好处。例如，我们可以将它重构为

一个层次结构，分别为Buy Order和Sell Order创建一些子类。 FACTORY可以避免客户与具体类之间

产生藕合。

new Buy(“WCOM”, 500) I b 123 Brc归rage Account 
t456 · TradeOrder 

creatc 
orderld = t456 
brokerageAccountld = b 123 
type = BuyOrder 
security =“WCOM” 
numberOfShares = 500 

唔二----0 I accountNumber = b 123 
t456 I customerName =“Joe Smith" 

回

图6-14 FACTORY METHOD生成一个ENTITY，但这个ENTITY并不属于FACTORY所在的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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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与被构建对象之间是紧密藕合的，因此FACTORY应该只被关联到与被构建对象有着密

切联系的对象上。当有些细节需要隐藏（无论要隐藏的是具体实现还是构造的复杂性）而又找不
到合适的地方来隐藏它们时，必须创建一个专用的FACTORY对象或SERVICE。整个AGG阻GATE通常

由一个独立的FACTORY来创建， FACTORY负责把对根的引用传递出去，井确保创建出的AGGREGATE
满足固定规则。如果AGG阻G且E内部的某个对象需要一个FACTORY，而这个FACTORY又不适合在

AGG阻G且E根上创建，那么应该构建一个独立的FACTORY。但仍应遵守规则一一把访问限制在
AGG阻GATE内部，井确保从AGGREGA:四外部只能对被构建对象进行临时引用，如图6- 15所示。

主应验旦Z立 ' 年
Account Factorv ' -

create 
bl23 : Brokerae.e Account I l 're阳叫 Jo华凶单皿且 一＋

‘←－－。b123 
accountNumber = “ b123” 
customerName =“Joe Smith" 

回t x puv nu 
l
--’ 

八
l
l
t凸

两
、d

气
／
－

l 

单坐旦笃旦
account number Marizin Account 

主呈且且呈11££

图6-15 由一个独立的FACTORY来构建AGG阻GATE

6.2.2 有些情况下只需使用构造函数

我曾经在很多代码中看到所有实例都是通过直接调用类构造函数来创建的，或者是使用编程
语言的最基本的实例创建方式。 FACTORY的引入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井未得到充
分利用。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直接使用构造函数确实是最佳选择。 FACTORY实际上会使那些不具
有多态性的简单对象复杂化。

在以下情况下最好使用简单的、公共的构造函数。

口 类（class）是一种类型（type）。它不是任何相关层次结构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通过接
口实现多态性。

口客户关心的是实现，可能是将其作为选择STRATEGY的一种方式。

口客户可以访问对象的所有属性，因此向客户公开的构造函数中没有嵌套的对象创建。
口构造并不复杂。

口公共构造函数必须遵守与FACTORY相同的规则：它必须是原子操作，而且要满足被创建对

象的所有固定规则。

不要在构造函数中调用其他类的构造函数。构造函数应该保持绝对简单。复杂的装配，特别
是AGGREGATE，需要使用FACTORY。使用FACTORY METHOD的门槛并不高。

Java类库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例子。所有集合都实现了接口，接口使得客户与具体实现之间不
产生祸合。然而，它们都是通过直接调用构造函数创建的。但是，集合类本来是可以使用FACTORY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94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来封装集合的层次结构的。而且，客户也可以使用FACTORY的方陆来请求所需的特性，然后由

FACTORY来选择适当的类来实例化。这样一来，创建集合的代码就会有更强的表达力，而且新增

集合类时不会破坏现有的Java程序。

但在某些场合下使用具体的构造函数更为合适。首先，在很多应用程序中，实现方式的选择

对性能的影响是非常敏感的，因此应用程序需要控制选择哪种实现（尽管如此，真正智能的

FACTORY仍然可以满足这些因素的要求）。不管怎样，集合类的数量并不多，因此选择并不复杂。

虽然没有使用FACTORY，但抽象集合类型仍然具有一定价值，原因就在于它们的使用模式。

集合通常都是在一个地方创建，而在其他地方使用。这意味着最终使用集合（添加、删除和检索

其内容）的客户仍可以与接口进行对话，从而不与实现发生藕合。集合类的选择通常由拥有该集

[@] 合的对象来决定，或是由该对象的FACTORY来决定。

6.2.3 接口的设计

当设计FACTORY的方陆签名时，无论是独立的FACTORY)f是FACTORY METHOD，都要记住以下

两点。

口每个操作都必须是原子的。我们必须在与FACTORY的一次交互中把创建对象所需的所有信

息传递给FACTORY。同时必须确定当创建失败时将执行什么操作，比如某些固定规则没有

被捕足。可以抛出一个异常或仅仅返回null。为了保持一致，可以考虑采用编码标准来处

理所有FACTORY的失败。

日 Factory将与其参数发生精令。如果在选择输入参数时不小心，可能会产生错综复杂的依赖

关系。藕合程度取决于对参数（缸引ment）的处理。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参数插入到要构建的

对象中，则依赖度是适中的。如果从参数中选出一部分在构造对象时使用，搁合将更紧密。

最安全的参数是那些来自较低设计层的参数。即使在同一层中，也有一种自然的分层倾向，

其中更基本的对象被更高层的对象使用（第10章将从不同方面讨论这样的分层，第16章也会论述

这个问题）。

另一个好的参数选择是模型中与被构建对象密切相关的对象，这样不会增加新的依赖。在前

面的Purchase Order Item示例中， FACTORY ME叩OD将Catalog Part作为一个参数，它是Item的一个

重要的关联。这在Purchase Order类和Part之间增加了直接依赖。但这3个对象组成了一个关系密

切的概念小组。不管怎样， Purchase Order的AGGREGATE已经引用了Part。因此将控制权交给

AGGREGA'.四根，并封装AGGREGATE的内部结构是一个不错的折中选择。

使用抽象类型的参数，而不是它们的具体类。 FACTORY与被构建对象的具体类发生藕合，而

[ill] 无需与具体的参数发生娟合。

6.2.4 固定规则的相关逻辑应放置在哪里

FACTORY负责确保它所创建的对象或AGG阻GATE楠足所有固定规则，然而在把应用于一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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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规则移到该对象外部之前应三，思。 FACTORY可以将固定规则的检查工作委派给被创建对象，

而且这通常是最佳选择。

但FACTORY与被创建对象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 FACTORY已经知道被创建对象的内部结构，

而且创建FACTORY的目的与被创建对象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把固定规则的相

关逻辑放到FACTORY中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让被创建对象的职责更明晰。对于AGGREGA:四规则

来说尤其如此（这些规则会约束很多对象）。但固定规则的相关逻辑却特别不适合放到那些与其
他领域对象关联的FACTORY METHOD中。

虽然原则上在每个操作结束时都应该应用固定规则，但通常对象所允许的转换可能永远也不
会用到这些规则。可能ENTITY标识属性的赋值需要满足一条固定规则。但该标识在创建后可能一

直保持不变。VALUE OBJECT则是完全不变的。如果逻辑在对象的有效生命周期内永远也不被用到，
那么对象就没有必要携带这个逻辑。在这种情况下， FACTORY是放置固定规则的合适地方，这样

可以使FACTORY创建出的对象更简单。

6.2.5 ENTITY FACTORY与VALUE OBJECT FACTORY 

ENTITY FACTORY与VALUE OB厄CT FACTORY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由于VALUE OBJECT是不可变

的，因此， FACTORY所生成的对象就是最终形式。因此FACTORY操作必须得到被创建对象的完整

描述。而ENTITYFACTORY则只需具有构造有效AGGREGATE所需的那些属’性。对于固定规则不关心

的细节，可以之后再添加。

我们来看一下为ENTITY分配标识时将涉及的问题（VALUE OBJECT不会涉及这些问题）。正如
第5章所指出的那样，既可以由程序自动分配一个标识符， 也可以通过外部（通常是用户）提供

一个标识符。如果客户的标识是通过电话号码跟踪的，那么该电话号码必须作为参数被显式地传

回

递给FACTORY。当由程序分配标识符时， FACTORY是控制它的理想场所。尽管唯－跟踪ID实际上 [§] 
是由数据库“序列”或其他基础设施机制生成的，但FACTORY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标识，以及将标

识放到何处。

6.2.6 重建己存储的对象

到目前为止， FACTORY只是发挥了它在对象生命周期开始时的作用。到了某一时刻，大部分

对象都要存储在数据库中或通过网络传输，而在当前的数据库技术中，几乎没有哪种技术能够保

持对象的内容特征。 大多数传输方怯都要将对象转换为平面数据才能传输，这使得对象只能以非

常有限的形式出现。因此，检索操作潜在地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将各个部分重新装配成一个可用
的对象。

用于重建对象的FACTORY与用于创建对象的FACTORY很类似，主要有以下两点不同。

(1）用于重建对象的ENTITY FACTORY不分配新的跟踪D。 如果重新分配D，将丢失与先前对

象的连续性。因此，在重建对象的FACTORY中，标识属性必须是输入参数的一部分。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96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勾当固定规则未被满足时，重建对象的FACTORY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当创建新对象

时，如果未满足固定规则， FACTORY应该简单地拒绝创建对象，但在重建对象时则需要更灵活的

晌应。如果对象已经在系统的某个地方存在（如在数据库中），那么不能忽略这个事实。但是，

同样也不能任凭规则被破坏。必须通过某种策略来修复这种不一致的情况，这使得重建对象比创

建新对象更困难。

图6-16和图6-17显示了两种重建。当从数据库中重建对象时，对象映射技术就可以提供部分

或全部所需服务，这是非常便利的。当从其他介质重建对象时，如果出现复杂情况， FACTORY是

个很好的选择。

CUST table row{id=cl23, 
fname＝勺。c”，
I name= '‘Smith”,...} 

0 
I. create(an SQL ResultSet) I SOL Customer Factorv I 3. create 

---., －一＿＿..
‘号--0

cl23 

2. delegate 

: 0-R Manr川11! Tech 

c 123 · Customer 

custorncrld = c l23 
lastName =“Smith” 
firstName = “ Joe” 

图6-16 从关系数据库中检索一个ENηTY并重建它

“＜custo町ier>

<custid>c I 23<custid> 
<fullname>Joe Smith</fullname> 

。

I. create(someX1伍）

－一一.. I XMLC …| 3. create _. 

喝专-0

cl23 

• 2. parse（…肌）

主M1.h监呈Z

图6-17 重建以XML形式传输的ENTITY

custornerld = c 123 
lastName =“Smith” 
firstName = “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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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必须把创建实例的访问点标识出来，并显式地定义它们的范围。它们可能只是构造函
数，但通常需要有一种更抽象或更复杂的实例创建机制。为了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在设计中引入
新的构造一－FACTORY 。 FACTORY通常不表示模型的任何部分，但它们是领域设计的一部分，能
够使对象更明确地表示出模型。

FACTORY封装了对象创建和重建时的生命周期转换。还有一种转换大大增加了领域设计的技
术复杂性，这是对象与存储之间的互相转换。这种转换由另一种领域设计构造来处理，它就是
REPOSITORY 。

6.3 模式 ： REPOSITORY

我们可以通过对象之间的关联来找到对象。但当它处于生命周期的中间时，必须要有一个起
点，以便从这个起点遍历到一个ENTITY或VALUE。

外号 宇卡 米

无论要用对象执行什么操作，都需要保持一个对它的引用。那么如何获得这个引用呢？一种
方怯是创建对象，因为创建操作将返回对新对象的引用。第二种方怯是遍历关联。我们以一个已
知对象作为起点，并向它请求一个关联的对象。这样的操作在任何面向对象的程序中都会大量用
到，而且对象之间的这些链接使对象模型具有更强的表达能力。但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作为起点的
那个对象。

国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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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项目，团队成员对MODEL-DRIVEN DESIGN怀有极大的热情，因而

试图通过创建对象或遍历对象的方怯来访问所有对象。他们的对象存储在对象数据库中，而且他

们推断出已有的概念关系将提供所有必要的关联。他们只需完成充分的分析工作，以便使整个领

卫丑 域满足内聚的要求。这种自己强加的限制导致他们创建出的模型错综复杂，而前几章我们一直试

图通过仔细地实现ENTITY和应用AGGREGATE来避免这种复杂性。这种策略井没有坚持多长时间，

但团队成员也一直没有用一种更有条理的方怯来取代它。他们临时拼凑了一些解决方案，并放弃

了最初的宏伟抱负。

想到这种方峙的人井不多，尝试它的人就更少了，因为人们将大部分对象存储在关系数据库

中。这种存储技术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使用第三种获取引用的方式一一基于对象的属性，执行查询

来找到对象；或者是找到对象的组成部分，然后重建它。

数据库搜索是全局可访问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访问任何对象。由此，所有对象不需要相互

联接起来，整个对象关系网就能够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是提供遍历还是依靠搜索，这成为一个

设计决策，需要在搜索的解藕与关联的内聚之间做出权衡。 Customer对象应该保持该客户所有已

订的Order吗？应该通过Customer ID字段在数据库中查找Order吗？恰当地结合搜索与关联将会

得到易于理解的设计。

遗憾的是，开发人员一般不会过多地考虑这种精细的设计，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需要用到的

机制，以便很有技巧地利用它们来实现对象的存储、取回和最终删除。

现在，从技术的观点来看，检索已存储对象实际上属于创建对象的范畴，因为从数据库中检

索出来的数据要被用来组装新的对象。实际上，由于需要经常编写这样的代码，我们对此形成了

根深蒂固的观念。但从概念上讲，对象检索发生在ENTITY生命周期的中间 。 不能只是因为我们将

Customer对象保存在数据库中，而后把它检索出来，这个Customer就代表了一个新客户。 为了记

住这个区别，我把使用已存储的数据创建实例的过程称为重建。

领域驱动设计的目标是通过关注领域模型（而不是技术）来创建更好的软件。假设开发人

员构造了一个SQL查询，井将它传递给基础设施层中的某个查询服务，然后再根据得到的表行

数据的结果集提取出所需信息，最后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构造函数或FACTORY。开发人员执行这一

03!] 连串操作的时候，早已不再把模型当作重点了。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对象看作容器来放置查询出
来的数据，这样整个设计就转向了数据处理风格。虽然具体的技术细节有所不同，但问题仍然

存在一一客户处理的是技术，而不是模型概念。诸如孔缸TADATAMAPPING LAYER[Fowler 2002］这样

的基础设施可以提供很大帮助，利用它很容易将查询结果转换为对象，但开发人员考虑的仍然是

技术机制，而不是领域。更糟的是，当客户代码直接使用数据库时，开发人员会试图绕过模型的

功能（如AGG阻GATE，甚至是对象封装），而直接获取和操作他们所需的数据。这将导致越来越

多的领域规则被嵌入到查询代码中，或者干脆丢失了。虽然对象数据库悄除了转换问题，但搜索

机制还是很机械的，开发人员仍倾向于要什么就去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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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户需要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夜取对己存在的领域对象的引用。如果基础设施提供了这方面的

便利 ． 那么开发人员可能会增加很多可遍历的关联， 这会使模型变得非常混乱。另一方面， 开发
人员可能使用查询从数据库中提取他们所需的数据 ， 或是直接提取具体的对象 ， 而不是通过
AGGREGATE的根来得到这些对象。 这样就导致领域逻辑进入查询和害户代码中 ， 而ENTITY和

VALUE OBJECT则变成单纯的数据容器。 采用大多数处理数据库访问的技术复杂性很快就会使客
户代码变得混乱， 这将导致开发人员简化领域层，最终使模型变得无关紧要。

根据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设计原则，如果我们找到一种访问方棒，它能够明确地将模型作为
焦点，从而应用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缩小对象访问问题的范围，。初学者可
以不必关心临时对象。临时对象（通常是VALUE OBJECT）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在客户操作中用到

它们时才创建它们，用完就删除了。我们也不需要对那些很容易通过遍历来找到的持久对象进行
查询访问。例如，地址可以通过Person对象获取。而且最重要的是，除了通过根来追历查找对象

这种方法以外，禁止用其他方法对AGG阻GATE内部的任何对象进行访问。 因
持久化的VALUE OBJECT一般可以通过遍历某个ENTITY来找到，在这里ENTITY就是把对象封 [ill] 

装在一起的AGGREGATE的根。事实上，对VALUE的全局搜索访问常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通过属

性找到VALUE OBJECT相当于用这些属性创建一个新实例。但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当我在线规划
旅行线路时，有时会先保存几个中意的行程，过后再回头从中选择一个来预订。这些行程就是
VALUE （如果两个行程由相同的航班构成，那么我不会关心哪个是哪个），但它们已经与我的用

户名关联到一起了，而且可以原封不动地将它们检索出来。另一个例子是“枚举”，在枚举中一
个类型有一组严格限定的、预定义的可能值。但是， 对VALUE OBJECT的全局访问比对ENTITY的全

局访问更少见，如果确实需要在数据库中搜索一个己存在的VALUE，那么值得考虑一下，搜索结
果可能实际上是一个ENTITY，只是尚未识别它的标识。

从上面的讨论显然可以看出，大多数对象都不应该通过全局搜索来访问。如果很容易就能从
设计中看出那些确实需要全局搜索访问的对象，那该有多好！

现在可以更精确地将问题重新表述如下：

在所有持久化对象中 ， 有一小部分必须通过基于对象属性的搜索来全局访问。 当很难通过遍
历方式来访问某些AGGREGATE根的时候，就需要使用这种访问方式。它们通常是ENTITY ， 有时
是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VALUE OBJECT ， 还可能是枚举VALUE。而其他对象则不宜使用这种访问方

式， 因为这会混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 随意的敏据库查询会破坏领域对象的封装和
AGGREGATE 。 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库访问机制的暴露会增加客户的复杂度 ， 并妨碍模型驱动的
设计。

有大量的技术可以用来解决数据库访问的技术难题，例如，将SQL封装到QUERY OBJECT中，
如lj用METADATA MAPPING LAYER进行对象和表之间的转换[Fowler 2002］ 。 FACTORY可以帮助重建

那些已存储的对象（本章后面将会讨论）。这些技术和很多其他技术有助于控制数据库访问的复
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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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必有失，我们应该注意失去了什么。我们已经不再考虑领域模型中的概念。代码也不再

表达业务，而是对数据库检索技术进行操纵。 REPOSITORY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框架，它可用来封装

IBQl 这些解决方案，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模型上。
REPOSITORY 将某种类型的所有对象表示为一个概念集合（通常是模拟的）。它的行为类似于

集合（collection），只是具有更复杂的查询功能。在添加或删除相应类型的对象时， REPOSITORY

的后台机制负责将对象添加到数据库中，或从数据库中删除对象。这个定义将一组紧密相关的职

责集中在一起，这些职责提供了对AGGREGATE根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全程访问。

客户使用查询方法向REPOSITORY请求对象，这些查询方怯根据客户所指定的条件（通常是特

定属性的值）来挑选对象。 REPOSITORY检索被请求的对象，并封装数据库查询和元数据映射机制。

REPOSITORY可以根据客户所要求的各种条件来挑选对象。它们也可以返回汇总信息，如有多少个

实例满足查询条件。 REPOSITORY甚至能返回汇总计算，如所有匹配对象的某个数值属性的总和，

如图6-18所示。

, 
。

客户根据模
型来请求它
所需的对象

, 
, , 

selection criteria 
---, .. 

< c 
matching o均ects

空旦旦旦旦

R EPOSITORY 

将数据库访
问技术和策
略封装起来

数据库梭口
。

delegate 
M~：rADA川 MAPPING

FAC I OKY 

Jl: fi!LRCPOSITORY 

Qur:Rv OnmcT 
等等

图6-18 REPOSITORY为客户执行一个搜索

REPOSITORY解除了客户的巨大负担，使客户只需与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接口进行对话，

并根据模型向这个接口提出它的请求。要实现所有这些功能需要大量复杂的技术基础设施，但接

口很简单，而且在概念层次上与领域模型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

为每种需要全局访问的对象类型创建一个对象，这个对象相当于该类型的所有对象在内存中

的一个集合的“替身”。通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全局接口来提供访问。提供添加和删除对象的方法，

[TI] 用这些方法来封装在鼓据存储中实际插入或删除数据的操作。提供根据具体条件来挑选对象的方
法，并返回属性值满足查询条件的对象或对象集合（所返回的对象是完全实例化的），从而将实

际的存储和查询技术封装起来。只为那些确实需要直接访问的AGGREGATE根提供REPOSITORY。

让客户始终聚焦于模型，而将所有对象的存储和访问操作交给REPOSITORY来完成。

来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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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SITORY有很多优点，包括：

口它们为客户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可用来获取持久化对象井管理它们的生命周期：

口它们使应用程序和领域设计与持久化技术（多种数据库策略甚至是多个数据源）解辑：
口它们体现了有关对象访问的设计决策：

口 可以很容易将它们替换为“哑实现”（dummy implementation），以便在测试中使用（通常

使用内存中的集合）。

6.3.1 REPOSITORY的查询

所有REPOSITORY都为客户提供了根据某种条件来查询对象的方怯，但如何设计这个接口却有

很多选择。

最容易构建的REPOSITORY用硬编码的方式来实现一些具有特定参数的查询。这些查询可以形

式各异，例如，通过标识来检索ENTITY （几乎所有REPOSITORY都提供了这种查询）、通过某个特
定属性值或复杂的参数组合来请求一个对象集合、根据值域（如日期范围）来选择对象，甚至可
以执行某些属于REPOSITORY－般职责范围内的计算（特别是利用那些底层数据库所支持的操作）。
如圈6-19所示。

尽管大多数查询都返回一个对象或对象集合，但返回某些类型的汇总计算也符合REPOSITORY

的概念，如对象数目，或模型需要对某个数值属性进行求和统计。

U皿 I tr叫町m
I .u单丛＆ 咱闯－唱··

4子--0

t456 

· TradeOr吐erReoositorv

forTrackingld(String) : TradeOrder 
outstandingForBrokerageAccountld(String) : Collect1on 

locate/reconstitute 
---,, 

图6-19 在简单REPOSITORY中进行的硬编码查询

t456 : TrndeOr甘er

trackingld = t456 
brokerageAccountld = 123 
type = BuyOrder 
securi ty =“WCOM” 
numberOfShares = 500 

在任何基础设施上，都可以构建硬编码式的查询，也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因为即使它们不做

这些事，有些客户也必须要做。

在一些需要执行大量查询的项目上，可以构建一个支持更灵活查询的REPOSITORY框架。如图

6-20所示。这要求开发人员熟悉必要的技术，而且一个支持性的基础设施会提供巨大的帮助。

基于SPECIFICATION （规格）的查询是将REPOSITORY通用化的好办怯。客户可以使用规格来描

述（也就是指定）它需要什么，而不必关心如何获得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创建一个对象来

实际执行筛选操作。第9章将深入讨论这种模式。

基于SPECIFICATION的查询是一种优雅且灵活的查询方住。根据所用的基础设施的不同，它可

能易于实现，也可能极为复杂。 Rob Mee和Edward Hieatt在［Fowler 2002］一书中探讨了设计这样

的REPOSITORY时所涉及的更多技术问题。

因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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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criter ia= new CriteriaO; 
criteria.饲l国l(TradeOrder.SECURITY，“WCOM");
cri teria.equal(TradeOrder.ACCOUNT. " 123”) , 

。

「一一一－ match111g(criteria) 
｜ 毕且 一＋
I •号－－－＜＞

」－－－－一－ co llection ofTradeOrders 

: ’l'raJ eOrJerReoositorv 

for ld(String), ’l'radeOrder 
match ing(Criteria) : Co llection 

locate/reconstitute 

1456 · TradeO时er

tracki ng Id = t456 
brokerageAccountld = 123 
type = BuyOrder 
security =“WCOM” 

7 I numbcrOfSharcs = 500 

tracking Id= t567 
brokcragcAccountld - 123 
type - BuyOrdcr 
security ＝ “Wι：OM'. 

nurnberOflihares = 200 

track ingld = t678 
brokerageAccountld = 123 
type = Sell Order 
回curity = "WCOM俨

numberOfShares = 700 

图6-20 在一个复杂的REPOSITORY中，用一种灵活的、声明式的SPECIFICATION来表述一

个搜索条件

即使一个REPOSITORY的设计采取了灵活的查询方式，也应该允许添加专门的硬编码查询。

[ill] 这些查询作为便捷的方怯，可以封装常用查询或不返回对象（如返回的是选中对象的汇总计

算）的查询。不支持这些特殊查询方式的框架有可能会扭曲领域设计，或是干脆被开发人员

弃之不用。

6.3.2 客户代码可以忽略REPOSITORY的实现，但开发人员不能忽略

持久化技术的封装可以使得客户变得十分简单，并且使客户与REPOSITORY的实现之间完全解

祸。但像一般的封装一样，开发人员必须知道在封装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使用REPOSITORY

时，不同的使用方式或工作方式可能会对性能产生极大的影响。

Kyle Brown曾告诉过我他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他被请去解决一个基于WebSphere的制造业应

用程序的问题，当时这个程序正向生产环境部署。系统在运行几小时后会莫名其妙地耗尽内存。

Kyle在检查代码后发现了原因：在某一时刻，系统需要将工厂中每件产品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开

发人员使用了一个名为all objects （所有对象）的查询来进行汇总，这个操作对每个对象进行实例

化，然后选择他们所需的数据。这段代码的结果是一次性将整个数据库装入内存中！这个问题在

测试中井未发现，原因是测试数据较少。

这是一个明显的禁忌，而一些更不容易注意到的疏忽可能会产生同样严重的问题。开发人员

需要理解使用封装行为的隐含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熟悉实现的每个细节。设计良好的组件是

有显著特征的（这是第10章的重点之一）。

正如第5章所讨论的那样，底层技术可能会限制我们的建模选择。例如，关系数据库可能对

复合对象结构的深度有实际的限制。同样，开发人员要获得REPOSITORY的使用及其查询实现之间

[IE] 的双向反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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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REPOSITORY的实现

根据所使用的持久化技术和基础设施不同， REPOSITORY的实现也将有很大的变化。理想的实
现是向客户隐藏所有内部工作细节（尽管不向客户的开发人员隐藏这些细节），这样不管数据是
存储在对象数据库中，还是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或是简单地保持在内存中，客户代码都相同。
REPOSITORY 将会委托相应的基础设施服务来完成工作。将存储、检索和查询机制封装起来是
REPOSITORY实现的最基本的特性，如图6-21所示。

I I 0 
I. trackingld(“ t456”) 

豆豆且

唔--0

1456 

t456 : TradeOrder 

回: TradeOrderReoositorv 

forTrackingld(String): TradeOrder 
outstandingForBrokerageAccountld(String): Col lection 

trackingld = t456 
brokerageAccountld = 123 
type= BuyOrder 
security = “ WCOM” 
numberOfShares = 500 

. t456 
2. search(an SQL ~u町 String）川叫L俨ItSet 、

/ \ 3. reconstitute( an 
I : D"•"'"""" I \ SQL ResultSet) / I ...M且监监边 | 
| 组监血些 | 

“ SELECT • FROM ~ I I \ 

TRADE ORDER 矶砰{ERE
TRACKJNG ID='t456’ ” 

ρ
u
w
 

l 
命a

auw r c l 
句
、d

a-
ill

- 

SOL TradeOrder 
且豆豆ry

TRADE ORDER table 
row{tracking_id=t456, 
acct id=”123”, 
symbol＝”WCOM”， 。j

图6-21 REPOSITORY将底层数据存储封装起来

REPOSITORY概念在很多情况下都适用。可能的实现方挂有很多，这里只能列出如下一些需要
谨记的注意事项。

口对类型进行抽象。 REPOSITORY “含有”特定类型的所有实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类都
需要有一个REPOSITORY。类型可以是一个层次结构中的抽象超类（例如， TradeOrder可以

是BuyOrder或SelJOrder）。类型可以是一个接口一一接口的实现者井没有层次结构上的关

联，也可以是一个具体类。记住，由于数据库技术缺乏这样的多态性质，因此我们将面
临很多约束。

口充分利用与客户解梢的优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更改REPOSITORY的实现，但如果客户直
接调用底层机制，我们就很难修改其实现。也可以利用解藕来优化性能，因为这样就可
以使用不同的查询技术，或在内存中缓存对象，可以随时自由地切换持久化策略。通过 ~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104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提供一个易于操纵的、内存中的（in-memory）哑实现，还能够方便客户代码和领域对象

的测试。

口将事务的控制权留给客户。尽管REPOSITORY会执行数据库的插入和删除操作，但它通常

不会提交事务。例如，保存数据后紧接着就提交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想必只有客户

才有上下文，从而能够正确地初始化和提交工作单元。如果REPOSITORY不插手事务控制，

那么事务管理就会简单得多。

通常，项目团队会在基础设施层中添加框架，用来支持REPOSITORY的实现。 REPOSITORY超类

除了与较低层的基础设施组件进行协作以外，还可以实现一些基本查询，特别是要实现的灵活查

询时。遗憾的是，对于类似Java这样的类型系统，这种方站会使返回的对象只能是0均ect类型，

而让客户将它们转换为REPOSITORY含有的类型。当然，如果在Java中查询所返回的对象是集合肘，

客户不管怎样都要执行这样的转换。

有关实现REPOSITORY的更多指导和一些支持性技术模式（如QUERY OBJECT）可以在［Fowler

2002 ） 一书中找到。

6.3.4 在框架内工作

在实现REPOSITORY这样的构造之前，需要认真思考所使用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架构框架。这

些框架可能提供了一些可用来轻松创建REPOSITORY的服务，但也可能会妨碍创建REPOSITORY的工

~ 作。我们可能会发现架构框架已经定义了一种用来获取持久化对象的等效模式，也有可能定义了

一种与REPOSITORY完全不同的模式。

例如，你的项目可能会使用J2EE。看看这个框架与MODEL-DRIVEN DESIGN的模式之间有哪些

概念上近似的地方（记住，实体bean与ENTITY不是一回事），你可能会把实体bean和AGG阻GATE

根当作一对类似的概念。在J2EE框架中，负责对这些对象进行访问的构造是EJB Home。但如果

把EJB Home装饰成REPOSITORY的样子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

一般来讲，在使用框架时要顺其自然。当框架无法切合时，要想办能在大方向上保持领域驱

动设计的基本原理，而一些不符的细节则不必过分苛求。 寻求领域驱动设计的概念与框架中的概

念之间的相似性。这里的假设是除了使用指定框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很多J2EE项目根本不使用

实体bean。如果可以自由选择，那么应该选择与你所使用的设计风格相协调的框架或框架中的一

些部分。

6.3.5 REPOSITORY与FACTORY的关系

FACTORY负责处理对象生命周期的开始，而REPOSITORY帮助管理生命周期的中间和结束。 当

对象驻留在内存中或存储在对象数据库中时，这是很好理解的。但通常至少有一部分对象存储在

关系数据库、文件或其他非面向对象的系统中。在这些情况下，检索出来的数据必须被重建为对

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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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这种情况下REPOSITORY基于数据来创建对象，因此很多人认为REPOSITORY就是
FACTORY，而从技术角度来看的确如此。但我们最好还是从模型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前面讲
过，重建一个已存储的对象并不是创建一个新的概念对象。从领域驱动设计的角度来看， FACTORY
和REPOSITORY具有完全不同的职责。 FACTORY负责制造新对象，而REPOSITORY负责查找已有对象。
REPOSITORY应该让客户感觉到那些对象就好像驻留在内存中一样。对象可能必须被重建（的确，
可能会创建一个新实例），但它是同一个概念对象，仍旧处于生命周期的中间。 ITm 

REPOSITORY也可以委托FACTORY来创建一个对象，这种方法（虽然实际很少这样做，但在理
论上是可行的）可用于从头开始创建对象，此时就没有必要区分这两种看问题的角度了，如图6-22
所示。

｜ 皿 ｜ 1. query 

一－’‘• -0 
object(s) 

旦旦旦旦旦
3. reconstitute 

一一’ ｜ 皿 ｜ 因
VJ r e - - nuE 句

，
＆

1
i
l--’ 

图6-22 REPOSITORY使用FACTORY来重建一个已有对象

这种职责上的明确区分还有助于FACTORY摆脱所有持久化职责。 FACTORY的工作是用数据来
实例化一个可能很复杂的对象。如果产品是一个新对象，那么客户将知道在创建完成之后应该把
它添加到REPOSITORY中，由REPOSITORY来封装对象在数据库中的存储，如图6-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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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 客户使用REPOSITORY来存储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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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促使人们将FACTORY和REPOSITORY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是想要实现一种“查找或

创建”功能，即客户描述它所需的对象，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对象，则为客户新创建一个。我们最

~ 好不要追求这种功能，它不会带来多少方便。当将ENTITY和VALUE OBJECT区分开时，很多看上去

有用的功能就不复存在了。需要VALUE OBJECT的客户可以直接请求FACTORY来创建一个。通常，

在领域中将新对象和原有对象区分开是很重要的，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框架实际上只会使局面

变得混乱。

6.4 为关系数据库设计对象

在以面向对象技术为主的软件系统中，最常用的非对象组件就是关系数据库。这种现状产生

了棍合使用范式的常见问题（参见第5章）。但与大部分其他组件相比，数据库与对象模型的关系

要紧密得多。数据库不仅仅与对象进行交互，而且它还把构成对象的数据存储为持久化形式。已

经有大量的文献对于如何将对象映射到关系表以及如何有效存储和检索它们这样的技术挑战进

行了讨论。最近的一篇讨论可参见［Fowler 2002］一书。有一些相当完善的工具可用来创建和管理

它们之间的映射。除了技术上的难点以外，这种不匹配可能对对象模型产生很大的影响。

有3种常见情况：

(I）数据库是对象的主要存储库 E

(2）数据库是为另一个系统设计的：

(3）数据库是为这个系统设计的，但它的任务不是用于存储对象。

如果数据库模式（datab出e schema）是专门为对象存储而设计的，那么接受模型的一些限制

是值得的，这样可以让映射变得简单一点。如果在数据库模式设计上没有其他的要求，那么可以

精心设计数据库结构，以便使得在更新数据时能更安全地保证聚合的完整性，并使数据更新变得

更加高效。从技术上来看，关系表的设计不必反映出领域模型。映射工具已经非常完善了，足以

消除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问题在于多个重叠的模型过于复杂了。 MODEL-DRIVEN DESIGN的很多

关于避免将分析和设计模型分开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这种不匹配问题。这确实会牺牲一些对象

[ill] 模型的丰富性，而且有时必须在数据库设计中做出一些折中（如有些地方不能规范化）。但如果
不做这些牺牲就会冒另一种风险，那就是模型与实现之间失去了紧密的藕合。这种方怯井不要必

须使用一种简单的、 一个对象／一个表的映射。依靠映射工具的功能，可以实现一些聚合或对象

的组合。但至关重要的是： 映射要保持透明，并易于理解一－能够通过审查代码或阅读映射工具

中的条目就搞明白。

口当数据库被视作对象存储时，数据模型与对象模型的差别不应太大（不管映射工具有多

么强大的功能）。可以牺牲一些对象关系的丰富性，以保证它与关系模型的紧密关联。如

果有助于简化对象映射的话，不妨牺牲某些正式的关系标准（如规范化）。

口对象系统外部的过程不应该访问这样的对象存储。它们可能会破坏对象必须满足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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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此外，它们的访问将会锁定数据模型，这样使得在重构对象时很难修改模型。

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数据是来自遗留系统或外部系统的，而这些系统从来没打算被用作对

象的存储。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系统中就会有两个领域模型共存。第14章将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或许与另一个系统中隐含的模型保持一致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更好的方怯是使这两个模型完全

不同。

允许例外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性能。为了解决执行速度的问题，有时可能需要对设计做出一

些非常规的修改。

但大多数情况下关系数据库是面向对象领域中的持久化存储形式，因此简单的对应关系才是
最好的。表中的一行应该包含一个对象，也可能还包含AGGREGA:田中的一些附属项。表中的外键
应该转换为对另一个ENTITY对象的引用。有时我们不得不违背这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但不应该由

UBIQUITOUS山川可能有助于将对机关系组件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单一的模型对象 因
此就全盘放弃简单映射的原则。

中的元素的名称和关联应该严格地对应于关系表中相应的项。尽管有些功能强大的映射工具使这 -- 
川6ο看上去有些多此一举，但关系中的微小差别可能引发很多棍乱。

对象世界中越来越盛行的重构实际上并没有对关系数据库设计造成多大的影响。此外， 一些
严重的数据迁移问题也使人们不愿意对数据库进行频繁的修改。这可能会阻碍对象模型的重构，
但如果对象模型和数据库模型开始背离，那么很快就会失去透明性。

最后，有些原因使我们不得不使用与对象模型完全不同的数据库模式，即使数据库是专门为
我们的系统创建的。数据库也有可能被其他一些不对对象进行实例化的软件使用。即使当对象的

行为快速变化或演变的时候，数据库可能并不需要修改。让模型与数据库之间保持松散的关联是
很有吸引力的。但这种结果往往是无意为之，原因是团队没有保持数据库与模型之间的同步。如
果有意将两个模型分开，那么它可能会产生更整洁的数据库模式，而不是一个为了与早前的对象

模型保持一致而到处都是折中处理的拙劣的数据库模式。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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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使用语言：一个扩展的示例

去乌面三章介绍了一种模式语言，它可以对模型的细节进行精化，并可以严格遵守

口 1J MODEL-D阳VEN DESIGN。前面的示例基本上一次只应用一种模式，但在实际的项目中，

必须将它们结合起来使用。本章介绍一个比较全面的示例（当然还是远远比实际项目简单）。这

个示例将通过一个假想团队处理需求和实现问题，并开发出一个MODEL-DRIVEN DESIGN，来一步

步介绍模型和设计的精化过程，其间会展示所遇到的阻力，以及如何运用第二部分讨论的模式来

解决它们。

7. 1 货物运输系统简介

假设我们正在为一家货运公司开发新软件。最初的需求包括3项基本功能：

(1）跟踪客户货物的主要处理E

(2）事先预约货物g

(3）当货物到达其处理过程中的某个位置时，自动向客户寄送发票。

在实际的项目中，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并经过多次迭代才能得到清晰的模型。本书的第三部

E百 分将深入讨论这个发现过程。这里，我们先从一个己包含所需概念并且形式合理的模型开始，我
们将通过调整模型的细节来支持设计。

这个模型将领域知识组织起来，井为团队提供了一种语言。我们可以做出像下面这样的陈述。

“一个C缸go （货物）涉及多个Customer （客户），每个Customer承担不同的角色。”

“C缸go的运送目标已指定。，，

“由一系列满足Specification （规格）的Carrier Movement （运输动作）来完成运送目标。”

图7-1显示的模型中，每个对象都有明确的意义：

Handling Event （处理事件）是对Cargo采取的不同操作，如将它装上船或请关。这个类可以

被细化为一个由不同种类的事件（如装货、卸货或由收货人提货）构成的层次结构。

Delivery Specification （运送规格）定义了运送目标，这至少包括目的地和到达日期，但也可

能更为复杂。这个类遵循规格模式（参见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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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 

盯acking ID 

Delivery History 

Delivery 
Specification 

arrival time 

destination 

Location 

po口 code

图7-1 表示货运领域模型的类图

handle 

* 

Handling Event 

* 1 completion lime 
type 

to 

0 .. 1 

Carrier 
Movement 

schedule ID 

Delivery Specification的职责本来可以由Cargo对象承担，但将Delivery Specification抽象出来至少

有以下3个优点。

(1）如果没有Delivery Specification, Cargo对象就需要负责提供用于指定运送目标的所有属性

和关联。这会把Cargo对象搞乱，使它难以理解或修改。

(2）当将模型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时，这个抽象使我们能够轻松且安全地省略掉细节。例如，

Delivery Specification中可能还封装了其他标准，但就图7-1所要展示的细节而言，可以不必将其

显示出来。这个图告诉读者存在运送规格，但其细节并非思考的重点（事实上，过后修改细节也

很容易）。

(3）这个模型具有更强的表达力。 Delivery Specification清楚地表明 ： 运送Cargo的具体方式没

有明确规定，但它必须完成Delivery Specification中规定的目标。

Customer在运输中所承担的部分是按照角色（role）来区分的，如shipper （托运人）、 receiver

（收货人）、 payer （付款人）等。由于一个Cargo只能由一个Customer来承担某个给定的角色，因

此它们之间的关联是限定的多对一关系，而不是多对多。角色可以被简单地实现为字符串，当需

要其他行为的时候，也可以将它实现为类。

Carrier Movement表示由某个Carrier （如一辆卡车或一艘船）执行的从一个Location （地点）

到另一个Location的旅程。 Cargo被装上Carrier后，通过Carrier的一个或多个Carrier Movement，就

可以在不同地点之间转移。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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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Delivery History （运送历史）反映了C缸go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与Delivery Specification 

尸钊正好相对，后者描述了目标。 Deliv町Hist町对象可以通过分析最后一次装货和卸货以及对应的

四旦 Carrier Movement的目的地来计算货物的当前位置。成功的运送将会得到一个满足Delivery

Specification 目标的 Delivery History 。

用于实现上述需求的所有概念都已包含在这个模型中，井假定已经有适当的机制来保存对

象、查找相关对象等。这些实现问题不在模型中处理，但它们必须在设计中加以考虑。

为了建立一个健壮的实现，这个模型需要更清晰和严密一些。

记住， 一般情况下，模型的精化、设计和实现应该在迭代开发过程中同步进行。但在本章中，

为了使解释更加清楚，我们从一个相对成熟的模型开始，并严格限定修改的唯一动机是保证模型

与具体实现相关联，在实现时采用构造块模式。

一般来说，当为了更好地支持设计而对模型进行精化时，也应该让模型反映出对领域的新理

解。但在本章中，仍然是为了使解释更加清楚，严格限定修改的动机在于保证模型与具体实现相

关联，在实现时采用构造块模式。

7.2 隔离领域：引入应用层

为了防止领域的职责与系统的其他部分混杂在一起，我们应用LAYERED ARCHITECTURE把领

域层划分出来。

无需深入分析，就可以识别出三个用户级别的应用程序功能，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功能分配给

三个应用层类。

(1）第一个类是Tracking Que可（跟踪查询），它可以访问某个 Cargo过去和现在的处理情况。

(2）第二个类是Booking Application （预订应用），它允许注册一个新的Cargo，并使系统准备

好处理它。

(3）第三个类是Incident Logging Application （事件日志应用），它记录对C缸go的每次处理（提

[@ 供通过Tracking Query查找的信息）。

这些应用层类是协调者，它们只是负责提问，而不负责回答，回答是领域层的工作。

7.3 将ENTITY和VALUE OBJECT区别开

依次考虑每个对象，看看这个对象是必须被跟踪的实体还是仅表示一个基本值。首先，我们

来看一些比较明显的情况，然后考虑更含糊的情况。

Customer 

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对象开始。 Customer对象表示一个人或一家公司，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它是

一个实体。 Customer对象显然有对用户来说很重要的标识，因此它在模型中是一个卧汀ITY。那么如

何跟踪它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T阻 ID （纳税号），但如果是跨国公司就无法使用了。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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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7.4 设计运输领域中的关联

图7-1中的所有关联都没有指定遍历方向，但双向关联在设计中容易产生问题。此外，遍历

方向还常常反映出对领域的洞悉，使模型得以深化。

如果Customer对它所运送的每个Cargo都有直接引用，那么这对长期、频繁托运货物的客户

将会非常不便。此外， Customer这一概念并非只与Cargo相关。在大型系统中， Customer可能具

有多种角色，以便与许多对象交互，因此最好不要将它限定为这种具体的职责。如果需要按照

Customer来查找Cargo，那么可以通过数据库查询来完成。本章后面讨论REPOSITORY时还会回头

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应用程序要对一系列货船进行跟踪，那么从Carrier MovementjJ1!历至tlHandling

Event 将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的业务只需跟踪C缸go ，因此只需从Handling EventjJ1l历到Carrier

Movement就能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由于舍弃了具有多重性的遍历方向，实现简化为简单的对

象引用。

图7-2解释了其他设计决策背后的原因。

让Customer实体宦接引用
每个它曾托运过的Ca 1·go
是很麻烦的．存储库•J以
提供打另一个方向上的访问．

i辛里保留了双向关联．此
应用程序的核J心态对Cargo
进行跟踪，因此Del ivery
History必须要•JI 肘Cargo.

goal 

俏对象通常不10:该引用它们的
所有在. Delivery Specification 
的概念与Delivery Historyfl'1关联
比勺Cargo的关联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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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在一些关联上对遍历方向进行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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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存在一个循环引用： Cargo知道它的Delivery History, Delivery History中保存了一系

列的Handling Event，而Handling Event又反过来指向Cargo。很多领域在逻辑上都存在循环引用，

而且循环引用在设计中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维护起来很复杂。在选择实现时，应该避免把必

须同步的信息保存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对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

在初期原型中使用一个简单但不太健壮的实现（用Java语言） 一一在Delivery Hist。可中提供一个

List对象，井把Handling Event都放到这个List对象中。但在某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想使用集合，

以便能够用Cargo作为键来执行数据库查询。在选择存储库时，我们还会讨论到这一点。如果查

询历史的操作相对来说不是很多，那么这种方提可以提供很好的性能、简化维护并减少添加

Handling Event的开销。如果这种查询很频繁，那么最好还是直接引用。这种设计上的折中其实 [ill] 
就是在实现的简单性和性能之间达成一个平衡。模型还是同一个模型，它包含了循环关联和双

向关联。

7.5 AGGREGATE边界

Customer 、 Location和Carrier Movement都有自己的标识，而且被许多Cargo共辜，因此，它

们在各自的AGGREGATE中必须是根，这些聚合除了包含各自的属性之外，可能还包含其他比这里

讨论的细节级别更低层的对象。 Cargo也是一个明显的AGGREGATE根，但把它的边界画在哪里还

需要仔细思考一下。

如图7-3所示， Cargo AGGREGATE可以把一切因Cargo而存在的事物包含进来，这当中包括

Delivery History 、 Delivery Specification和Handling Event。这很适合Delivery History，因为没人会

回

在不知道Cargo的情况下直接去查询Delivery History。因为Delivery History不需要直接的全局访 [TIQ] 
问，而且它的标识实际上只是由Cargo 派生出的，因此很适合将Delivery History放在Cargo的边界

之内，并且它也无需是一个AGGREGATE根。 Delivery Specification是一个VALUE OBJECT，因此将它

包含在Cargo AGGREGATE中也不复杂。

Handling Event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前面已经考虑了两种与其有关的数据库查询， 一种是当

不想使用集合时，用查找某个Delivery History的Handling Event作为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撞，这种查

询是位于Cargo AGGREGATE内部的本地查询E 另一种查询是查找装货和准备某次Carrier Movement 

时所进行的所有操作。在第二种情况中，处理Cargo的活动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即使是与Cargo本

身分开来考虑时也是如此），因此Handling Event应该是它自己的AGGREGATE的根。

7.6 选择REPOSITORY

在我们的设计中，有5个ENTITY是AGGREGATE的根，因此在选择存储库时只需考虑这5个实体，

因为其他对象都不能有REPOSITORY。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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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E的根。

全局唯一标识符。
在AGGREGATE内部。 Delivery

History有意义和标识，
但其析、识只与Cargo有关联．

Delivery History 

Delivery 
Specification 

Location 

handled 

to 

Handling Event需要征·个
“低争川J” ( low-contention）的
事务巾创毡，这趁把它作为其
内己的AGGREGATE根的一个DA囚。

, , , ,, 
/ , , , 

,, , 
. ,’ 

Handling Event 

0 .. 1 

Carrier 
Movement 

, , 

图7-3 模型中的AGG阻GAJE边界（注意：边界之外的ENTITY是其自己的AGG阻GAlE的根）

为了确定这5个实体当中哪些确实需要REPOSITORY，必须回头看一下应用程序的需求。要想

通过Booking Application进行预订，用户需要选择承担不同角色（托运人、收货人等）的Customer。

因此需要一个Customer Repository。在指定货物的目的地时还需要一个Location，因此还需要创建

一个Location Repository 。

用户需要通过Activity Logging Application来查找装货的Carrier Movement，因此需要一个

Carrier Movement Repository。用户还必须告诉系统哪个Cargo已经完成了装货，因此还需要一个

ITm Cargo Repository，如图7-4所示。
我们没有创建Handling Event Repository ，因为我们决定在第一次迭代中将它与Delivery

History的关联实现为一个集合，而且应用程序并不需要查找在一次Carrier Movement中都装载了

什么货物。这两个原因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确实改变了，可以增加一个REPOSI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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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 Repository 
Customer Repository 

. . find by Cargo Tracking JD(String) 
1Dd by Customer ID(String) I I find by Customer JD(String) 

find by name(String) 
find by Cargo Tracking I D(String) 

Customer 

Rt:l~lSITOR y斗、能在
AGGREGATE的内部

Location Repository 

find by port codc(String) 
find by city name(String) 

Cargo 1-E handled 

* 

Delivery History 

Delivery 
Specification 

Location 

* 

Handling Event 

* 

0 .. 1 

Carrier Movement Repository 

日nd by Schedule lD(String) 
find by FromTo(Location, Location) 

图7-4 REPoSITORY提供了对所选AGG阻GATE根的访问

7.7 场景走查

为了复核这些决策，我们需要经常走查场景，以确保能够有效地解决应用问题。

7.7.1 应用程序特性举例：更改Cargo的目的地

有时Customer会打电话说：“糟了！我们原来说把货物运到Hackensack，但实际上应该运往

Hoboken。”既然我们提供运输服务，就一定要让系统能够进行这样的修改。

Delivery Specification是一个VALUE OBJECT，因此最简单的方法是抛弃它，再创建一个新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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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Cargo上的se忧巳r方怯把旧值替换成新值。

7.7.2 应用程序特性举例：重复业务

用户指出，相同Customer的重复预订往往是类似的，因此他们想要将｜日Cargo作为新Cargo的

原型。应用程序应该允许用户在存储库中查找一个Cargo，然后选捧一条命令来基于选中的Cargo

创建一个新Cargo。我们将利用PROTOTYPE模式［Gamma et al. 1995］来设计这一功能。

Cargo是一个ENTITY，而且是AGGREGATE的根。因此在复制它时要非常小心， 其AGGREGATE

边界内的每个对象或属性的处理都需要仔细考虑，下面逐个来看一下。

口 Delivery History：应创建一个新的、 空的Delivery History，因为原有Delivery History的历

史并不适用。这是AGGREGATE内部的实体的常见情况。

口 Customer Roles：应该复制存有Customer引用的Map （或其他集合） 一寸主些引用通过键

来标识，键也要一起复制，这些Customer在新的运输业务中可能担负相同的角色。但必须

[ill] 注意不妥复制I] Customer对象本身。在复制之后， 应该保证和原来的Cargo引用相同的

Customer对象，因为它们是AGG阻GATE边界之外的E盯ITY 。

口 Tracking ID：我们必须提供一个新的Tracking ID，它应该来自创建新Cargo时的同一个来源。

注意，我们复制了Cargo AGGREGATE边界内部的所有对象，并对副本进行了一些修改，但这

并没有对AGGREGATE边界之外的对象产生任何影响。

7.8 对象的创建

7.8.1 Cargo的FAC丁ORY和构造函数

即使为Cargo创建了复杂而精致的FACTORY，或像“重复业务” 一节那样使用另一个Cargo作

为FACTORY，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构造函数。我们希望用构造函数来生成一个满足固定规

则的对象，或者，就ENTITY而言，至少保持其标识不变。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在Cargo上创建一个FACTORY方怯，如下所示：

public Cargo copyPrototype{ String newTrackingID) 

或者可以为一个独立的FACTORY添加以下方法：

public Cargo newCargo{Cargo prototype , Str工ng newTrackingID) 

独立FACTORY还可以把为新Cargo获取新（自动生成的） ID的过程封装起来，这样它就只需

要一个参数：

public Cargo newCargo(Cargo prototype) 

这些FACTORY返回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一个Cargo，其Delivery History为空 ， 且Delivery

Specification为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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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go与Delivery History之间的双向关联意味着它们必须要互相指向对方才算是完整的，因

此它们必须被一起创建出来。记住， Cargo是AGGREGATE的根，而这个AGGREGATE包含Delivery ITEJ 
History。因此，我们可以用Cargo的构造函数或FACTORY来创建Delivery History 。 Delivery History 

的构造函数将Cargo作为参数。这样就可以编写以下代码：

public Cargo(String id) { 
tracking工D = id; 
deliveryHistory = new Del工veryHistory (this) ; 
customerRoles =new HashMap(); 

结果得到一个新的Cargo ，它带有一个指向它自己的新的Delivery History. 由于Delivery

History的构造函数只供其AGGREGATE根（即Cargo）使用，这样Cargo的组成就被封装起来了。

7.8.2 添加Handling Event 

货物在真实世界中的每次处理，都会有人使用Incident Logging Application来输入一条

Handling Eventl己录。

每个类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构造函数。由于Handling Event是一个ENTITY，所以必须把定义

了其标识的所有属性传递给构造函数。如前所述， Handling Event是通过Cargo的D、完成时间和

事件类型的组合来唯一标识的。 Handling Event唯一剩下的属性是与Carrier Movement的关联，而

有些类型的Handling Event甚至没有这个属’性。综上，创建一个有效的Handling Event的基本构造

函数是：

public HandlingEvent(Cargo c, String eventτ'ype , Date timestamp) { 
handled = c; 
type = eventType; 
completionTime = timeStamp; 

就ENTITY而言，那些非标识作用的属性通常可以过后再添加。在本例中， Handling Event的

所有属性都是在初始事务中设置的，而且过后不再改变（纠正数据录入错误除外），因此针对每
种事件类型，为Handling Event添加一个简单的FACTORY METHOD （井带有所有必要的参数）是很

方便的做怯，这还使得客户代码具有更强的表达力。例如， loading event （装货事件）确实涉及
一个Carrier Movement。

public stat工C HandlingEvent newLoading( 
Cargo c, CarrierMovement loadedOnto, Date timeStamp) { 

HandlingEvent result = 
new HandlingEvent(c , LOAD工NG_EVENT, timeStamp); 

result . setCarrierMovement(loadedOnto); 
return result ;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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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的Handling Event是一个抽象，它可以把各种具体的Handling Event类封装起来，包括

装货、卸货、密封、存放以及其他与Ca町er无关的活动。它们可以被实现为多个子类，或者通过

复杂的初始化过程来实现，也可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通过在基类（Handling Event) 

中为每个类型添加FACTORY METHOD，可以将实例创建的工作抽象出来，这样客户就不必了解实

现的知识。 FACTORY会知道哪个类需要被实例化，以及应该如何对它初始化。

遗憾的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Cargo→Delivery History→Hist。可 Event-+ Cargo这个引用

循环使实例创建变得很复杂。 Delivery History保存了与其Cargo有关的Handling Event集合，而且

新对象必须作为事务的一部分来添加到这个集合中（见图7-5 ）。如果没有创建这个反向指针，那

么对象间将发生不一致。

｜ 也w I 

a_Delivery _history必须从
AGG础GATE根飞Cargo获得

－－「：

\ 

\ 
a Ha耐irnz Event I \ 

\ 
\ 

\ 

。

I Event Lo1rn 
A皿H凶皿且

I new HandlingEvent(a_Cargo) 

get History() 

卢 a Delivery History l 
add( a_ H:mdling_ Eve且t) I 

ρ
 

由于争J:lda_C缸goEi!Ut组
1'ta _Deli very_ History , 
事务 wJ能失败

添加Handling Even得需要将它插入到Delivery History中

我们可以把反向指针的创建封装到FACTORY中（井将其放在领域层中一一它属于领域层），

但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种设计，它完全消除了这种别扭的交互。

图7-5回

Cargo AGGREGATE的另一种设计

建模和设计并不总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如果不经常进行重构，以便利用新的知识来改进

模型和设计，那么建模和设计将会停滞不前。

重构：停一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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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设计中有几个鳖脚的地方，虽然这并不影响设计发挥作用，而且设计也
确实反映了模型。但设计之初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问题正渐渐变得棘手。让我们借助事后的认识来

解决其中一个问题，以便为以后的设计做好铺垫。

由于添加Handling Event时需要更新Delivery History，而更新Delivery History会在事务中牵涉

Cargo AGGREGATE。因此，如果同一时间其他用户正在修改Cargo，那么Handling Event事务将会

失败或延迟。输入Handling Event是需要迅速完成的简单操作，因此能够在不发生争用的情况下

输入Handling Event是一项重要的应用程序需求。这促使我们考虑另一种不同的设计。

我们在Delivery History中可以不使用Handling Event的集合，而是用一个查询来代替它，这样

在添加Handling Event时就不会在其自己的AGGREGATE之外引起任何完整a｜韭问题。如此修改之后，

这些事务就不再受到干扰。如果有很多Handling Event 同时被录入，而相对只有很少的查询，那

么这种设计更加高效。实际上，如果使用关系数据库作为底层技术，那么我们可以设法在底层使
用查询来模拟集合。使用查询来代替集合还可以减小维护Cargo和Handling Event之间循环引用一

致性的难度。

为了使用查询，我们为Handling Event增加一个REPOSITORY。 Handling Event Repository 将用

来查询与特定Cargo有关的Event。此外， REPOSITORY还可以提供优化的查询，以便更高效地回答

特定的问题。例如，为了推断Cargo的当前状态，常常需要在Delivery History中查找最后一次报

告的装货或卸货操作，如果这个查找操作被频繁地使用，那么就可以设计一个查询直接返回相关
的Handling Event。而且，如果需要通过查询找到某次Carrier Movement装载的所有Cargo，那么很

容易就可以增加这个查询。

这样一来， Delivery History就不再有持久状态了，因此实际上无需再保留它。无论何时需要

用Delivery History回答某个问题时，都可以将其生成出来。我们之所以可以生成这个对象一一尽

管在不断地重建这个Entity ，是因为这些对象关联了相同的Cargo对象，而这个Cargo对象在

Delivery History的各个化身间维护了连续’性。

循环引用的创建和维护也不再是问题。 Cargo Factory 将被简化，不再需要为新的Cargo实例

回
[ill] 

创建一个空的Delivery History。数据库空间会略微减少，而且持久化对象的实际数量可能减少很 [ill] 
多（在某些对象数据库中，能容纳的持久化对象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常见的使用模式是：用
户在货物到达之前很少查询它的状态，那么这种设计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正在使用对象数据库，则通过遍历关联或显式的集合来查找对象可能会

比通过REPOSITORY查询快得多。如果用户在使用系统时需要频繁地列出货物处理的全部历史，而
不是偶尔查询最后一次处理，那么出于性能上的考虑，使用显式的集合比较有利。此外要记住，
现在并不需要查询“这次Carrier Movement上都装载了什么”，而且这个要求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提

出来，因此暂时不必过多地注意该选项。

这些类型的修改和设计折中随处可见，仅仅在这个简化的小系统中，我就可以举出许多示例。

但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修改和折中仅限于同一个模型内部。通过对VALUE、 ENTITY以及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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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O REGA:四进行建模（正如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已经大大减小了这些设计修改的影响。例如，

在这个示例中，所有的修改都被封装在Cargo的AGGREGATE边界之内。它还需要增加一个Handling

Event Repository，但并不需要重新设计Handling Event本身（虽然根据不同的REPOSITORY框架细

节，可能需要对实现进行一些修改）。

Handling Event Rcpositorγ 

Customer 

find by CargolDTimeType(String, Date, String) 
find by Cargo Tracking ID(String) 
find by Schedule JD(S tring) 
find Most Recent CargolDType(String, Stri『ig)

Cargo handled 

、
、

、

、
、

、
、

γ
 

t n e v WU

* 

wb n UH AU H 
。
“

H 

Delivel"?' 
Specification 

现在， Handing Event !Y-J创
生且不会修改C盯go AGGREGATE 

巾的任何尔西

0 .. 1 

Carrier 
Movement 

Location to－一一一一一－

图7-6 将Delivery History中的Handling Event集合实现为一个查询，这样可以使

Handling Event的插入变得简单，而且不会与Cargo AGGREGATE发生争用

7.10 运输模型中的MODULE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很少的几个对象，因此MODULE化还不是问题。现在，我们来看

看大一点的运输模型（当然，这仍然是简化的），从而了解一下MODULE的组织怎样影响模型。

图7-7展示了一个划分整齐的模型，这里假设该模型是由本书的一位热心读者划分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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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是第5章中所提及的由基础设施驱动的打包问题的一个变形。在本例中，对象是根据其所遵循
的模式来分组的。结果那些在概念上几乎没有关系（低内聚）的对象被分到了一起，而且所有M
OD叽E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高桐合）。这种打包方式也描述了一件事情，但描述的不是运输，
而是开发人员在那个时候对模型的认识。

Currency 

Values 

Money 

图7-7

erv1ces 

{ltinerary必须满足Specification}

[ .. J.""""'' on gm 
destination 
cu st。ms clearance (opt) 

这些MOD皿E并没有传达领域知识

Route Finder 

按模式划分看起来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但按照对象是持久对象还是临时对象来划分，或者使

~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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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任何其他划分方毡，而不是根据对象的意义来划分，也同样不靠谱。

相反，我们应该寻找紧密关联的概念，井弄清楚我们打算向项目中的其他人员传递什么信息。

如同应对规模较小的建模决策时，总是会有多种方怯可以达成目的。图7-8显示了一种直观的划

illQl 分方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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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基于宽泛的领域概念的模块

图7-8中的MODULE名称成为团队语言的一部分。我们的公司为客户（Customer）运输货物

(Shipping），因此向他们收取费用（Bill），公司的销售和营销人员与Customer磋商井签署协议，

操作人员负责将货物Shipping到指定目的地，后勤办公人员负责Billing （处理账单），并根据

Customer协议开具发票。这就是可以通过这组MOD叽E描述的业务。

当然，这种直观的分解可以通过后续选代来完善，甚至可以被完全取代，但它现在对

MODEL-DRIVEN DESIGN大有帮助，并且使UBIQUITOUS LANGUAGE更加丰富。

7.11 引入新特性：配额检查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实现了最初的需求和模型。现在要添加第一批重要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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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假想的运输公司中，销售部门使用其他软件来管理客户关系、销售计划等。其中有一
项功能是效益管理（yield management），利用此功能，公司可以根据货物类型、出发地和目的地 [ill] 
或者任何可作为分类名输入的其他因素来制定不同类型货物的运输配额。这些配额构成了各类货
物的运输量目标，这样利润较低的货物就不会占满货舱而导致无法运输利润较高的货物，同时避
免预订量不足（没有充分利用运输能力）或过量预订（导致频繁地发生货物碰撞，最终损害客户
关系）。

现在，他们希望把这个功能集成到预订系统中。这样，当客户进行预订时，可以根据这些配
额来检查是否应该接受预订。

配额检查所需的信息保存在两个地方， Booking Application必须通过查询这些信息才能确定
接受或拒绝预订。图7-9给出了一个大体的信息流草图。

这种类型的货物己
纷被预订了多少？

Boo kin~ 
Application 

这种类裂的货物
”l以按受多少预斗n

回
~-0// ＂＇滥、 σ

 

Cargo 
Repository 

Sales 
Management 

System 

图7-9 BookingApplication所使用的信息一方面来自 Sales Management Sy如m （销售管理系

统）， 一方面来自我们自己的领域REPOSITORY

7.11.1 连接两个系统

销售管理系统（ Sales Management System）并不是根据这里所使用的模型编写的。如果
Booking Application与它直接交互，那么我们的应用程序就必须适应另一个系统的设计，这将很
难保持一个清晰的MODEL-DRIVEN DESIGN，而且会混淆UBIQUITOUS LANGUAGE。相反，我们创建

一个类，让它充当我们的模型和销售管理系统的语言之间的翻译。它并不是一种通用的翻译机制，
而只是对我们的应用程序所需的特性进行翻译，并根据我们的领域模型重新对这些特性进行抽
象。这个类将作为一个ANTICORRUPTION LAYER （将在第14章讨论）。 [ill] 

这是连接销售管理系统的一个接口，因此首先就会想到将它叫做Sales Management Interface 
（销售管理接口）。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用对我们更有价值的语言来重新描述问题的机会。相反，
让我们为每个需要从其他系统获得的配额功能定义一个SERVICE。我们用一个名为Allocation

Checker （配额检查器）的类来实现这些SERVICE，这个类名反映了它在系统中的职责。
如果还需要进行其他集成（例如，使用销售管理系统的客户数据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

Customer REPOSITORY），则可以创建另一个翻译类来实现用于履行该职责的SERVICE。用一个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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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类（如Sales Management System Interface）作为与其他程序进行对话的机制仍然是一种很有

用的方告，但它并不负责翻译。此外，它将隐藏在Allocation Checker后面，因此领域设计中并不

展示出来。

7.11.2 进一步完善模型：划分业务

我们已经大致描述了两个系统的交互，那么提供什么样的接口才能回答“这种类型的货物可

以接受多少预订”这个问题呢？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定义Cargo的“类型”是什么，因为我们的

领域模型尚未对Cargo进行分类。在销售管理系统中， Cargo类型只是一组类别关键词，我们的类

型只需与该列表一致即可。我们可以把一个字符串集合作为参数传入，但这样会错过另一个机会

一一重新抽象那个系统的领域。我们需要在领域模型中增加货物类别的知识，以便使模型更丰富；

而且需要与领域专家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活动，以便抽象出新的概念。

有时，分析模式可以为建模方案提供思路（第11章将会讨论到）。《分析模式》［Fowler 1996] 

一书介绍了一种用于解决这类问题的模式： ENTERP阳SE SEGMENT （企业部门单元）。 ENTERP阳SE

SEGMENT是一组维度，它们定义了一种对业务进行划分的方式。这些维度可能包括我们在运输业

~ 务中已经提到的所有划分方怯，也包括时间维度，如月初至今（month to date）。在我们的配额模

型中使用这个概念，可以增强模型的表达力，并简化接口。这样，我们的领域模型和设计中就增

加了一个名为Enterprise Segment的类，它是一个VALUE OBJECT，每个C吨。都必须获得一个

Enterprise Segment类。

Booking 
Application 

quantityBooked(EnterpriseSegment) 

Cargo 
Repository 

/ 

σ 

j屋回己分配给部门
单兀的配额总量

丁、 allocation仙t叩iseSegm叫

Allocation 
Checker 

↓ allocation(S阳ategoηList) 

Sales 
Management 

System 

图7-10 Allocation Checker充当了一个ANTICORRUPπON LAYER，它在我们的领域模型中展现

了一个到销售管理系统的可选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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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 Checker 将充当Enterprise Segment与外部系统的类别名称之间的翻译。 Cargo

Repositoryili 必须提供一种基于Enterprise Segment的查询。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与

Enterprise Segment对象之间的协作来执行操作，而不会破坏Segment的封装，也不会导致它们自

身实现的复杂化（注意， Cargo Repository的查询结果是一个数字，而不是实例的集合）。

但这种设计还存在几个问题：

(1）我们给Booking Application分配了一个不该由它来执行的工作，那就是对如下规则的应

用：“如果Enterprise Se伊1ent的配额大于已预订的数量与新C缸go数量的和，则接受该Cargo。”执

行业务规则是领域层的职责，而不应在应用层中执行。

(2）没有清楚地表明Booking Application是如何得出Enterprise Segment的。 ~ 

这两个职责看起来都属于Allocation Checker。通过修改接口就可以将这两个服务分离出来，

这样交互就更整洁和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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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领域职责从Booking Application转移到Allocation Checker 

这种集成只有一条严格的约束，那就是有些维度是不能被Sales Management System 使用的，
具体来说就是那些无怯用 Allocation Checker转换为 Enterprise Segment的维度（在不使用

ENTERPRISE SEG阳NT的情况下，这条约束的作用是使销售系统只能使用那些可以在Cargo

Repository查询中使用的维度。虽然这种方桂也行得通，但销售系统将会溢出而进入领域的其他

部分中。在我们这个设计中， Cargo Repository只需处理Enterprise Segment，而且销售系统中的更

改只影响到Allocation Checker，而Allocation Checker可以被看作是一个FACADE ）。

7.11.3 性能优化

虽然与领域设计的其他方面有利害关系的只是Allocation Checker的接口，但当出现性能问题

时， Allocation Checker的内部实现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机会。例如，如果Sales Management 

System 运行在另一台服务器上（或许在另一个位置上），那么通信开销可能会很大，而且每个配
额检查都需要进行两次消息交换。第二条消息需要调用Sales Management System来回答是否应该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126 第二部分模型驱动设计的构造块

接受货物，因此并没有其他的替代方陆可用来处理这条消息。但第一条消息是得出货物的

Enterprise Segment，这条消息所基于的数据和行为与配额决策本身相比是静态的。这样， 一种设

~计选择就是缓存这些信息，以便Allocation Checker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自己的服务器上找到它

们，从而将消息传递的开销降低一半。但这种灵活性也是有代价的。设计会更复杂，而且被缓存

的数据必须保持最新。但如果性能在分布式系统中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的话，这种灵活部署可能成

为一个重要的设计目标。

7.12 小结

情况就是这样了。这种集成原本可能把我们这个简单且在概念上一致的设计弄得乱七八糟，

但现在，在使用了ANTICORRUPTION LAYER、 SERVICE和ENTE盯阳SE SEGMENT之后，我们已经干净

利落地把Sales Management System的功能集成到我们的预订系统中了，从而使领域更加丰富。

还有最后一个设计问题：为什么不把获取Enterprise Segment的职责交给Cargo呢？如果

Ente甲rise Segment的所有数据都是从Cargo中获取的，那么乍看上去把它变成Cargo的一个派生属

性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遗憾的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为了用有利于业务策略的维度进行划分，

我们需要任意定义Enterprise Segment。出于不同的目的，可能需要对相同的ENTITY进行不同的划

分。出于预订配额的目的，我们需要根据特定的Cargo进行划分：但如果是出于税务会计的目的

时，可能会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Enterprise Segment划分方式。甚至当执行新的销售策略而对Sales

Management System进行重新配置时，配额的Enterprise Segment划分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此，

Cargo就必须了解Allocation Checker，而这完全不在其概念职责范围之内。而且得出特定类型

Enterprise Se伊1ent所需使用的方能会加重Cargo的负担。因此，正确的做怯是让那些知道划分规

则的对象来承担获取这个值的职责，而不是把这个职责施加给包含具体数据（那些规则就作用于

这些数据上）的对象。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可以被分离到一个独立的Strategy对象中，然后将这

个对象传递给Cargo，以便它能够得出一个Enterprise Segment。这种解决方案似乎超出了这里的

@ill 需求，但它可能是之后设计的一个选择，而且应该不会对设计造成很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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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本书的第二部分为维护模型和实现之间的对应关系打下了基础。在开发过程中使用一系列成
熟的基本构造块井运用一致的语言，能够使开发工作更加清晰而有条理。

当然，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找到深层次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但能够捕捉到领域专家的微妙

的关注点，还可驱动切实可行的设计。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开发出能够捕捉到领域深层含义的模型。
以这种方式设计出来的软件不但更加贴近领域专家的思维方式，而且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本部分将会对这个目标加以说明井详细描述其实现过程，同时也会解释某些设计原则和模式。我
们应用这些原则和模式来得到满足应用程序以及开发人员自身需求的设计。

要想成功地开发出实用的模型，需要注意以下3点。

(1）复杂巧妙的领域模型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值得我们去花费力气实现的。

(2）这样的模型离开不断的重构是很难开发出来的，重构需要领域专家和热爱学习领域知识

的开发人员密切参与进来。

(3）要实现井有效地运用模型，需要精通设计技巧。

重构的层次

重构就是在不改变软件功能的前提下重新设计它。开发人员无需在着手开发之前做出详细的

设计决策，只需要在开发过程中不断小幅调整设计即可，这不但能够保证软件原有的功能不变，
还可使整个设计更加灵活易懂。自动化的单元测试套件能够保证对代码进行相对安全的试验。这
个过程解放了开发人员，使他们不再需要提前考虑将来的事情。

然而，几乎所有关于重构的文献都专注于如何机械地修改代码，以使其更具可读性或在非常
细节的层次上有所改进。如果开发人员能够看准时机，利用成熟的设计模式进行开发，那么“通 ~ 
过重构得到模式” 也 （ refactoring to pa忧ems）这种方式就可以让重构过程更上一层楼。不过，这

① Grmma等人在［Grmmaetal. 1995］中简要提及了应该将模式作为重构的目标，而Joshua Kerievsky则把“通过重构得
到模式”发展为更加成熟实用的形式 [Kerievsk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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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从技术视角来评估设计的质量。

有些重构能够极大地提高系统的可用性，它们要么源于对领域的新认知，要么能够通过代码

清晰地表达出模型的含义。这些重构不能取代设计模式重构和代码细节重构，这两种重构应该持

续进行。但前者添加了另一种重构层次：为实现更深层模型而进行的重构。在深入理解领域的基

础上进行重构，通常需要实现一系列的代码细节重构，但这么做绝不仅仅是为了改进代码状态。

相反，代码细节重构是一组操作方便的修改单元，通过这些重构可以得到更深层次的模型。其目

标在于：开发人员通过重构不仅能够了解代码实现的功能，还能明白个中原因，并把它们与领域

专家的交流联系起来。

《重构》［Fowler 1999］一书中所列出的重构分类涵盖了大部分常用的代码细节重构。这些重

构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可以从代码中观察到的问题。相比之下，领域模型会随着新认识的出现而

不断变化，由于其变化如此多样，以至于根本无能整理出一个完整的目录。

与所有的探索活动一样，建模本质上是非结构化的。要跟随学习与深入思考所指引的一切道

路，然后据此重构，才能得到更深层的理解。尽管已发布的成功模型会对我们大有帮助（第11

章将会提及），但是不能因此将领域建模简化为照本宣科的行为，当其是秘籍类的书籍或者工具

包，依样画葫芦。建模和设计都需要你发挥创造力。接下来的6章将会给出一些改进领域模型的

具体思考方式以及可实现这些领域模型的设计方陆。

深层模型

对象分析的传统方怯是先在需求文档中确定名词和动词，并将其作为系统的初始对象和方

[ill] 怯。这种方式太过简单，只适用于教导初学者如何进行对象建模。事实上，初始模型通常都是基
于对领域的浅显认知而构建的，既不够成熟也不够深入。

例如，我曾参与过一个运输应用系统的开发，我的初始想告是构建一个包括货轮（ship）和

集装箱的对象模型。货轮将货物从一个地点运送到另一个地点。集装箱则通过装卸操作与货轮建

立关联或解除关联。这确实能够准确描述一部分实际运输活动。但事实证明，它对于运输业务的

软件实现并没有太多帮助。

最终，在与运输专家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并进行了多次迭代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

型。在外行人看来，它也许没那么战显易懂，但却能贴切地反映出专家的想怯。这个模型的关注

点再次回到了运送货物的业务。

我们依然保留了ship，但是将其抽象为“船只航次”（vessel voyage），即货轮、 火车或其他

运输工具的某一调度好的航程。货轮本身不再重要，如遇维修或计划变动可临时改用其他方式，

只要保证原定航次按计划执行即可。运输集装箱则完全从模型中移除了。它现在以一种完全不同

的复杂形式出现在货物装卸应用程序中，而在原来的应用程序中，集装箱变成了操作细节。货物

实际的位置变化己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能律责任的转移。原来一些诸如“提货单”之类不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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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也出现在模型中。

每当有新的对象建模人员加入这个项目时，他们首先提出的建议是什么？就是添加“货轮”

和“集装箱”这两个缺少的类。他们都很聪明，只不过还没有仔细揣摩运输领域的知识罢了。

深层模型能够穿过领域在象，清楚地表达出领域专家们的主要关注点以及最相关的知识。以

上定义并没有涉及抽象。 事实上，深层模型通常含有抽象元素，但在切中问题核心的关键位置也
同样会出现具体元素。

恰当反映领域的模型通常都具有功能多样、简单易用和解释力强的特性。这种模型的共同之

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业务专家青睐的简单语言，尽管这种语言可能也是抽象的。 E到

深层模型／柔性设计

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设计本身也需要支持重构所带来的变化。第10章将会探讨如何使设计

更易于使用，不但方便修改还能够简单地将其与系统其他部分集成。

设计自身的某些特性就可以使其更易于修改和使用。这些特性并不复杂，却很有挑战性。第

10章将主要讨论“柔性设计”（supple design）及其实现方怯。

幸运的是，如果每次对模型和代码所进行的修改都能反映出对领域的新理解，那么通过不断

的重构就能给系统最需要修改的地方增添灵活性，并找到简单快捷的方式来实现普通的功能。戴
久了的手套在手指关节处会变得柔软；而其他部分则依然硬实，可起到保护的作用。同样道理，

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建模和设计时，虽然需要反复尝试、不断改正错误，但是对模型和设计的修改
却因此而更容易实现，同时反复的修改也能让我们越来越接近柔性设计。

柔性设计除了便于修改，还有助于改进模型本身。 MODEL-D阳VEN DESIGN需要以下两个方面

的支持：深层模型使设计更具表现力 z 同时，当设计的灵活性可以让开发人员进行试验，而设计
又能清晰地表达出领域含义时，那么这个设计实际上就能够将开发人员的深层理解反馈到整个模

型发现的过程中。这段反馈回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模型并不仅仅只是一套好想怯：

它还应该是构建系统的基础。

发现过程

要想创建出确实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设计，首先必须拥有可捕捉到领域核心概念的模型。第

9章将会介绍如何主动搜寻这些概念，并将它们融入到设计中。

由于模型和设计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如果代码难于重构，建模过程也会停滞不前。第

回

10章将会探讨如何为软件开发者（尤其是为你自己）编写软件，以使开发人员能够高效地扩展和 IT2IJ 
修改代码。这一设计过程与模型的进一步精化是密不可分的。它通常需要更高级的设计技巧以及

更严格的模型定义。

你需要富有创造力，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发现问题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为你所发现的领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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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建模，但有时你也可以借用别人已建好的模式。第11章和第12章将会讨论“分析模式”和“设

计模式”的应用。这些模式并不是现成的解决方案，但是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领域知识井缩小

研究范围。

但是，让我们以领域驱动设计中最令人兴奋的事件来开始第三部分吧，那就是突破。有时，

当我们拥有了MODEL-DRIVEN DESIGN和显式概念，就能够产生突破。我们有机会使软件更富表达

力、更加多样化，甚至会使它变得超乎我们的想象。这可以为软件带来新特性，或者意味着我们

可以用简单灵活的方式来表达更深层次的模型，从而替换掉大段死板的代码。尽管这种突破不会

时常出现，但它们非常有价值，当我们有机会进行突破时，一定要懂得识别并抓住机会。

第8章讲述了一个真实的项目，这个项目通过重构过程得到了更深层的理解，最终实现了突

破。这种经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尽管如此，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背景，帮助我们

~ 思考领域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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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突破

Mqs 

广f一侠、突破 回
时间／豆构

重构的投入叫并非呈线性关系。通U的调整会带来小的回报，小的改进也会积

少成多。小改进可防止系统退化，成为避免模型变得陈腐的第一道防线。但是，有些

最重要的理解也会突然出现，给整个项目带来巨大的冲击。

可以确定的是，项目团队会积累、消化知识，并将其转化成模型。微小的重构可能每次只涉

及一个对象，在这里加上一个关联，在那里转移一项职责。然而， 一系列微小的重构会逐渐汇聚

成深层模型。

一般来说，持续重构让事物逐步变得有序。代码和模型的每一次精化都让开发人员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这使得理解上的突破成为可能。之后， 一系列快速的改变得到了更符合用户需要井 [ill] 
更加切合实际的模型。 其功能性及说明性急速增强，而复杂性却随之消失。

这种突破不是某种技巧，而是一个事件。它的困难之处在于你需要判断发生了什么，然后再

决定如何处理。为了说明这是种什么样的经历，我将会讲述一个我几年前参与过的真实项目，以

及我们是如何获得一个宝贵的深层模型的。

8.1 一个关于突破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重构之后，我们最终得到了能够捕捉到一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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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知识的模型和一个确实能在应用程序中发挥作用的设计。当时我们正在给一家投资银行开发

一个大型应用程序的核心部分，该程序用于管理银团贷款。

假如Intel想要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工厂，就需要申请贷款，但贷款的额度太大，以至于

任何一家借贷公司 (lending company）都无战独立承担，于是这些公司就组成银团曲，集中它们

的资源，以此来支持这种巨额信贷。技资银行通常在银团里担当领导者的角色，负责协调各种交

易和其他服务。我们的项目就是要开发这样一个用于跟踪和支持以上整个过程的软件。

8.1.1 华而不实的模型

当时，我们对于自己的成果感觉相当不错。 4个月前，我们还身陷困境，因为之前留下的代

码完全不可行，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竭尽所能将其迁移到一个一致的MODEL-DRlVEN DESIGN中。

图 8-1 中展示的模型对常见业务进行了大幅简化。 Loan Investment （贷款投资）是一个派生

对象，用来表示某一投资者在Loan （贷款）中所承担的股份，它与投资者在Facility （信贷）中所

持有的股份成正比。

Facility 

limit : Money 

* 

Investment 

rnvestor : Company 
percentage : double 

Loan 

amount : Money 

increase( Money) 
decrease(Money) 

Loan Investment 

/amount : Mone 

图也1 假定放贷方股份固定的模型

隘罐罐罐罐罐罐罐酣睡罐罐罐罐醋
Facility （信贷）在这里并不是建筑物的意思．在大部分项目中，领域专家提供的专用术

语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词汇，并成为UBIQUITOUS LANGUAGE的一部分．在商业银行领域中，信

贷是公司为借款而作出的承诺．信用卡就是一种信贷，卡片持有者有权在需要时借出不超过预

设限制的金额，并且以预定利息还款．当你使用信用卡时，就会产生一笔未偿贷款，每笔支出

都会降低你的信贷额度，并增加你的贷款金额．最后，你需要偿还贷款本金．也许还需要缴纳

年费．年费是持有信用卡（信贷）所需缴纳的费用，与你的贷款元关。

①借贷公司（lending company）对于借款者（borrower）而言是放贷方 (lender），对于银困而言是投资者（investor ）。

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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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模型已显露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各种意料之外的需求一直困扰着我们，也使
设计更加复杂。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Facility股份的理解不断深入，在提取（Drawdown）贷款时，

信贷股份仅仅是放贷方投入金额的指导原则。当借款者（borrower）要求提取贷款时，银团领导
者会通知所有成员按各自的股份进行支付。

收到通知后，投资者通常会按自己的股份来支付，但是有时他们也会与银团其他成员协商，
以求少投入（或多投入） 一些。于是我们在模型中添加了Loan A司justment （贷款调整）以反映这
一事实。

Facility Loan 

limit . Money amount 

tra啥仙mp毗 Company, Percent) increase(Money) 
decrease(Money) 
adjustShare(Company, Money) , 

, 

transfer （）方法将放贷方的
Loan Investment转换成Loan
A刽ustmcnt，并且为价贷方
创建一个等富强但负的Loan
A刽ustment。（它保留了{t
~偿贷款中的位置。）

* * 

Investment Loan Investment 

因investor . Company amount : Money 

Loan Adjustment 

图8-2 为解决问题而逐步修改的模型。 Loan Adjustment用来跟踪放贷方最初同意放贷

的股份与实际放贷额之差

这种类型的精化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各种交易规则。但同时，模型的复杂度也在不
断增加，并且看起来我们无法很快从模型中提炼出真正健壮的功能。

更麻烦的是尽管算战越来越复杂，我们却无陆解决舍入运算所带来的细微差别。在1亿美元
的交易中，确实没有人会在意几美分的去向，但是银行家是不会信任无法精确计算到美分的软件
的。我们开始怀疑我们所遇到的难题可能是因为基本设计存在问题。

8.1.2 突破

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我们突然领悟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们在模型中把Facility的股份和Loan
的股份绑定到一起，而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实际的业务。这一发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业务专家
点头称是，井开始热情地给予帮助（我敢说他们一定还在奇怪我们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这
一点），我们迅速在白板上创建了一个新模型。虽然细节问题尚未确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新模
型的关键特征了： Loan的股份和Facility的股份可以在互不影响的前提下独立发生改变。有了这层

网
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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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我们利用与下图类似的模型图走查了许多场景：

公司8

.. , 公司A.. , 公司A

公司C

Drawdown 
5000万美元

Loan 
5000万美元

Facility 
限额 ＝ 1亿美元

图8-3 基于Facility的股份来进行分配的提取

这张图表明Facility的总额是11乙美元，而借款者选择从中提取的第一笔Loan金额是5000万美

元。 3个放贷方按照各自原先承诺的Facility的股份来支付，这样5000万的Loan就被分配到了这3

个放贷方头上。

随后，借款者又提取了另一笔3000万美元的货款（如图8-4所示），这样他的未偿Loan就达到

了8000万美元，依然在Facility的 11乙美元限额之内。这次，公司B决定不参与Loan，而由公司A来

承担这部分额外的股份。各个放贷方在借款者提取贷款的过程中所支付的股份反映了它们的投资

选择。当Loan的提取额不断增加时， Loan的股份份额就不再与Facility的股份成比例了。这种现象

很普遍。

货款提取： 3000万美元

门

V

+ ...... 
...... 

... 公司B~择不参与
第二次提取过程，

公刮A额外承担剩余股份。

Drawdown 
3000万美元 Loan 

8000万美元

因 图8-4 贷方B选择不参与第二次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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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所占股份核
Loan Share分配。

........ ...... 

...... 

投资
者分配

LOOO力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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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Loan 
7000万美元

图8-5 本金支付始终按照未偿Loan的股份比例来进行分配

当借款者偿还Loan时，所偿还的金额会根据Loan的股份分配给各放贷方，而不是根据Facility -

的股份来划分。同样，利，自、支付也会按照Loan的股份进行分配。 ‘·· 
费用支付： 500力－美元

，叫’ 投资者所占股份
按Facility Share分配。

投资者
的分配

500万美兀

图8-6 费用支付始终按照Facility的股份比例来进行分配

另一方面，当借款者为享有Facility权而支付费用时，这笔钱是按照Facili妙的股份划分的，
而不考虑放贷方是否借出了钱。 Loan不会因费用支付而发生变化。甚至还有这种情况，放贷方单
独交易费用股份，与利息股份等无关。 ~ 
8.1.3 更深层模型

我们得到了两个深层理解。其一是意识到“投资”和“Loan投资”是“股份”这个常规基础

概念的两种特例。信贷股份、货款股份、支付比例股份，这些都是股份，股份无处不在。任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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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第三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分配的价值都是股份。

经过几天忙碌的工作，我根据与专家讨论时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一起研究的场景，初步搭

建起了一个股份模型，如图8-7所示。

Share Pie 

prorate(Decimal) : Share Pie 
transfer(Company, Company, Decimal) 

Percent Pie 
Amount Pie 

plus(Amount Pie) : Amount Pie 
minus(Amou川 P闷： Amount Pie 

{sum of Share.amount= I} 

图8-7 股份的抽象模型

我同时也草绘了一个与股份模型搭配的新贷款模型。

Facility Loan 

limit : Money amount 

mcrease(Money) 
decrease(Money) 
a句ustShare(Company, Money) 

transf』r(Company, Company, Percent) 

。
、

、

、
、
、

、

、

费用支付依据Fae ii邮sharePie.prorate
(amount offee）来划分

投资者之间的交易会改变饼图中的
股份份额，但是在下一次提款之前
对Loan没有任何影响。

因 图8-8 使用Share Pie的Loan模型

Share 

ow口er Company 
amount : Decimal 

。

提取默认依据Facility汕arePie.prorate
(amount o「 payment）来划分

根据协商后的结果来调整贷款：
new Share Pie= old Share Pie.plus 
(transaction pie) 

现在Facility股份和Loan股份不再由专用对象来表示了。它们都被分解成了更直观的Share

Pie。这种泛化引入了“股份数学”的概念，极大地简化了所有交易中的股份计算，同时也使这

些计算更富有表达力、更简洁且更易于组合。

但最重要的是，新模型删除了不恰当的约束，这使得我们的问题迎刃而解。 Loan的Share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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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需与Facility 的Share成比例，同时新模型仍然保留着对总额、费用分配等的有效约束。我们

可以直接调整Loan的Share Pie，因此新模型也不再需要Loan Adjustment和大量处理特殊情况的逻

辑了。

新模型中不再包含Loan Investment对象，我们此时才意识到“贷款投资”并不是一个银行业

术语。事实上，业务专家早已多次告诉我们，他们不明白“贷款技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还
是尊重我们在软件方面的知识，井假定它对技术方面的设计是有所帮助的。而事实上，我们之所

以创建它是因为没有完全理解领域。

这种看待领域的新方怯使我们立即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处理之前遇到的所有场景，处理过程要
比以往简单许多。业务专家认为我们的模型图非常合理，他们曾经指出我们之前的模型图对他们

来说可主术性太强”了。即使只是在自板上画出草图，我们也能看出新模型能够彻底解决长期困

扰我们的舍入计算问题，我们可以不再使用复杂的舍人代码了。

新模型的效果很好。非常非常好。

而我们都已疲惫不堪了！

8.1.4 冷静决策

你也许会认为我们在那时一定会洋洋自得。但我们没有。项目的期限很紧，而我们的进度已
严重落后了。所以，那时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担忧。

重构的原则是始终小步前进，始终保持系统正常运转。但是要按照这个新模型来重构则需

理

要修改大量的支持代码，在重构的过程中，系统几乎无怯正常运转。我们能够看出一些力所能 ~ 
及的微小改进，但这些改进无怯让我们实现新的领域概念。我们也知道通过一系列小改动可以

实现新模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导致程序的一部分功能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在当时，自
动化测试还没有广泛应用于这种项目。我们一无所有，所以肯定会出现一些让我们始料不及的

破坏。

此外，重构是需要花费精力去实现的。但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压力重重，早已精疲力尽了。
这时，我们与项目经理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令我终生难忘。我们的项目经理是个睿智而勇

敢的人。他问了我们许多问题：

Q1 ：如果采用新设计，需要多久才能重新实现已有功能？

A1 ：大约3周。

Q2：不用新设计可以解决问题吗？

A2：有可能。但我们无法保证。

Q3：如果现在不采用新设计，可以继续进行丁一个版本的开发吗？

A3 ： 如果不做修改，开发进度会非常缓慢。而且我们的系统一旦有了客户群，再做修改就

会变得史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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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这是不是正确的行动？

A4：我们知道目前的局面很不稳定，如果不是非做不可，我们也可以将税。 而且我们都很

疲惫了。但是，是的，这是个史加简单的解决方案，也史符合止务需求。 从长远角度

来看，它会降低风险。

他给我们开了绿灯，并告诉我们他会控制好局面。做出这种决定需要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这

使我一直对他钦佩不已。

我们全力以赴，在3个星期内完成了任务。这是个巨大的工程，但是却进展得异常顺利。

8.1.5 成果

项目需求不再有意外的、难以捉摸的改变了。舍入逻辑的实现虽然井不简单，却很稳定井且

医到合理。我们交付了软件的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的开发思路也很清晰了 。 我的神经衰弱也多少

有了好转。

在进行第二个版本的开发时， Share Pie成了整个程序的统一主题。技术人员和业务专家利用

它来对系统进行讨论。市场人员使用它来向预期客户解释系统特性。这些预期客户和其他的客户

都能立刻理解它，并且可以马上用它来讨论特性。由于它抓住了银团货款的核心问题，所以它真

正成为了UBIQUITOUS LANGUAGE的一部分。

8.2 机遇

当突破带来更深层的模型时，通常会令人感到不安。与大部分重构相比，这种变化的回报更

多，风险也更高。而且突破出现的时机可能很不合时直。

尽管我们希望进展顺利，但往往事与愿违。过渡到真正的深层模型需要从根本上调整思路，

并且对设计做大幅修改。在很多项目中，建模和设计工作最重要的进展都来自于突破。

8.3 关注根本

不要试图去制造突破，那只会使项目陷入困境。通常，只有在实现了许多适度的重构后才有

可能出现突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进行微小的改进，而在这种连续的改进中模型深层含

义也会逐渐显现。

要为突破做好准备，应专注于知识消化过程，同时也要逐渐建立健壮的UBIQUITOUS

LANGUAGE。寻找那些重要的领域概念，井在模型中清晰地表达出来（参见第9章）。精化模型，

使其更具柔性（参见第10章）。提炼模型（参见第15章）。利用这些更容易掌握的手段使模型变得

更清晰，这通常会带来突破。

不要犹豫着不去做小的改进，这些改进即使脱离不开常规的概念框架，也可以逐渐加深我们

医E 对模型理解。不要因为好高驾远而使项目陷入困境。只要随时注意可能出现的机会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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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后记 ： 越来越多的新理解

突破使我们走出了困境，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更深层次的模型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机会，它使应用程序的功能更加丰富，设计也更加清晰。

在Share Pie版本的程序发布几周之后，我们注意到在模型中还存在一个使设计变得复杂的地
方。我们漏掉了一个重要的ENTITY，结果是本来应该由它承担的职责不得不由其他对象来完成。
具体来说就是提取货款、缴纳费用等业务是由一些重要的规则控制的 ， 而所有这些逻辑都分散在
Facility和Loan中的各种方怯里了。这些设计问题在Share Pie突破出现之前几乎没有引起我们的注
意，但是随着我们对领域的理解日渐清晰，它们也变得明显起来。现在我们开始注意到，那些经
常在讨论中出现的术语（如“交易”，代表一次金融交易）并没有体现在模型中，反而隐含在了
那些复杂的方怯里。

经过与之前类似的过程（但所幸的是，我们有了更加充足的时间），我们对领域的理解又向前
迈进了一步，井获得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模型。这个新模型不但使所有隐含的概念显现了出来，如
Transac世on，以及一个简化的Position （包括Facility和Loan的抽象类）。于是定义各种交易、交易规
则、协商程序和审批流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而且实现这些概念的代码也相对来说变得更好理解了。

Position 

apply(Transaction) 

口·’

Transaction注重现食流
动以及对Position的改变
（如果有改变的ifr)

Tra”saction 

{ L~Loan.sharePie按比例分配的股份，不可变｝
｛执行 ： position .sharePie. ~1inus(sharePie)} 

｛输入股份佳，J 可修改｝ l 'I 
｛股份总值＝ O} I ｛付1 Facility.sharePie按比例分配的股份，不可变｝｛执行： posit ion.sha rcP ic.plus(sbarePie)} I ｛执行： Pos it ion未改变｝

{ rtJ Facil).ty .sharePie按比例分配的股份， 可修改｝
｛执订： position.sharePie.plus(sbarePie)}

图8-9 几周之后的又一次模型突破。 Transaction的约束可以被简单精确地表达出来

通常，在经过一次真正的突破井获得了深层模型之后，所获得的新设计变得更加清晰简单，
新的UBIQUITOUS LANGUAGE也会增进沟通，于是又促成了下一次建模突破。

回

回

当大部分项目由于规模和复杂度的累积而举步维艰时，我们的项目却正在加速前进。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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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将隐式概念转变为显式概念

~~守层建模听起来很不错，但是我们要如何实现它呢？深层模型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包含

J巧、了领域的核心概念和抽象，能够以简单灵活的方式表达出基本的用户活动、问题以及

解决方案。深层建模的第一步就是要设怯在模型中表达出领域的基本概念。随后，在不断消化知

识和重构的过程中，实现模型的精化。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从我们识别出某个重要概念井且在

模型和设计中把它显式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时刻开始的。

若开发人员识别出设计中隐含的某个概念或是在讨论中受到启发而发现一个概念时，就会对

领域模型和相应的代码进行许多转换，在模型中加入一个或多个对象或关系，从而将此概念显式

地表达出来。

有时，这种从隐式概念到显式概念的转换可能是一次突破，使我们得到一个深层模型。但更

多的时候，突破不会马上到来，而需要我们在模型中显式表达出许多重要概念，并通过一系列重

构不断地调整对象职责、改变它们与其他对象的关系、甚至多次修改对象名称，在这之后，突破

才会姗姗而来。最后，所有事情都变得清晰了。但是要实现上述过程，必须首先识别出以某种形

~ 式存在的隐含概念，无论这些概念有多么原始。

9.1 概念挖掘

开发人员必须能够敏锐地捕捉到隐含概念的蛛丝马迹，但有时他们必须主动寻找线索。要挖

掘出大部分的隐含概念，需要开发人员去倾听团队语言、仔细检查设计中的不足之处以及与专家

观点相矛盾的地方、研究领域相关文献并且进行大量的实验。

9.1.1 倾昕语言

你可能会想起这样的经历：用户总是不停地谈论报告中的某一项。该项可能来自各种对象的

参数汇编，甚至还可能来自一次直接的数据库查询。同时，应用程序的另一部分也需要这个数据

集来进行显示、报告或其他操作。但是，你却一直认为没有必要为此创建一个对象。也许你一直

没有真正理解用户想通过某个特定术语传达的东西，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然后，你突然灵机一动。原来，报告中该项名称给出了一个重要的领域概念。你高兴地与专

家谈起了这个新发现。他们可能会松一口气，因为你终于明白了。也可能会觉得很平常，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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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管专家们如何反应，你开始在自板上画模型图了（之前你也一
直这么做）。用户会帮助你修正新模型连接方面的细节，但你明显感到讨论的质量有所提高。你
和用户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对方，井且可以更加自然地用模型交互来演示特定场景。领域模型
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强大。然后，你可以重构代码来反映新模型，同时也会发现你的设计变得更
加清晰了。

倾昕领域专家使用的语言。有没有一些术语能够简洁地表达出复杂的概念？他们有没有纠正
过你的用词（也许是很委婉的提醒）？当你使用某个特定词语时，他们脸上是否已经不再流露出
迷惑的表情？这些都暗示了某个概念也许可以改进模型。

这不同于原来的“名词即对象”概念。听到新单词只是个开头，然后我们还要进行对话、消
化知识，这样才能挖掘出清晰实用的概念。如果用户或领域专家使用了设计中没有的词汇，这就 ~ 
是个警告信号。而当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都在使用设计中没有的词汇时，那就是一个倍加严重的
警告信号了 。

或者，应该把这种警告看成一次机会。 UBIQUITOUS LANGUAGE是由遍布于对话、文档、模型
图甚至代码中的词汇构成的。如果出现了设计中没有的术语，就可以把它添加到通用语言中，这
样也就有机会改进模型和设计了。

回团队已经开发出了可用来预订货物的有效应用程序。现在他们开始开发“作业支持”应用程
序，此程序可帮助工作人员管理工作单，这些工作单用于安排起始地和目的地的货物装卸以及在
不同货轮之间转运时需要的货物装卸。

预定应用程序使用一个路线引擎来安排货物行程。运输过程的每段行程都作为一行数据存储在
数据库表中， 其中指定了装载该货物的船名航次（某一货轮的某一航次） ID、装货地点以及卸货地
点，如图9-1所示。

Cargo 

cargo Id 
origin 
destination 
weight 

起始地
目的地 Routing Service 

表
mr

充
－m

填
蚓

ku o ob a nuv 

数据库表： cargo_bookings 

Cargo_ID Voyage_ID Load_Loc Unload 一Loe

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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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第三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 让我们来听听开发人员和运输专家之间的对话吧（对话已被高度简化）。

开发人员：我想要确认一下cargo bookings （货物预订）在中是否已包含了作业应用程序所

需的全部数据。

专家：他们需妥Cargo的全部航海日程（Itinerary ） 。 现在在中有哪些信息？

开发人员：货物ID、船名航次以及每个航段的装货港口和卸货港口 。

专家：那么日期呢？需妥按照预计的时间来进行装卸工作。

开发人员：嗯，日期可以从船名航次安排中获得。 该在的数据已经得到了规范化处理。

专家：走的，日期通常都是必需的数据。 作业人员会用这类航海日程来安排后面的装卸工作。

开发人员：嗯……好的 。 他们肯定可以得到日期数据。 作业管涩应用程序可以提供全部装货

和卸货信息以及每次装卸作业的日期 。 我猜这也就是你所说的 “航海日程”。

专家：很好。 航海日程是他们需妥的主妥数据。 事实上，千

单z页 ， 可以打印出航海日程或将航海日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顾客。 你能想办法利用这个功能吗？

开发人员：我想那只是个报哀。 我们无法据此来开发作业应用程序 。

［开发人员陷入了沉思，然后开始兴奋起来。 ］

开发人员：那么，航海日程实际上把预订程序和作业程序连接起来了 。

专家：是的 。 它同时还连接了一些客户关系 。

开发人员：［在白板上画出了一个草图 。 ］那么，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l←ll\eY矶vy

图 9-2

专家 ： 走的 ， 基本上是这样。 在每段行程中 ， 我们都希望看到船名航次、装货和卸货地点以

因及时间。
开发人员：所以，我们一旦创建了Leg (-At.f生）对象，就能够从航次安排中获取时间信息。

我们可以将Itiner缸y （航海日程）对象作为与作业应用程序联系的主妥连接点。 同时，还可以用

这种方式重新编写航海日程报点， 这样领域逻辑就重新回到领域层中了 。

专家：有些地方我不太明白 ， 但是你说对了 Itinerary的两个主妥用途，一是用在预订应用程

序报在功能中，二是用在作业应用程序中 。

开发人员：嘿！我们可以让Routing Service （路线服务）接口返回航程对象 ， 而不用将数据

写入数据库哀。 这样一来，路线引擎就不需妥知道数据库在了 。

专家：嗯？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9章将隐式概念转变为显式概念 143 

开发人员：我是说，我可以让路线引擎只返回一个Itinerary 。 然后，预订应用程序在保存剩

丁的信息时把它一起存储到数据库中。

专家：你是说现在的程序并没有这么做吗？！

这位开发人员回去与负责路线处理的人员进行讨论。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会给模型和设计带来

什么影响和变化，在必要的时候也去请教了运输专家。最后，他们得到了图9-3所示的模型。

cargo Id 
origin 
destinat10n 
we帧t

Cargo 

{ ltin~rury必须包含Cargo的起州地和目的地｝

。 l

Ttinerary 

/origin LocationCode 
/destinationLocationCode 
/arrival Time 

Leg 

vesselVoyageld 
loadLocationCode 
lloadTime 
unloadLocationCode 
/unJoadTimc 

图 9-3

Routing Service 

~ / 
£：：：： 带有相l何足以白地

／目的地的航海日程

接下来，开发人员对代码进行了重构，以使它能反映出新的模型。在一周内，他们很快对代
码作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每次修改都进行两到三次重构。但是他们还没有对预订应用程序中的航
海日程报告进行简化，而简化工作将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开始进行。

这位开发人员一直都在仔细倾听运输专家的见解，并注意到“航海日程”概念的重要性。事
实上，所有的数据都已收集，在航海日程报告中也已隐含了操作行为，但是，把显式的Itinerary

对象作为模型的一部分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

通过重构得到显式的Itinerary对象的益处是：

(1）更明确地定义Routing Service接口；

(2）将Routing Service与预订数据库表解藕－一－Routing Service无需关il,＇存储逻辑：

回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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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3）明确了预订应用程序和作业支持应用程序之间的关系（即共享Itinerary对象） I 

(4）减少重复，因为Itinerary可同时为预订报表和作业支持应用程序提供装货／卸货时间：

(5）从预订报表中删除领域逻辑，并将其移至独立的领域层$

(6）扩充了UBIQUITOUS LANGUAGE，使得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之间或者开发人员内部能够更

准确地讨论模型和设计。

9.1.2 检查不足之处

你所需要的概念并不总是浮在表面上，也绝不仅仅是通过对话和文档就能让它显现出来。有

些概念可能需要你自己去挖掘和创造。要挖掘的地方就是设计中最不足的地方，也就是操作复杂

且难于解释的地方。每当有新的需求时，似乎都会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复杂。

有时，你很难意识到模型中丢失了什么概念。也许你的对象能够实现所有的功能，但是有些

~ 职责的实现却很笨拙。而有时，你虽然能够意识到模型中丢失了某些东西，但是却无怯找到解决

方案。

这个时候，你必须积极地让领域专家参与到讨论中来。如果你足够幸运，这些专家可能会愿

意一起思考各种想告，井通过模型来进行验证。如果你没那么幸运，你和你的同事就不得不自己

思索出不同的想怯，让领域专家对这些想住进行判断，并注意观察专家的表情是认同还是反对。

E画E 摸索和j息计算模型

interest Calculator 
Fee Calculator Asset 

rate 
企eq

dateOffset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interestDueAmount 

monthly Amount 
dayOfMonthDue 

amount 

calculateFeesForDateO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 
calculatefeesforDate()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O 

Fee Payment 
History 问d

nuv t 
ts e3·

·· 

mH 
ρ
w
－
t
 

tt nm ]

m vd a p
- 

图9-4 笨拙的模型

下面的故事以一家假想的金融公司为背景，该公司经营商业贷款和其他一些生息资产。公司

开发了一个用于跟踪这些投资及收益的应用程序，通过一项一项地添加功能来使它不断地发展。

每天晚上，公司都会运行一个批处理脚本，用于计算当天所生成的利息和费用，井把它们相应地

[ill] 记录到公司的财务软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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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批处理脚本会遍历每笔Asset （资产），井让其执行calculateinterestForDate （），按

照当天的日期来计算利息。然后，该脚本会接收返回值（收益金额），并将它和指定分类账的名
称一起发送给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提供了记账程序的公共接口）。再由记账软件将收入金

额过账到指定的分类账中。这个脚本还会对每笔Asset当日的手续费作类似的处理，并记录到另
一个不同的分类账中。

负责这个程序的一位开发人员一直在费力地应对日益复杂的利息计算。她开始怀疑应该能找
到一个更适合完成此项任务的模型。于是，她向她熟识的领域专家寻求帮助，希望专家可以协助
她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开发人员：我们的Interest Calculator （利息计算器）太复杂了 。

专家：这一部分确实很复杂。 还有很多情况我们都推迟考虑了。

开发人员：我知道。 我们可以使用另一个不同的Interest Calculator来添加新的利息类型。 但

现在最大的麻烦足，如果没有按时支付利息，该如何去处理由此引发的各种特殊情况。

专家：其实这些不算是特殊情况。 人们支付利息的方式可以非常灵活。
开发人员：记得之前我们重构Asset，将Interest Calculator从中分离出来，这对开发工作大有

帮助 。 我们可能还需妥进一步分解Asset。

专家：没问题。

开发人员：我在想你们在讨论这种利息计算时可能有另外的方式。

专家：你才旨的是什么？

开发人员：举个例子 ， 假设我们正在跟踪会计期（accounting period）内到期的未付利息。

这种利息有名字吗？

专家：哦，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这么做。利息收入和付款是完全独立的过账。

开发人员：所以你们不需妥这个数字（到期的未付利息）？

专家：有时我们也许会看看，但这不是我们处理业务的方式。

开发人员：好吧。 如采付款和利息是彼此独立的，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建模。这看起来怎么样？

［在白板上画出苹图 。 ］

图 9-5

l1tt-evest- C"'lc 

ii\＼－ε•esl-Accl.\1'11.\l"'t-εA 

<'ICCOl.\l\l-il\B弓r<'IY\-1)<'1＼－ε

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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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专家：我想这是合乎情理的。但你只是把它从一个地方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开发人员：不过现在Interest Calculator只负责追踪利息收入了，付款的数目则是由Payment

单独管理。 这个模型并没有简化什么，但它是不是能够史好地反映出业务惯例呢？

专家：啊。我懂了 。我们能够同时保留利息的历史记录吗？就像之前模型中的 Payment History 

（付款历史）一样。

开发人员：可以 。 这已经被作为一项新功能提出来了 。 但是，它本来应该在初始设计中就加

进来。

专家：哦。 是这样，我看到你以这种方式分离利息和Payment History，还以为你们妥把利息分

解并组织成类似于Payment History的结构 。 你对应计制会计（肌rual basis accoun出g）有所了解吗？

开发人员：请解释一下。

专家：我们每天（或根据计划安排）都会把应计利息过账到收支总账中 。 而支付的过账方法

则完全不同 。 你在这里把应计利息累加起来有点不大合适。

开发人员：你是说，如果我们保留“应计利息”列在，那么这些利息就可以根据需妥来进计

算总计或者…… “过账＼

专家 ： 应该是在应计日期过账，但是可以在任意时间内累加。 费用的处理与此相同，当然，

匹2 是要提交到另一个分类账中 。

开发人员 ： 事实上，如果只计算一天或一段时间的利息 ， 问题就会简单得多 。然后，我们就

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了 。 这看起来怎么样？

Asset- .t 
4『叫01.\1\l-

图 9-6

专家 ： 不错。 这看起来很好。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对你来说会简单得多 。 但基本上 ， 资产之所

以有价值，；就是因为通过它可以累积利息、费用等 。

开发人员：你是说手续费也是一样的吗？它们……怎么说来着？ ……妥过账到不同的分类

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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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Acc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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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将Interest Calculator中的利息计算（或者说是应计费用的计
算逻辑）与跟踪利息的功能分开了 。 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Fee Calculator与 Interest Calculator有很

多重复的地方。 此外，现在不同类型的费用也可以轻松地添加进来了。

专家：足的 。 之前的计算也是正确的，但现在变得一目了然了。

由于Calculator类井没有直接与设计中的其他部分相关联，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重
构。这位开发人员只需花几个小时就能够通过重写单元测试来验证新的语言，第二天新的设计就
可以用了。最终，她得到了下面的模型。

Asset Accrual Schedule 
principa队mount
lastAccrual Calculation Date 
calculateAccrualsThrough(Date) 

• 1 ledgcrNamc 

accrnalsForDateRange() 

这个力法汹址：脚本传入
的 日期参数（ \astAccru
alCalculationDate , l总饵’
是当前日期）从何个
Schedule中获取Accrua l ,

, , 

/Yi千fAccrnal占1l会添加jil)
集合中 ， 然后返回给脚本。

ρ 

/ 

拿 I Income Accrual 

date 
amount 
ledgerName 

图9-8 重构后的深层模型

Daily Compound Interest 

rate 

Monthly Fee 

amount 
dayO岱1onthDue

在重构后的应用程序中，夜间批处理脚本会通知每个Asset执行calculateAccrualsThr
oughDate （）。其返回值是Accrual的集合，而其中的每笔金额都会过账到指定的分类账中。

囚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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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新模型具有几个优点，包括 ：

(1）术语“应计费用（accrual)”使UBIQUITOUS LANGUAGE更丰富E

(2）将应计费用从付款中分离出来：

(3）将领域知识（如过账到哪个分类账）从脚本中移出来，并放到领域层中，

臣丑 (4）将费用与利息统一，既能够符合业务逻辑，又可消除重复代码E
(5）新形式的费用和利息可以通过Accrual Schedule直接添加到模型中。

这一次，开发人员不得不自己挖掘所需的新概念。她能够看出利息计算的不足之处，并坚持

不懈地寻找更深层次的解决方案。

她很幸运地找到一位聪明且热忱的银行专家作为合作伙伴。如果合作的专家不那么主动的

话，她可能会在初期犯更多的错误，而后则需要更多地依赖与其他开发人员进行头脑风暴来解决

问题。这样，程序开发的进度会放慢，但还是有可能获得进展。

9.1.3 思考矛盾之处

由于经验和需求的不同，不同的领域专家对同样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泣。即使是同一个人

提供的信息，仔细分析后也会发现逻辑上不一致的地方。在挖掘程序需求的时候，我们会不断

遇到这种令人烦恼的矛盾，但它们也为深层模型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线索。有些矛盾只是术语说

法上的不一致，有些则是由于误解而产生的。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专家们会给出相互矛盾的两种

说怯。

天文学家伽利略曾提出过一个悖论。我们的感觉清楚地表明地球是静止的：人们既不会被吹

走也不会被抛出去。然而哥自尼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即地球是围绕着太阳飞速转动的。

将这一矛盾统一起来可能会揭示出大自然运转的某种深奥的规律。

于是，伽利略设计了一个假想实验。如果一个骑手在奔跑的马背上丢下一个球，这个球会掉

到哪里？显然，这个球会随着马一起向前移动，直到它落在马蹄旁边的地面上，就像马一直站着

没动时一样。根据这个实验，伽利略推导出了惯性参考系思想的早期雏形，它可以解决前面提到

的悖论并可引出更为实用的物理运动模型。

我们遇到的矛盾通常不会这么有趣，也不会具有如此深刻的意义。尽管如此，采用同样的思

~ 考模式通常可以帮助我们透过问题领域的表面获得更深层的理解。

要解决所有矛盾是不太现实的，甚至是不需要的。（第14章将会深入探讨如何取舍以及如何

处理结果。）然而，即使不去解决矛盾，我们也应该仔细思考对立的两种看怯是如何同时应用于

同一个外部现实的，这会给我们带来启示。

9.1.4 查阅书籍

在寻找模型概念时，不要忽略一些显而易见的资源。在很多领域中，你都可以找到解释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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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传统思想的书籍。你依然需要与领域专家合作，提炼与你的问题相关的那部分知识，然后

将其转化为适用于面向对象软件的概念。但是，查阅书籍也许能够使你一开始就形成一致且深层

的认识。

让我们设想一下前面讨论的投资跟踪应用程序的另一个场景。与前面一样，这个故事的开头

也是开发人员意识到设计变得越来越笨拙，特别是Interest Calculator。但是在这个场景中，领域

专家主要负责其他工作， 他对帮助软件开发项目并不十分感兴趣。在这里，开发人员不能指望专

家与其一起进行头脑风暴，帮助她探寻隐藏于表象之下的遗漏概念。

于是，她去了书店。随意翻阅了几本书之后，她找到了一本自己比较喜欢的会计学入门书籍，
并把它粗略浏览了一遍。她发现书中有一整套明确定义的概念体系。其中一段文字给了她特别大

的启发：

应计制会计。 这种方法把所有已经产生的收入均计到收入中（即使尚未支付），所有支出

也均在产生时显示出来（无论是已经支付还是以后才支付）。所有到期债务，包括税金，都列

入费用 。

一－Suzanne Caplan的Finance and Accounting: How to Keep Your Books and Manage Your 

Finances Without an MBA, a CPA or a Ph.D [Adams Media, 2000] 回
开发人员再也不用自己去重新编造一个会计学出来了。在与其他开发人员进行了一些讨论之 ~ 

后，她设计出了一个模型，如图9-9所示。

Interest Calculator 
Fee Calculator Asset 

calculateFeesForDate() calculateAccrualsThro1 

rate 
freq 
datcO仔set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mo且由lyAmount

dayOtMontbDuc 
amount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 

OIw o-w 
Fe 士

d
m

niwAO HUA

-- 

rn tE n-W 

A 

date 
amount 

* 
Interest 

Payment 

Accrued 
Interest Income 

* 

Fee Puyment date 
date 
amount 

amount 
date 
amount 

图9-9 通过阅读书籍而得来的略为深层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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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没有认识到收入是由Asset产生的，所以模型中依然含有Calculator。分类账的概念还是

包含在应用程序中，而不是在它本应归属的领域层中。但是，她确实将付款从应计收入中分离出

来了（这曾是最大的问题）井且她将“应计费用”这个词引入到模型和UBIQUITOUS LANGUAGE中 。

在之后的迭代过程中，模型还会得到进一步的精化。

当这位开发人员终于有机会与领域专家讨论时，专家大吃一惊。她是专家遇到的第一个对其

工作表现出些许兴趣的程序人员。由于职责分配的原因，专家从未像之前例子那样密切配合过一一

坐下来与她共同商讨模型问题。但是，这位开发人员从书中获取了知识，这使她能够提出很好的问

题，所以自此以后，专家开始认真倾听她的见解，并尽力及时地回答她的问题。

当然，看书与咨询领域专家并不冲突。即便能够从领域专家那里得到充分的支持，花点时间

从文献资料中大致了解领域理论也是值得的。虽然许多业务并不会像会计学或金融行业那样具有

极其细致的模型，但大多数领域中都有一些擅于思考的人，他们已组织井抽象出了业务的一些通

用的惯例。

开发人员还有另一个选择，就是阅读在此领域中有过开发经验的软件专业人员编写的资料。

[ill] 例如，《分析模式》［Fowler 1997］一书的第6章可能会为她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向一一无论
这个方向会让开发变得更好还是更糟。阅读书籍并不能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可以为她提供一

些全新的实验起点，以及在这个领域中探索过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样可以避免开发人员重复

设计已有的概念。第11章将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主题。

9.1.5 尝试 ， 再尝试

上面的例子并没有显示出不断尝试和出错的次数。在讨论过程中，我可能尝试六七种不同的

思路，然后找到一个看起来，足够清晰且实用的概念，并在模型中尝试它。后面，随着经验的积累

和知识的消化，我们会有更好的想毡，最终，这个概念至少会被替换一次。因此，建模人员／设

计人员绝对不能固执己见。

并不是所有这些方向性的改变都毫无用处。每次改变都会把开发人员更深刻的理解添加到模

型中。每次重构都使设计变得更灵活井且为那些可能需要修改的地方做好准备。

我们其实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尝试才能了解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企图避免设计上的失误将会

导致开发出来的产品质量低劣，因为没有更多的经验可用来借鉴，同时也会比进行一系列快速实

验更加费肘。

9.2 如何为那些不太明显的概念建模

面向对象范式会引导我们去寻找和创造特定类型的概念。所有事物（即使是像“应计费用”

这种非常抽象的概念）及其操作行为是大部分对象模型的主要部分。它们就是面向对象设计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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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所讲到的 “名词和动词”。但是，其他重要类别的概念也可以在模型中显式地表现出来。

下面我将会描述3个这样的类别，我在开始接触对象时，对它们的认识并不够清晰。我每学
会一个这样的类别，就会让设计变得更加清晰深刻。

9.2.1 显式的约束

约束是模型概念中非常重要的类别。它们通常是隐含的，将它们显式地表现出来可以极大地
提高设计质且。

有时，约束很自然地存在于对象或方法中。 Bucket （桶）对象必须满足一个固定规则一一内
容（contents）不能超出它的容量 （capacity），如图9-10所示。

回

Bucket 

capacity . noat 
contents : float 

pourTn(float) 

、、、

hu
v 

、

、
、
、
、
、

{contents <= capacity} 

图 9-1。

这样一个简单的固定规则可以在每次可改变内容的操作中使用一个逻辑判断来保证。 回
c l ass Bucket ( 

private float capac工ty ;

private float contents; 

public void pourin(float addedVolume) ( 
if (contents + addedVol ume > capacity) ( 

contents = capac i ty ; 
} else ( 

con ten ts = con tents + addedVolume ; 

这里的逻辑非常简单，规则也很明显。但是不难想象，在更复杂的类中这个约束可能会丢失。
让我们把这个约束提取到一个单独的方告中，并用清晰直观的名称来表达它的意义。

class Bucket ( 

private float capacity; 

private float conten ts ; 因

public void pourin(float addedVolu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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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vo lume Present = content s + addedVolume ; 

content s= constr ainedToCapacity (volumePresent) ; 

pri vate f l oat constrainedToCapacity(float volumePlacedin) { 

if (volumePl acedi n > cap acity) return capacity ; 

retur n volumePlaced工n ; 

这两个版本的代码都实施了约束，但是第二个版本与模型的关系更为明显（这也是

MODEL-D RIVEN DESIGN的基本需求）。这个规则十分简单，使用最初形式的代码也很容易理解，

但如果要是执行的规则比较复杂的话，它们就会像所有隐式概念一样掩没掉被约束的对象或操

作。将约束条件提取到其自己的方法中，这样就可以通过方怯名来表达约束的含义，从而在设计

中显式地表现出这条约束。现在这个约束条件就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概念了，我们可以用它

的名字来讨论它。这种方式也为约束的扩展提供了空间。比这更复杂的规则很容易就会产生比其

调用者（在这里就是pourin（）方住）更长的方法。这样，调用者就可以简单一些，井且只专注

于处理自己的任务，而约束条件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

这种独立方捧为约束预留了一定的增加空间，但是在很多时候，约束条件是无怯用单独的方

怯来轻松表达的。或者，即使方法自身能够保持其简单性，但它可能会调用一些信息，但对于对

象的主要职责而言，这些信息毫无用处。这种规则可能就不适合放到现有对象中。

下面是一些警告信号，表明约束的存在正在扰乱其“宿主对象”（Host Object）的设计。

(1）计算约束所需的数据从定义上看并不属于这个对象。

(2）相关规则在多个对象中出现，造成了代码重复或导致不属于同一族的对象之间产生了继

承关系。

(3）很多设计和需求讨论是围绕这些约束进行的，而在代码实现中，它们却隐藏在过程代码

医E 中。
如果约束的存在掩盖了对象的基本职责，或者如果约束在领域中非常突出但在模型中却不明

显，那么就可以将其提取到一个显式的对象中，甚至可以把它建模为一个对象和关系的集合。

(The O协ct Cons阳的t Language: Precise Modeling with U脆［Warmer and 阻叩pe 1999］一书中提

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半正式的深入解决方案。）

E副E 复核： 超订策略

在第1章中，我们讨论了一个常见的运输业务惯例： 预订超出运输能力10%的货物。（货运公

司的经验表明，这种程度的超定可以抵消因客户临时取消订单而空出来的舱位，这样货轮基本能

够满载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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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入一个新类来反映Voyage和Cargo关联中的约束，该约束不管是在图表中还是在代码
中都能显式地体现出来，如图9-11所示。

Voyage Cargo 

=>
Voyage Cargo 

capacity size capacity size 

{sum(c缸邑o.siz巳） < voyage.capacity * 1.1} 

图9-11 为显式表达超订策略而重构的模型

要查看完整例子的代码和思路，请参阅1.4节示例。

9.2.2 将过程建模为领域对象

Overbooking 
Policy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都不希望过程变成模型的主要部分。对象是用来封装过程的，这样我
们只需考虑对象的业务目的或意图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存在于领域中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模型中把这些过程表示出来。否则
当这些过程显露出来时，往往会使对象设计变得笨拙。

本章的第一个例子描述了用来安排货运路线的运输系统。安排路线的过程具有业务意义。
SERVICE是显式表达这种过程的一种方式，同时它还会将异常复杂的算陆封装起来。

如果过程的执行有多种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陆来处理它，那就是将算法本身或
其中的关键部分放到一个单独的对象中。这样，选择不同的过程就变成了选择不同的对象，每个
对象都表示一种不同的STRA四GY。（第12章将会更详细地讨论如何在领域中使用STRATEGY。）

过程是应i亥被显式表达出来，还是应该被隐藏起来呢？区分的方桂很简单：它是经常被领域
专家提起呢，还是仅仅被当作计算机程序机制的一部分？

约束和过程是两大类模型概念，当我们用面向对象语言编程时，不会立即想到它们，然而它
们一旦被我们视为模型元素，就真的可以让我们的设计更为清晰。

有些类别的概念很实用，但它们可应用的范围要窄很多。为了使本章的讨论更全面，我会探
讨一个更特殊但也非常常用的概念一一规格（specification）。“规格”提供了用于表达特定类型的
规则的精确方式，它把这些规则从条件逻辑中提取出来，并在模型中把它们显式地表示出来。

SPECIFICATION是我与Martin Fowler[Evans and Fowler 1997］协作开发出来的。这个概念看起来

很简单，但是应用和实现中起来却很微妙，因此在本节中会有大量的细节描述。在第10章中还会
继续讨论SPECIFICATION，井对这种模式进行扩展。在阅读完接下来对该模式的初步解释后，你可

圆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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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E 以跳过9.2.4节，等到你真正想要应用这种模式时再回来阅读也不迟。

9.2.3 模式： SPECIFICATION

｛被……满足｝ 才 叫 ｜Specification 

在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序中，都会有布尔值测试方怯，实际上它们只是些小规则。只要它们很

简单，就可以用测试方怯（女日aniterator.hasNext （）或aninvoice.isOverdue （））来处理它们。

在Invoice类中， isOverdue （）的代码是计算一条规则的算战。例如：

public boolean isOverdue() { 
Date currentDate =new Date(); 
return currentDate.after(dueDate); 

但是并非所有规则都如此简单。在同一个Invoice （发票）类中，还有另外一个规则

aninvoice . isDelinquent （） ，它一开始也是用来检查Invoice是否过期的，但仅仅是开始部分。

根据客户账户状态的不同，可能会有宽限期政策。一些拖欠票据正准备再一次发出催款通知，而

另一些则准备发给收账公司。此外，还要考虑客户的付款历史纪录、公司在不同产品线上的政策

等。 Invoice作为付款请求是明白无误的，但它很快就会消失在大量杂乱的规则计算代码中。Invoice

还会发展出对领域类和子系统的各种依赖关系，而这些领域类和子系统与Invoice的基本含义无

关。

到了这一步，为了简化Invoice类，开发人员通常会将规则计算代码重构到应用层中（在这里

就是账单收集应用程序）。现在规则已经从领域层中分离出来，留下了一个纯粹的数据对象，它

将不再表达本来应该在业务模型中表示的规则。这些规则需要保留在领域层中，但是把它们放到

被其约束的对象（在这里是Invoice）里又不合适。此外，计算规则的方法中到处都是条件代码，

这也使得规则变得复杂难懂。

那些使用逻辑编程范式的开发人员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这种规则被称为谓

E到 词。谓词是指计算结果为“真”或“假”的函数，并且可以使用操作符（如AND和OR）把它们

连接起来以表达更复杂的规则。通过谓词，我们可以显式地声明规则并在Invoice中使用这些规则。

但前提是必须使用逻辑范式。

认识到这一点后，人们已经开始尝试以对象的形式来实现逻辑规则。在这些尝试中，有些很

成熟，有些则很幼稚。有些很激进，有些则很谨慎。有些被证明很有价值，有些则被当作失败的

试验丢到一边。虽然项目允许进行儿次这样的尝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无论这个想

越多么吸引人，完全用对象来实现逻辑可是个大工程。（毕竟，逻辑编程本身就是一套建模和设

计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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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通常不适合作为ENTITY或VALUE OBJECT的职责，而且规则的变化和组合也会掩盖

领域对象的基本含义。但是将规则移出领域层的结果会更糟糕，因为这样一来， 领域代码就不再
表达模型了。

逻辑编程提供了一种概念，即“谓词”这种可分离、可组合的规则对象．但是要把这种概念
用对象完全实现是很麻烦的。同时，这种概念过于通用，在表达设计意固方面，它的针对性不如

专门的设计那么好。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完全实现逻辑编程即可从中受益。大部分规则可以归类为几
种特定的情况。我们可以借用谓词概念来创建可计算出布尔值的特殊对象。那些难于控制的测

试方住可以巧妙地扩展出自己的对象。它们都是些小的真值测试，可以提取到单独的、地UE

OBJECT中。而这个新对象则可以用来计算另一个对象，看看谓词对那个对象的计算是否为“真”。

Invoice Invoice Delinquency Invoice 

isDelinquent(): boolean 

AV 
tcst(Jnvoicc) : boolean 

图 9-12

换言之，这个新对象就是一个规格。 SPECIFICATION （规格）中声明的是限制另一个对象状态的

约束，被约束对象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SPECIFICATION有多种用途，其中一种体现了最基本的

概念，这种用途是： SPECIFICATION可以测试任何对象以检验它们是否满足指定的标准。

因此：

为特殊目的创建谓词形式的显式的VALUE OBJECT 0 SPECIFICATION就是一个谓词，可用来确

定对象是否满足某些标准。

许多SPECIFICATION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简单测试，就像在拖欠票据示例中的规格一样。当规

则很复杂时，可以扩展这种概念，对简单的规格进行组合，就像用逻辑运算符把多个谓词组合起

来一样。（这种技术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基本模式保持不变，并且提供了一种从简单模型过渡到
复杂模型的途径。

拖欠票据的例子可以使用SPECIFICATION来建模，如图9-13所示。在规格中声明拖欠的含义，

对任意的Invoice对象进行计算井做出判断。

SPECIFICATION 将规则保留在领域层。由于规则是一个完备的对象，所以这种设计能够更加

清晰地反映模型。利用工厂，可以用来自其他资源（如客户账户或者企业政策数据库）的信息
对规格进行配置。之所以使用FACTORY，是为了避免Invoice直接访问这些资源，因为这样会使

得Invoice与这些资源发生不正确的关联（Invoice的基本职责是请求付款，而这些资源与这一职
责无关）。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创建Delinquent Invoice Specification （拖欠发票规格）来对一

些发票进行评估，这个SPECIFICATION用过之后就被丢掉，因此可以将评估日期直接放在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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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中，这真是一次不错的简化。我们可以用简单直接的方式为SPECIFlCATION提供完

成其职责所需的信息。

inv 123 : Invoice 

is sati sfied by (inv123) 

－－一善
Delinauent Invoice Soecification 

id =“inv 123” 
amount = $4999 
due date = 5 Mar 200 I 

。
、

standard grace period = 20 days 
good standing grace period = 60 days 
evaluation date = 6 April 200 l 

4子--0

真

计算日期是到期日期肝的32大。

信铃不好的科尸（enron)
只有20:k的宽限期．

因此，该发票为拖欠织；~.

图9-13 作为SPECIFICATION被提取出来的更为详细的拖欠规则

enron · Customer 

in good standing = false 

因 号卡米来

SPEClFICATION的基本概念非常简单，这能帮助我们思考领域建模问题。但是MODEL-DRIVEN

DRSIGN要求我们开发出一个能够把概念表达出来的有效实现。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更深入地

挖掘应用这个模式的方法。领域模式不仅仅是U孔1L图中好的想怯，也应该可以为MODEL-DRIVEN

DRSIGN中的编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只要恰当地应用模式，就可以得出一整套如何解决领域建模问题的思路，同时也可以从这种

长时间搜寻有效实现的经验中受益。下面的SPECIFICATION讨论详细介绍了功能和实现方栓的多种

选择。模式并不像菜谱那么死板。它可以让你以模式的经验为起点来开发自己的解决方案，井为

你讨论手头工作提供了语言。

在第一次阅读时，你可以快速浏览关键概念。以后碰到具体情况时，可以再回过头来阅读井

从细节讨论中获取经验。然后就可以开始设计你自己的解决方案了。

9.2.4 SPECIFICATION的应用和实现

SPECIFICATION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将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应用功能统一起来。出于以下

3个目的中的一个或多个，我们可能需要指定对象的状态。

(1）验证对象，检查它是否能满足某些需求或者是否已经为实现某个目标做好了准备。

(2）从集合中选择一个对象（如上述例子中的查询过期发票）。

(3）指定在创建新对象时必须满足某种需求。

这3种用也（验证、选择和根据要求来创建）从概念层面上来讲是相同的。如果没有诸如

SPECIFICATION这样的模式，相同的规则可能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甚至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形式。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9章将隐式概念转变为显式概念 157 

这样就会丧失概念上的统一性。通过应用SPECIFICATION模式，我们可以使用一致的模型，尽管在
实现时可能需要分开处理。 [ill] 

验证

规格的最简单用怯是验证，这种用法也最能直观地展示出它的概念，如图9-14所示。

Invoice Specificαtio11 

isSatisjiedBy(lnvoice) : boolean 

a口1ount

due date 

Invoice 

Delinquent invoice 
Specification Big Invoice 

Specification 
……其他基于专门
标准的SPECTFTCATION

th reshold amount 

图9-14 应用SPECIFICATION进行验证的模型

class DelinquentinvoiceSpecification extends 

InvoiceSpecification { 

private Date currentDate; 

II An instance is used and discarded on a single date 

public DelinquentinvoiceSpecification(Date currentDate) { 
this currentDate = currentDate ; 

public boolean isSatisfiedBy （工nvoice candidate) { 
int gracePeriod = 

candidate.customer() .getPaymentGracePeriod(); 
Date firmDeadline = 

DateUtility.addDaysToDate(candidate . dueDate() , 
gracePeriod) ; 

return currentDate.after(firmDeadline) ; 

Customer 

现在，假设当销售人员看到一个欠账客户的信息时，系统需要显示一个红旗标识。我们只需
要在客户类中编写一个方怯即可，类似于下面这段代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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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boolean account工sDelinquent(Customer customer) { 

Date today= new Date() ; 

Specification delinquentSpec = 

new DelinquentinvoiceSpecificat ion(today) ; 

工terator it = customer. get Invoices () . iterator() ; 

while (it . hasNext () ) { 

Invoice candidate = (Invoice) it.next(); 

if (delinquentSpec . isSatisfiedBy(candidate)) return true; 

return fa lse; 

选择 （或查询〉

验证是对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测试，检查它是否满足某些标准，然后客户可能根据验证的结

论来采取行动。 另一种常见需求是根据某些标准从对象集合中选择一个子集。 SPECIFICATION概念

同样可以在此应用，但是实现问题会有所不同。

假设应用程序的需求是列出所有拖欠发票的客户。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依然可以使用之

前定义的Delinquent Invoice Specification，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不得不去修改它的实现。为了证明

二者的概念是相同的，让我们首先假设发票的数量很少，可能已经全部装入内存了。在这种情况

下，验证功能的最直接实现方式依然可用。 Invoice Repository可以用一个一般化的方能来基于

SPECIFICATION 选择Invoice:

public Set selectSatisfying （工口voiceSpecification spec) { 

Set results= new HashSet(); 

工terator it= invoices.iterator(); 

while (it.hasNext()) { 

Invoice candidate ＝（工nvoice) it . next(); 

if (spec.isSatisfiedBy(candidate)) results.add(candidate); 

return results ; 

这样，用一行代码即可获得所有拖欠发票的集合：

Set delinquentinvoices = invo工ceRep。sitory.selectSati吕 fying ( 

圆 new De quent 

上面这行代码建立了操作背后的概念。当然， Invoice对象可能并不在内存中。也有可能会有

成千上万个Invoice对象。在典型的业务系统中，数据很可能会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我们在前面

的章节中曾经指出，在与其他技术交互使用时，很容易分散我们对模型的注意力 。

关系数据库具有强大的查询能力。我们如何才能充分利用这种能力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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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能保留SPECLFICATION模型呢？ MODEL-DRIVEN DESIGN要求模型与实现保持同步，但它同时也
让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能够准确捕捉摸型意义的实现方式。幸运的是， SQL是用于编写
SPECIFICATION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

下面是个简单的例子，其中查询被封装在验证规则所在的类中。我们在Invoice Specification 
中添加了一个方棒，该方撞在Delinquent Invoice Specification子类中得以实现：

public String asSQL () ( 

return 
” SELECT * FROM INVOICE , CUSTOMER”+ 

WHERE INVOI CE . CUST ID = CUSTOMER . ID”+ 

AND INVOICE.DUE DATE + CUSTOMER . GRACE PERIOD ” + 

< ” + SQLUtility.dateAsSQL(cu rrentDate) ; 

SPECIFICATION与REPOSITORY的搭配非常合适， REPOSITORY作为一种构造块机制，提供了对领
域对象的查询访问，并且把数据库接口封装起来（参见图9-15 ）。

I <fil旦， I 
sne地~· Delio口 ue nt

Invoice Soecification 

4且也豆豆
k皿旦旦旦

2垦且坚血~

S出C白山今中g(spec) I 
I ~ asSQL() I 

L一一一－~~！－~~~~~…－－…三pI 
E现.ecuteQuery(sqlString)
I :::> 
」 a Results 

L一一－
buildlnvoicesFromResultSet(a ResultSet) 

民号一一一一一」 | 
｜《 co ll创cti

-------------- 1－－一

图9-15 REPOSITORY和SPECIFICATION之间的交直

现在的设计有一些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表结构的细节本应该被隔离到一个映射层中（这
个映射层把领域对象关联到关系表），现在却泄漏到了DOMAIN LAYER中。这样一来，这些表结构
信息发生了隐性的重复，因此导致对Invoice和Customer对象的修改和维护变得很麻烦，因为现在
必须在多个地方跟踪它们的映射变化。但是，这个例子只是一个简单的例证，用来说明如何将规

理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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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放在一个地方。 一些对象关系映射框架提供了用模型对象和属性来表达这种查询的方式，并在

基础设施层中创建实际的SQL语句。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了。

如果无摇把SQL语句创建到基础设施中，还可以重写一个专用的查询方法并把它添加到

Invoice Repository中，这样就把SQL语句从领域对象中分离出来了。为了避免在REPOSITORY中嵌

入规则，必须采用更为通用的方式来表达查询，这种方式不捕捉规则但是可以通过组合或放置在

上下文中来表达规则（在这个例子中，使用的是双分派模式）。

public class 工nvoiceRepository { 

public Set selectWhereGracePeriodPast(Date aDate){ 

//This is not a rule , just a specialized query 

String sql = whereGracePeriodPast_SQL(aDate); 

ResultSet queryResultSet = 

SQLDatabaseinterface .i口stance() . executeQuery(sql) ; 

return bu工ld工nvoicesFromResultSet(queryResultSet);

public String whereGracePeriodPast_SQL(Date aDate) { 

return 
” SELECT * FROM INVOICE, CUSTOMER ” + 

W日ERE INVOICE . CUST＿工D =CUSTOMER.ID”+ 

” AND INVO工CE.DUE DATE + CUSTOMER.GRACE PERIOD”+ 

< ” + SQLUtility.dateAsSQL(aDate) ; 

public Set selectSatisfying （工nvoiceSpecification spec) { 

return spec .satisfyingElementsFrom(this) ; 

Invoice Specification 中的 asSql （）方法被替换为 satisfyingElementsFrorn(Invoice

Repository ） ，并在Delinquent Invoice Specification中以如下的方式实现：

public class Delinqi吐entinvoiceSpecification { 

II Basic Delinquent工nvoiceSpecification code here 

public Set satisfyingElementsFrom( 

工nvoiceRepository repository) { 

llDelinquency rule 工s defined as : 

//”grace period past as of current date ” 

return repository.selectWhereGracePeriodPast(currentDate); 

这段代码将SQL置于REPOSITORY中，而应该使用哪个查询则由 SPECIFICATION来控制。

SPECIFICATION中并没有定义完整的规则，但规则的核心己位于其中一一－指明了什么条件构成了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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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即超过宽限期）。

现在， REPOSITORY中包含的查询非常具有针对性，可能只适用于这种情况。虽然这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根据拖欠发票在过期发票中所占数量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通用的REPOSITORY
解决方案，使得性能仍然很好，同时又使SPECIFICATION的使用更易理解。

public class 工nvoiceRepository { 

public Set selectWhereDueDate工sBefore(Date aDate) { 
String sql = whereDueDateisBefore_SQL(aDate) ; 
ResultSet queryResultSet = 

SQLDatabaseinterface. 工nstance() .executeQuery(sql); 
return buildinvoicesFromResultSet(queryResultSet); 

public String whereDueDate工sBefore_SQL(Date aDate) { 
return 

” SELECT ’ FROM 工NVO工CE”＋

” WHERE 工NVO工CE.DUE_DATE ” ＋

< ”+ SQLUtility . dateAsSQL(aDate); 

public Set selectSatisfying （工nvoiceSpecification spec) { 
return spec . satisfyingElementsFrom(this) ; 

public class DelinquentinvoiceSpecification { 

//Basic Delinquent工nvoiceSpecification code here 

public Set satisfyingElementsFrom( 

工nvoiceRepository repository) { 
Collection pastDueinvoices = 

repository.selectWhereDueDateisBefore(currentDate) ; 

Set delinquentinvoices =new HashSet(); 

工terator it = pastDueinvo工ces.iterator() ;

while (it . hasNext ()) { 

Invoice an工nvoice = (Invoice) it .next() ; 

if (this.isSatisfiedBy(aninvo工ce))

delinquent工nvoices.add(aninvoice);

return delinquentinvoices; 

因为我们取出了更多Invoice并在内存中对其进行筛选，上面的代码会有性能方面的影响。这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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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以降低性能来实现更好的职责分离的代价是否可以接受完全取决于环境因素。 SPECIFICATION和

REPOSITORY之间的交互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不但能够利用开发平台的优势，还可以保证基本职责

的实施。

有时，为了改善性能（或者更有可能是为了加强安全性），我们可能把查询实现为服务器上

的存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 SPECIFICATION可能只带有存储过程允许的参数。除此之外，这些不

医E 同实现之间的模型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实现方式，除非模型中有特别的约束条件。
这么做的代价是更加难于编写和维护查询。

上面的讨论基本上没有涉及将SPECIFICATION与数据库结合时所面临的挑战，我井不想在这里

说明所有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只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Mee和Hieatt在［Fowler

2002］中讨论了用规格设计REPOSITORY时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

根据要求来创建（生成）

如果五角大楼需要一架新式的喷气式战斗机，政府官员们会先编写规格。在规格中可能会

要求这架喷气机的速度达到2马赫，航程1800英里，并且成本不高于5000万美元，等等。无论规

格有多详细，它都不是飞机的设计，更不是飞机本身。航空航天工程公司将接受这份规格并且

据此创建出一个或多个设计。各个竞争公司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设计，所有这些方案都需要满足

原始规格。

很多计算机程序都能够生成一些工件，这些工件是需要被指定的。当你在字处理软件文档中

插入图片时，文字会环绕在图片周围。你已指定了图片的位置，可能也指定了文字环绕的样式。

这样，字处理软件就可以按照你指定的规格来将页面上的文字摆放到正确的位置。

尽管乍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是这种SPECIFICATION概念与应用于验证和选择的规格井无二致。

都是在为尚未创建的对象指定标准。但是， SPECIFICATION的实现则会大不相同。这种SPECIFICATION

与查询不同，它不用来过滤己存在对象：也与验证不同，并不用来测试已有对象。在这里，我们

要创建或重新配置满足SPECIFICATION的全新对象或对象集合。

如果不使用SPECIFICATION，可以编写一个生成器，其中包含可创建所需对象的过程或指令集。

这种代码隐式地定义了生成器的行为。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使用描述’性的SPECIFICATION来定义生成器的接口，这个接口就显式地约

医丑 束了生成器产生的结果。这种方法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口生成器的实现与接口分离。 SPECIFICATION声明了输出的需求，但没有定义如何得到输出

结果。

口接口把规则显式地表示出来，因此开发人员无需理解所有操作细节即可知晓生成器会产

生什么结果。而如果生成器是采用过程化的方式定义的，那么要想预测它的行为，唯一

的途径就是在不同的情况下运行或去研究每行代码。

口接口更为灵活，或者说我们可以增强其灵活性，因为需求由客户给出，生成器唯一的职

责就是实现SPECIFICATION中的要求。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9章 将隐式概念转变为显式概念 163 

口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这种接口更加便于测试，因为接口显式地定义了生成器的输入，而

这同时也可用来验证输出。也就是说，传入生成器接口的用于约束创建过程的同一个
SPECIFICATION也可发挥其验证的作用（如果实现方式能够支持这一点的话），以保证被创
建的对象是正确的。（这是ASSERTION的例子，将会在第10章中讨论。）

根据妥求来创建可以是从头创建全新对象，也可以是配置己有对象来满足SPECIFICATION 。

可以随意摆放。有些则是易挥发的，必须放于特制的通风容器中。还有一些是易爆品，必须保存
于特制的防爆容器中。还有一些规则是关于如何在容器中棍装化学品的。

我们的目标是编写出一个软件，用于寻找一种安全而高效地在容器中放置化学品的方式，如
图9-16所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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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6 仓库存储模型

我们可以首先从编写一个过程一一取出一个化学品井将其放置在一个容器中一一开始，但是
让我们从验证问题开始着手吧。这种方式让我们必须显式描述规则，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测试最终
实现的方式。

每种化学品都有一个容器SPECIFICATION 。

化学晶

η.ff 

砂

生物样本

氨水

容器SPECIFICATION

防爆容器

不能与易爆品混装

通风容器

现在，如果将这些规格编写成Container Specification，就可以提出一种把化学品混装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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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配置方怯，并测试它是否满足这些约束条件。

容器特性 物 {i' 口 是否满足规格？

防 爆 20 磅 ηH
./ 

500 磅砂

50 磅 生物样本 ./ 

氨水 ’‘ 

Container Specification的isSatis fied （） 方告用来检查是否存在所需的ContainerFeature 。 例

如，易爆化学品的规格会寻找“防爆”特性：

public class ContainerSpecification { 

因 p巾ate Containe巾ature r叩iredFeature ;

public ContainerSpecification(Conta工nerFeature requ工red) { 

requiredFeature = requir ed ; 

boolean isSatis f iedBy(Container aContainer){ 

return aContainer . getFeatures() . contains(requiredFeature); 

下面是设置易爆化学品的客户端示例代码：

t口t.setContainerSpec i fication (

new Con tai ner Specification(ARMORED)) ; 

Container对象的isSafelyPacked （）方诠用来保证Container具有Chemical要求的所有特’性。

boolean isSafelyPacked(){ 

Iterator it = contents . iterator() ; 

while (it . hasNext()) { 

Drum drum= (Drum) i t . next () ; 

if ( !drum . containerSpecification () . isSatisfiedBy (this))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编写一个监控程序，用来监视库存数据库井报告不安全状况。

工terator it= contai ners.iterator(); 

while (it . hasNext()) { 

Container container = (Container ）工t .next() ; 

if ( ! cont a iner . isSafelyPacked () ) 

unsafeContainers . add(contai口er);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9章 将隐式概念转变为显式概念 165 

客户并没有要求我们编写这样一个软件。让业务人员知道这个程序当然很好，但客户的要求
是设计一个打包程序。而现在我们得到的是打包的测试程序。这些对领域的理解和基于
SPECIFICATION的模型使我们有能力为服务定义一个清晰而简单的接口，这个服务可接受Drum和
Container集合并将它们按照规则进行打包。

public interface WarehousePacker { 

public void pack(Collect 工on containersToFill , 

Collection drurnsToPack) t h rows NoAnswerFoun dExcept ion; 

!* ASSERT工ON : At end of pack() , t h e Contain erSpecification 

of each Drum shall be satisfied by its Cont ainer. 
If no complete so l ution can be found, an ex ception shal l 
be thrown . *I 

现在，为履行Packer服务的职责，我们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优化的约束求解方案。这一任务
已经与程序中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因此其他部分的实现机制不会对这个部分的设计产生影响。
（详见第10章和第15章。）然而，控制打包的规则井没有从领域对象中提取出来。

为了让仓库打包软件有效工作而编写优化逻辑，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一个小组的开发人员
和业务专家已经分头开始工作了，但是编码工作尚未进行。同时，另一个小组正在开发一个应用
程序，该程序允许用户从数据库中获取库存并提交给Pack巳r处理，最后分析打包结果。这个小组
是面向预期的Packer进行设计的。 但是他们能做的只是模拟一个用户界面，编写一些数据库集成
代码。他们无怯为用户显示一个具有实际行为的界面，因此无桂获得良好的反馈。同样， Packer
小组也在闭门造车。

通过仓库打包程序示例中创建的领域对象和SERVICE接口，开发应用程序的小组认识到他们
可以构建一个非常简单的Packer实现代码，这有助于开发工作获得进展，同时可以与其他小组协
同工作并建立起反馈循环，但这只有在端到端的系统中才可以完全发挥作用。

public class Container { 

private double capacity ; 

private Set contents; //Drums 

public boolean hasSpaceFor (Drum aDrum) { 
retur口 remainingSpace() >= aDrurn . getSize() ; 

回

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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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double remainingSpace() { 

double totalContentSize = 0.0; 

工terator it= contents . iterator() ; 

while (it . hasNext()) { 

Drum aDrum = (Drum) it.next(); 

totalContentSize = totalContentSize + aDrum.getSize(); 

return capacity - totalContentSize ; 

public boolean canAccommodate(Drum aDrum) { 

return hasSpaceFor(aDrum) && 

aDrum.getContainerSpecification() .isSatis E工edBy (this) ; 

public class PrototypePacker implements WarehousePacker { 

public void pack(Collection c。ntainers , Collection drums) 

throws NoAnswerFoundException { 

/* This method fulfills the ASSERT工ON as written . However, 

when an exception is t h rown , Containers ’ contents may 

have changed . Rollback must be handled at a higher 

level. */ 

工terator it= drums . iterator(); 

while (it.hasNext()) { 

Drum drum= (Drum) it.next(); 

Container container = 

findContainerFor(containers, drum) ; 

container. add (drum) ; 

public Container findContainerFor( 

Collection containers , Drum drum) 

throws NoAnswerFoundException { 

工terator it= containers.iterator(); 

while (it.hasNext()) { 

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 it.next(); 

if (container . canAccommodate(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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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con t a iner ; 

throw new NoAnswerFoundException ( ) ; 

当然，上述代码有很多不足之处。它可能会将砂打包到特制容器中，这就导致在打包危险化
学品时，特制容器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了。显然，它没有对空间的利用进行优化。但是很多优化
方面的问题无论怎样都无怯得到完美的解决。而这段实现代码确实遵循了到目前为止已声明过的

所有规则。

有的团队必须要等待另一个团队编写出代码后才可以继续工作．而这两个团队都要等到
代码完全整合后才可以测试组件或从用户那里获取反馈．这种僵局通常可以通过关键纽件的模
型驱动原型来缓解，即使原型并不满足所有需求也可以．当实现与接口分离时，只要有可以工
作的实现，项目工作就可以并行地开展下去．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用更为高效的实现来替代
原型．同时，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也能在开发期间与原型进行交互．

有了这个原型，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就可以全速开展工作了，包括进行所有与外部系统的集
成。在领域专家对原型进行研究井确认自己的想怯后， Packer开发小组也能够得到专家的反馈，
从而帮助他们自己理清需求和优先级。 Packer小组决定接管这个原型并对其进行调整，以便测试

他们的想法。

同时，他们还使接口与最新设计保持同步，以推动应用程序和一些领域对象的重构，从而尽
早解决集成问题。

一旦完成复杂的Packer程序，集成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为它有一个描述得很清楚的接
口，应用程序在与原型交互的时候也是根据相同的接口和ASSER'.ηON编写的。

专家们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得到了正确的优化算法。用户与原型交互时的反馈使他们受益
匪浅。同时，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在开发期间也能够与原型进行交互。

回

这里的例子演示了如何通过更巧妙的模型使“最简单却可能非常最有效的事物”成为可能。 「「
我们可以用几十行简单易懂的代码编写出复杂组件的功能原型。如果不用MODEL-DRIVEN 巴坐l
DESIGN，系统会更难理解和升级（因为Packer与设计的其他部分更紧密地祸合在一起），在这种
情况下，开发原型可能会更加艳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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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柔性设计

＋.－.兵，件的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服务。但首先它必须为开发人员服务。在强调重构的软件开发

寸Y、过程中尤其如此。随着程序的演变，开发人员将重新安排并重写每个部分。他们会把

原有的领域对象集成到应用程序中，也会让它们与新的领域对象进行集成。甚至几年以后，负责

维护的程序员还将修改和扩充代码。人们必须要做这些工作，但他们是否愿意呢？

当具有复杂行为的软件缺乏良好的设计时，重构或元素的组合会变得很困难。 一旦开发人员

不能十分肯定地预知计算的全部含意，就会出现重复。当设计元素都是整块的而无怯重新组合的

时候，重复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对类和方法进行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重用它们，但

因丑 这些小部分的行为又变得很难跟踪。如果软件没有一个条理分明的设计，那么开发人员不仅不愿

意仔细地分析代码，他们更不愿意修改代码，因为修改代码会产生问题一一－要么加重了代码的棍

乱状态，要么由于某种未预料到的依赖而破坏了某些东西。在任何一种系统中（除非是一些非常

小的系统），这种不稳定性使我们很难开发出丰富的功能，而且限制了重构和迭代式的精化。

为了使项目能够随着开发工作的进行加速前进，而不会由于它自己的老化停滞不前，设计必

须要让人们乐于使用，而且易于做出修改。这就是柔性设计（supple design ）。

柔性设计是对深层建模的补充。一旦我们挖掘出隐式概念，并把它们显示地表达出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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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原料。通过选代循环，我们可以把这些原料打造成有用的形式： 建立的模型能够简单而清

晰地捕获主要关注点：其设计可以让客户开发人员真正使用这个模型。在设计和代码的开发过程
中，我们将获得新的理解，井通过这些理解改善模型概念。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选代循环中，通
过重构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但我们究竟要获得什么样的设计呢？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进行哪些实

验？这正是本章要讨论的内容。

很多过度设计（overengineering）借着灵活性的名义而得到合理的外衣。但是，过多的抽象

层和间接设计常常成为项目的绊脚石。看一下真正为用户带来强大功能的软件设计，你常常会发
现一些简单的东西。简单并不容易做到。为了把创建的元素装配到复杂系统中，而且在装配之后
仍然能够理解它们，必须坚持模型驱动的设计方怯，与此同时还要坚持适当严格的设计风格。要

创建或使用这样的设计，可能需要我们掌握相对熟练的设计技巧。

开发人员扮演着两个角色，而设计必须要为这两个角色服务。同一个人可能会同时承担这两

种角色，甚至在几分钟之内来回变换角色，但角色与代码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 一个角色是客户
开发人员，负责将领域对象组织成应用程序代码或其他领域层代码，以便发挥设计的功能。柔性
设计能够揭示深层次的底层模型，并把它潜在的部分明确地展现出来。客户开发人员可以灵活地

使用一个最小化的、松散辑合的概念集合，井用这些概念来表示领域中的众多场景。设计元素非
常自然地组合到一起，其结果也是健壮的，可以被清晰地刻画出来，而且也是可以预知的。

同样重要的是，设计也必须为那些修改代码的开发人员服务。为了便于修改，设计必须易于

理解，必须把客户开发人员正在使用的同一个底层模型表示出来。我们必须按照领域深层模型的
轮廓进行设计，以便大部分修改都可以灵活地完成。代码的结果必须是完全清晰明了的，这样才
容易预见到修改的影响。

早期的设计版本通常达不到柔性设计的要求。由于项目的时间期限和预算的缘故，很多设计

一直就是僵化的。我也从未见过有哪个大型程序自始至终都是柔性的。但是，当复杂性阻碍了项
目的前进肘，就需要仔细修改最关键、最复杂的地方，使之变成一个柔性设计，这样才能突破复
杂性带给我们的限制，而不会陷入遗留代码维护的麻烦中。

设计这样的软件并没有公式，但我精选了一组模式，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这些模式如果运

用得当的话，就有可能获得柔性设计。这些模式和示例展示了一个柔性设计应该是什么样的，以
及在设计中所采取的思考方式。

10.1 模式： INTENTION-REVEALING INTERFACES 

在领域驱动的设计中，我们希望看到有意义的领域逻辑。如果代码只是在执行规则后得到结

果，而没有把规则显式地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就不得一步一步地去思考软件的执行步骤。那些只
是运行代码然后给出结果的计算一一没有显式地把计算逻辑表达出来， 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不
把代码与模型清晰地联系起来，我们很难理解代码的执行效果，也很难预测修改代码的影响。前

一章深入探讨了对规则和计算进行显式的建模。实现这样的对象要求我们深入理解计算或规则的

因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因

170 第三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大量细节。对象的强大功能是它能够把所有这些细节封装起来，如此一来，客户代码就能够很简

单，而且可以用高层概念来解释。

图 I 0-1 一些有助于获得柔性设计的模式

但是，客户开发人员要想有效地使用对象，必须知道对象的一些信息，如果接口没有告诉开

发人员这些信息，那么他就必须深入研究对象的内部机制，以便理解细节。阅读客户代码的人也

需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就失去了封装的大部分价值。我们需要避免出现“认识过载”的问题。

如果客户开发人员必须总是思考组件工作方式的大量细节，那么就无暇理清思路来解决客户设计

的复杂性。即使一个人同时扮演两种角色（既开发代码，也使用他自己的代码）的时候也是如此，

因为他即使不必去了解那些细节，也不可能一次就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全面。

如果开发人员为了使用一个组件而必须要去研究它的实现，那么就失去了封装的价值。当某

个人开发的对象或操作被别人使用时，如果使用这个组件的新的开发者不得不根据其实现来推测

其用途，那么他推测出来的可能并不是那个操作或类的主要用途。如果这不是那个组件的用途，

虽然代码暂时可以工作，但设计的概念基础已经被误用了．两位开发人员的意图也是背道而驰。

当我们把概念显式地建模为类或方法时，为了真正从中获取价值，必须为这些程序元素赋予

一个能够反映出其概念的名字。类和方陆的名称为开发人员之间的沟通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也能

够改善系统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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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 Beck曾经提出通过INTENTION-REVEAL剧GSELECTOR （释意命名选择器）来选择方蓓的名

称，使名称蔬达出其目的［Beck 1997］。设计中的所有公共元素共同构成了接口，每个元素的名称
都提供了揭示设计意图的机会。类型名称、方怯名称和参数名称组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个
INTENTION-REVEALING IN回盯／＼CE （释意接口）。

因此：

在命名类和操作时要描述它们的效果和目的，而不要表露它们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目的的。
这样可以使客户开发人员不必去理解内部细节。这些名称应该与UBIQUITOUS LANGUAGE保持一

致．以便团队成员可以迅速推断出它们的意义。在创建一个行为之前先为它编写一个测试，这样
可以促使你站在害户开发人员的角度上来思考它。

所有复杂的机制都应该封装到抽象接口的后面，接口只表明意图，而不表明方式。

在领域的公共接口中，可以把关系和规则表述出来，但不要说明规则是如何实施的 E 可以把

事件和动作描述出来，但不要描述它们是如何执行的；可以给出方程式，但不要给出解方程式的
数学方怯。可以提出问题，但不要给出获取答案的方能。

E副E 重构：调漆应用程序

一家油漆商店的程序能够为客户显示出标准调漆的结果。下面是初始的设计，它有一个简单
的领域类。

Paint 

v: double 
r: int 
y: int 
b: int 

paint(Paint) 

图 10-2

paint(Paint）方法的行为根本猜不出，想知道它的唯一方法就是阅读代码。

public void paint(Paint paint) { 

v = v + paint.getV(); //After mixing, volume is summed 
II Omitted many lines of complicated color mixing logic 
II ending with the assignment of new r , b , and y values. 

从代码上看，这个方法是把两种油漆（Paint）混合到一起，结果是油漆的体积增加了，井变
为氓合颜色。

为了换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为这个方怯编写一个测试（这段代码基于归因t测试框架）。

因

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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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testPaint() { 

II Create a pure yellow paint with volume=lOO 

Paint yellow= new Paint(lOO . O, 0 , 50 ， 。） ；

II Create a pure blue paint with volume=lOO 

Paint blue= new Paint(lOO 0 ， 。，。 ， 50);

II Mix the blue into the yellow 

yellow.pain t(blue); 

II Result should be volume of 200 . 0 of green paint 

assertEquals(200.0 , ye l low . getV() , 0.01) ; 

assertEquals(25 , yellow.getB()) ; 

assertEqual s(25 , yellow.getY()) ; 

assertEquals (0 , yellow . getR()) ; 

通过这个测试只是一个起点，这无法令我们满意，因为这段测试代码井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方

能都做了什么。让我们来重新编写这个测试，看一下如果我们正在编写一个客户应用程序的话，

将以何种方式来使用Paint对象。最初，这个测试会失败。 实际上，它甚至不能编译。我们编写它

的目的是从客户开发人员的角度来研究一下Paint对象的接口设计。

public void testPaint() { 

II Start with a pure yellow paint with volume=lOO 

Paint ourPaint =new Paint(lOO . O, 0 , 50, 0) ; 

II Take a pure blue paint with volume=lOO 

Paint blue= n ew Paint(lOO . O ， 。，。， 50) ;

因 II Mix 山 blue into the yellow 

ourPaint . mix工n(blue) ;

II Result should be volume of 200 . 0 of green paint 

assertEquals (200.0, ourPaint.getVolume(), 0 . 01) ; 

assertEquals(25, ourPaint . getBlue()); 

assertEquals(25 , ourPaint . getYellow()) ; 

assertEquals(O , ourPai nt.getRed()) ; 

花时间编写这样的测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反映出我们希望以哪种方式与这些对象进

行交互。在这之后，我们重构Paint类，使它通过测试，如图10-3所示。

新的方怯名称可能不会告诉读者有关？昆合另一种油漆（Paint）的效果的所有信息（要达到这

个目的需要使用断言，接下来我们就会讨论它）。但这个名称为读者提供了足够多的线索，使读

者可以开始使用这个类，特别是从测试提供的示例开始。 而且它还使客户代码的阅读者能够理解

客户的意图。在本章接下来的几个示例中，我们将再次重构这个类，使它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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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ouble 
r: int 

b: !nt : mt 

paint(Paint) 

c令

图 10-3

来 -l!号来

第 10章柔性设计 173 

Paint 

volume . double 
red · int 
bellow int 

lue int 

mixln(Paint) 

整个子领域可以被划分到独立的模块中，并用一个表达了其用途的接口把它们封装起来。这
种方怯可以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项目上，并控制大型系统的复杂性，这些内容将在第15章中的
COHESIVE MEC队NTSM和GENERIC SUBDOM皿4部分进行更多的讨论。

在接下来的两个模式中，我们将介绍如何令一个方蓓的执行结果变得易于预测。复杂的逻辑
可以在SIDE-EFFEC下F阻EF'UNCηON中安全地执行，而改变系统状态的方告可以用ASSERTION来刻画。

10.2 模式： SIDE-EFFECT-FREE FUNCTION 

我们可以宽泛地把操作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命令和查询。查询是从系统获取信息，查询的方

式可能只是简单地访问变量中的数据，也可能是用这些数据执行计算。命令（也称为修改器）是
修改系统的操作（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设置变量）。在标准英语中，＂£1）作用”这个词暗示着“意
外的结果”，但在计算机科学中，任何对系统状态产生的影响都叫副作用。这里为了便于讨论，

我们把它的含义缩小一下，任何对未来操作产生影响的系统状态改变都可以称为副作用。

为什么人们会采用“副作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显然是有意影响系统状态的操作呢？我推测
这大概是来自于复杂系统的经验。大多数操作都会调用其他的操作，而后者又会调用另外一些操

作。 一旦形成这种任意深度的嵌套，就很难预测i周用一个操作将要产生的所有后果。第二层和第
三层操作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客户开发人员有意为之的，于是它们就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副作用。

在一个复杂的设计中，元素之间的交互同样也会产生无怯预料的结果。副作用这个词强调了这种
交互的不可避免性。

多个规则的相互作用或计算的组合所产生的结果是很难预测的。开发人员在调用一个操作
时 ， 为了预测操作的结果，必须理解它的实现以及它所调用的其他方法的实现。如果开发人员不
得不“揭开接口的面纱”，那么接口的抽象作用就受到了限制。如果没有了可以安全地预见到结

果的抽象，开发人员就必须限制”组合爆炸”＠，这就限制了系统行为的丰富性。

①组合爆炸（ combinatory explosion），源自离散数学的术语，是指随着问题中元素的增加，所出现的可能组合数剧
烈增加． －一－译者注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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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结果而不产生副作用的操作称为函数。 一个函数可以被多次调用，每次调用都返回相同

的值。 一个函数可以调用其他函数，而不必担心这种嵌套的深度。函数比那些有副作用的操作更

巨型 易于测试。由于这些原因，使用函数可以降低风险。
显然，在大多数软件系统中，命令的使用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命令产生

的问题。首先，可以把命令和查询严格地放在不同的操作中。确保导致状态改变的方陆不返回领

域数据，并尽可能保持简单。在不引起任何可观测到的副作用的方法中执行所有查询和计算

[Meyer 1988 ］。

第二，总是有一些替代的模型和设计，它们不要求对现有对象做任何修改。相反，它们创建

井返回一个VALUE OBJECT，用于表示计算结果。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技术，在接下来的示例中我们

就会横示它的使用。 VALUE OBJECT可以在一次查询的响应中被创建和传递，然后被丢弃一一不像

ENηTY，实体的生命周期是受到严格管理的。

VALUE OBJECT是不可变的，这意味着除了在创建期间调用的初始化程序之外，它们的所有操

作都是函数。像函数一样， VALUE OBJECT使用起来很安全，测试也很简单。如果一个操作把逻辑

或计算与状态改变混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操作重构为两个独立的操作［Fowler 1999, 

p. 279］。但从定义上来看，这种把副作用隔离到简单的命令方怯中的做怯仅适用于ENTITY。 在完

成了修改和查询的分离之后，可以考虑再进行一次重构，把复杂计算的职责转移到VALUE OBJECT 

中。通过派生出一个VALUE OBJECT （而不是改变现有状态），或者通过把职责完全转移到一个

VALUE OBJECT中，往往可以完全消除副作用。

因此：

尽可能把程序的逻辑放到函敬中，因为函数是只返回结果而不产生明显副作用的操作。严格

地把命令（引起明显的状态改变的方法）隔离到不返回领域信息的、非常简单的操作中。当发现

了一个非常适合承担复杂逻辑职责的概念时，就可以把这个复杂逻辑移到VALUE OBJECT中．这

样可以进一步控制副作用。

SIDE-EFFECT-FREE FuNCTION，特别是在不变的VALUE OBJECT中，允许我们安全地对多个操作

进行组合。当通过IN.四NTION-REVEALING INTERFACE把一个FUNCTION呈现出来的时候， 开发人员

医卫 就可以在无需理解其实现细节的情况下使用它。

噩噩础，再次重构调漆应用程序

一家油漆商店的程序能够为客户显示出标准调漆的结果。 我们继续前面的例子，下面是上次

重构后得到的领域类：

public voi d mix工n (Paint other) { 

volume= volume . p l us(oth er.getVolume()) ; 

II Many lines of complicated color- mixing logic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10幸柔性设计 175 

II ending with the assignment of new red, blue, 
I I and yellow values. 

Paint 

volume : double 
red : int O~ 
yel low: int ~~ 
blue : int 

mixln(Paint) 

、
、、

、

捕获到的知识：颜料有红、
货、 蓝二原色（挑剔的人认
为三原色是洋红、策和青色）

图 10-4

且皿ll a型且1
m1xln(paint2) 

－－→洁如 112 gallon 
color va 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yellow 

1/2 gallon 
color va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blue 

斗 心
I gallon 
color va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green 

1/2 gallon 
color va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blue 

这里应该产生什
么变化呢？原米
的开发人员似平
对也不感兴腿，

1 而且直没有
σ干’ ｜ 指定。

回且皿u 且皿u

图10-5 mixin （）方法的副作用

mix工n （）方战中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这个设计确实遵循了“修改和查询分离”这条原则。有
一点需要注意（下面会具体讨论），这里井没有对paint2对象（mixin （）方法的一个参数）的体积 [ill] 
做过多的考虑。操作不改变Paint2的体积，在这个概念模型的上下文中，这看起来并不是十分合
乎逻辑。就我们所知，这在原来的开发人员看来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对操作之后的paint2对象
不感兴趣，但我们很难预测副作用会产生什么后果。在接下来要讨论的ASSERTION中我们很快会
回头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颜色。

在这个领域中，颜色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让我们试着把它变成一个显式的对象。它应该叫什
么名字呢？首先想到的就是Color （颜色），但我们通过先前的知识消化已经认识到了一个重要的
知识，即油漆的调色与我们所熟悉的RGB调色是不同的。名称必须反映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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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 Pigment Color 

volume : double 、－ ' red int 
yellow int 
blue. int mixln(Paint) 

图 10-6

把Pigment Color （颜料颜色）分离出来之后，确实比先前表达了更多信息，但计算还是相同

的，仍然是在mixin （） 方战中进行计算。当把颜色数据移出来后，与这些数据有关的行为也应该

一起移出来。但是在做这件事之前，要注意Pigment Color是一个VALUE OBJECT。因此，它应该是

不可变的。 当我们调漆时， Paint对象本身被改变了，它是一个具有生命周期的实体。相反， 表示

某个色调（如黄色）的Pigment Color则一直表示那种颜色。 调漆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Pigment

Color对象，用于表示新的颜色。

public c l ass PigmentColor { 

Pigment Color 

red : int 
yellow ’ int 
blue int 

mi且.cdWi.th(Pigmcnt Color, double): Pigment Color 

图 10-7

public PigmentColor mixedWith(PigmentColor other, 

double ratio) { 

II Many lines of complicated color-mixing logic 

II end工ng with the creation of a new PigmentColor object 

II with appropriate new red, blue , and yellow values. 

public class Paint { 

public void mixin(Paint other) { 

volume= volume+ other . getVolume(); 

double ratio = other.getVolume() I volume ; 

pigmentColor = 

pigmentColor.mixedWith(other . pigmentColor(),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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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With(color 2) 
一一→，，

唔←-0
color 3 

组监rJ.

color va 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yellow 

心
♀创且Ll σ”

color va 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green 

图 10-8

第 10章柔性设计 177 

ω也r.l

color values 
representing a 
shade of blue 

创建一个新的
VALUE 0BWC'I', 

现有对象保持

己圣

现在， Paint中的代码已经尽可能简单了。新的Pigment Color类捕获了知识，井显式地把这些

知识、表达出来，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SIDE-EFFECT-FREE FuNCTION，这个函数的计算结果很容易理

解，也很容易测试，因此可以安全地使用或与其他操作进行组合。由于它的安全性很高，因此复
杂的调色逻辑真正被封装起来了。使用这个类的开发人员不必理解其实现。

10.3 模式： ASSERTION

把复杂的计算封装到SIDE-EFFECT-FREE FUNCTION中可以简化问题，但实体仍然会留有一些有

副作用的命令，使用这些卧汀TTY的人必须了解使用这些命令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ASSERTION （断言）可以把副作用明确地表示出来，使它们更易于处理。

确实， 一条不包含复杂计算的命令只需查看一下就能够理解。但是，在一个软件设计中，

如果较大的部分是由较小部分构成的，那么一个命令可能会调用其他命令。开发人员在使用高
层命令时，必须了解每个底层命令所产生的后果，这时封装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且，由于

对象接口并不会限制副作用，因此实现相同接口的两个子类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使用它
们的开发人员需要知道哪个副作用是由哪个子类产生的，以便预测后果。这样，抽象和多态也
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操作的副作用仅仅是由它们的实现隐式定义的，那么在一个具有大量相互调用关系的系

统中，起因和结果会变得一团糟。理解程序的唯一方式就是沿着分支路径来跟踪程序的执行。封
装完全失去了价值。跟踪具体的执行也使抽象失去了意义。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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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在不深入研究内部机制的情况下理解设计元素的意义和执行操作的后果。

IN四NηON-REVEALING IN回盯~CE可以起到一部分作用，但这样的接口只能非正式地给出操作的用

途，这常常是不够的。“契约式设计”（design by contract）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给出类和方陆

的“断言”使开发人员知道肯定会发生的结果。 [Meyer 1988］中详细讨论了这种设计风格。简言

之，“后置条件”描述了一个操作的副作用，也就是调用一个方能之后必然会发生的结果。“前置

条件”就像是合同条款，即为了满足后置条件而必须要搞足的前置条件。类的固定规则规定了在

操作结束时对象的状态。也可以把AGG阻GATE作为一个整体来为它声明固定规则，这些都是严格

[ill] 定义的完整性规则。
所有这些断言都描述了状态，而不是过程，因此它们更易于分析。类的固定规则在描述类的

意义方面起到帮助作用，井且使客户开发人员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对象的行为，从而简化他们的工

作。如果你确信后置条件的保证，那么就不必考虑方提是如何工作的。断言应该已经把调用其他

操作的效果考虑在内了。

因此：

把操作的后置条件和类及AGGREGATE的固定规则表述清楚。如果在你的编程语言中不能直

接编写ASSERTION，那么就把它们编写成自动的单元测试。还可以把它们写到文档或图中（如果

符合项目开发风格的话）。

寻找在概念上内聚的模型，以便便开发人员更容易推断出预期的ASSERTION，从而加快学习

过程并避免代码矛盾。

尽管很多面向对象的语言目前都不支持直接使用ASSERTION，但ASSERTION仍然不失为一种功

能强大的设计方站。自动单元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乏语言支持带来的不足。由于ASSERTION

只声明状态，而不声明过程，因此很容易编写测试。测试首先设置前置条件，在执行之后，再检

查后置条件是否被满足。

把固定规则、前置条件和后置条件清楚地表述出来，这样开发人员就能够理解使用一个操作

或对象的后果。从理论上讲，如果一组断言之间互不矛盾，那么就可以发挥作用。但人的大脑并

不会一丝不苟地把这些断言编译到一起。人们会推断和补充模型的概念，因此找到一个既易于理

解又满足应用程序需求的模型是至关重要的。

在前面的示例中，我们曾注意到：在Paint类中mix工n(Paint）操作的参数到底会发生什么变

化，这还存在着一些不明之处。

接受者（即被混合的油漆）的所增加的体积就是参数的体积。根据我们对油漆的了解，这个

混合过程应该使另一种油漆减少同样的体积，把它的体积减为零或完全删除。目前的实现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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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这个参数，而修改参数无疑是有产生副作用的风险的。 ~ 

Paint 
Pigment Color 

volume · double 
red int 
yellow: int 
blue· int 

mixln(Painl) 
mixedWith(Pigment Color, double): Pigment Color 

图 10-9

第一步，我们先把mixin （） 方陆的后置条件声明如下：

量的e m --
A 

后
W

之
叫
，b

A
AE坤
史

（，

增
不

- I
ee 凶

皿
皿

mdd lvv PLZ 在
扛

一P

问题在于开发人员将会犯错，因为这些属性与实际概念不符。简单的修改方越是让另一种油
漆的体积变为零。虽然修改参数不是一种好的行为，但这里的修改简单而直观。我们可以声明一

个固定规则：

混合之后油漆的总体积保持不变。

但先等一下！当开发人员考虑这种选择时，他们有了一个新发现。最初的设计人员这样设计
原来是有充分理由的。程序在最后会报告被混合之前的油漆清单。毕竟，这个程序的最终目的是

帮助用户弄清楚把哪几种油漆混合到一起。

因此，如果要使体积模型的逻辑保持一致，那么它就无怯满足这个应用程序的需求了。这看

上去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我们是否仍使用这个不合常理的后置条件，井为了弥补这个不足而

清楚地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呢？世界上并不是一切事物都是直观的，有时那就是最好的答案。但在
这个例子中，这种尴尬局面似乎是由于丢失概念而造成的。让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模型。

’ 寻找更清晰的模型 ·

我们在寻找更好的模型的时候，会比原来的设计人员更有优势，因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消
化了更多知识，而且通过重构得到了更深层的理解。例如，我们用一个VALUE OBJECT上的

SIDE-EFFECT-FREE FUNCTION来计算颜色。这意味着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重复进行这个计算。我

们应该利用这种优势。

我们似乎为Paint分配了两种不同的基本职责。让我们试着把它们分开。

现在只有一个命令，即mixin （）。从对模型的直观理解可以看出，它只是把一个对象加入到

一个集合中。所有其他操作都是SIDE-EFFECT-FREE FUNCTION 。

下面的测试方能（使用了JUnit测试框架）用来确认图 10-10中列出的一个ASSERTION是否

满足：

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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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 

getVolumeO: double 
getColor() : Pigment Color 

constituents 
Mixed Paint Stock Paint 

mixln(Stock Paint) 
stockConstituents() 

、
、
、
、
、
、
、
、

、

mixln(S tock Paint)J ~足把一个新的paint
对象i~~）JO f1J配料集合巾。

getVolume（）返同的U料价；积的总数e

getColor(）使用 Pigment Color mixedWith() 
米ii饼配料颜色的混合， M总｜口｜纠＊值。

因 图 10-10

public void testMixingVolurne { 

PigmentColor yellow = new PigmentColor(O , 50, 0); 

PigmentColor blue = new PigmentColor(O ，。， 50);

StockPaint paintl ＝口ew StockPaint ( 1 . 0, yellow) ; 

StockPaint paint2 =new StockPaint(l.5, blue) ; 

MixedPaint mix= new MixedPaint(); 

mix . mix工n (paintl) ; 

mix.mix工n (paint2); 

assertEquals(2.5, mix.getVolurne() , 0.01); 

这个模型捕捉并传递了更多领域知识。固定规则和后置条件符合常识，这使得它们更易于维

护和使用。

，
．
、

』
·、
，，

，
．
、

1 
、
，
，

，
．
、

』
·、
，，

INTENTION-REVEALING INTE盯'ACE清楚地表明了用途， SIDE-EFFECT-FREE FUNCTION和ASSERTION

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结果，因此封装和抽象更加安全。

~ 可重组元素的下一个因素是有效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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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模式 ： CONCEPTUAL CONTOUR 

有时，人们会对功能进行更细的分解，以便灵活地组合它们，有时却要把功能合成大块，
以便封装复杂性。有时，人们为了使所有类和操作都具有相似的规模而寻找一种一致的粒度。
这些方法都过于简单了，并不能作为通用的规则。但使用这些方法的动机都来自于一系列基本
的问题。

如果把模型或设计的所有元素都放在一个整体的大结构中 ， 那么它们的功能就会发生重复。
外部接口无法给出害户可能关心的全部信息。 由于不同的概念被混合在一起 ， 它们的意义变得很
难理解。

而另一方面 ， 把类和方法分解开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 这会使客户更复杂， 迫使客户对象去
理解各个细微部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更糟的是， 有的概念可能会完全丢失。铀原子的一半并
不是铀。 而且 ， 粒度的大小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还要考虑粒度是在哪种场合下使用的。

菜谱式的规则是没有用的。但大部分领域都深深隐含着某种逻辑一致性，否则它们就形不成
领域了。这井不是说领域就是绝对一致的，而且人们讨论领域的方式肯定也不一样。但是领域中
一定存在着某种十分复杂的原理，否则建模也就失去了意义。由于这种隐藏在底层的一致性，当
我们找到一个模型，它与领域的某个部分特别吻合时，这个模型很可能也会与我们后续发现的这
个领域的其他部分一致。有时，新的发现可能与模型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模型进行重
构，以便获取更深层的理解，井希望下一次新发现能与模型一致。

通过反复重构最终会实现柔性设计，以上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随着代码不断适应新理解的
概念或需求， CONCEPTUAL CONTOUR （概念轮廓）也就逐渐形成了。

从单个方陆的设计，到类和MODULE的设计，再到大型结构的设计（参见第16章），高内聚
低辑合这一对基本原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条原则既适用于代码，也适用于概念。为了避免
机械化地遵循它，我们必须经常根据我们对领域的直观认识来调整技术思路。在做每个决定时，
都要问自己：“这是根据当前模型和代码中的特定关系做出的权宜之计呢，还是反映了底层领域
的某种轮廓？”

寻找在概念上有意义的功能单元，这样可以使得设计既灵活又易懂。例如，如果领域中对两
个对象的“相加”（addition）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操作，那么就把它作为整体来实现。不要把add()

拆分成两个步骤。不要在同一个操作中进行下一个步骤。从稍大的范围来看，每个对象都应该是
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概念，也就是一个“WHOLE VAL四”（整体值户。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任何领域中，都有一些细节是用户不感兴趣的。前面假想的那个调漆应
用程序的用户不会添加红色颜料或蓝色颜料，他们只是把已经做好的油漆拿来调，而油漆包含所
有3种颜料。把那些没必要分解或重组的元素作为一个整体，这样可以避免混乱，并且使人们更

( Ward Cunningham提出的WHOLE VALUE模式。

回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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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看到那些真正需要重组的元素。如果用户的物理设备允许加入颜料，那么领域就改变了，而

且我们可能需要分别对每种颜料进行控制。专门研究油漆的化学家将需要更精细的控制，这就需

要进行完全不同的分析了，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比我们的调漆应用程序中的颜料颜色更精细的袖漆

构成模型。但是这些与我们的调漆应用程序项目中的任何人都无关。

因此：

把设计元素（操作、 接口、类和AGGREGATE）分解为内廉的单元 ． 在这个过程中 ， 你对领

域中一切重要划分的直观认识也要考虑在内。在连续的重构过程中观察发生变化和保证稳定的规

律性， 并寻找能够解释这些变化模式的底层CONCEPTUAL CONTOUR。 使模型与领域中那些一致的

方面（正是这些方面使得领域成为一个有用的知识体系） 相匹配。

我们的目标是得到一组可以在逻辑上组合起来的简单接口，使我们可以用UBfQUITOUS

LANGUAGE进行合理的表述，并且使那些无关的选项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不增加维护负担。

~ 但这通常是通过重构才能得到的结果， 很难在前期就实现。而且如果仅仅是从技术角度进行重构，

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这种结果： 只有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的理解，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设计即使是按照CONCEPTUAL CONTOUR进行， 也仍然需要修改和重构。当连续的重构往往只

是做出一些局部修改（而不是对模型的概念产生大范围的影响）时，这就是模型已经与领域相吻

合的信号。如果遇到了一个需求，它要求我们必须大幅度地修改对象和方怯的划分，那么这就在

向我们传递这样一条信息：我们对领域的理解还需要精化。它提供了一个深化模型并且使设计变

得更具柔性的机会。

Br应计项目的CONCEPTUAL CONTOUR 

在第9章中，基于对会计概念的更深层理解，我们对一个贷款跟踪系统进行了重构，如困 10-11

所示。

新模型比原来的模型只多出一个对象，但职责的划分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Schedule原来是在Calculator类中通过逻辑判断计算的，现在被分散到不同的类中，用于不

同类型的手续费和利息计算。另一方面，手续费和利息的支付原来是分开的，现在也被合并到

一起了。

由于新发现的显式概念与领域非常吻合，而且Accrual Schedule的层次结构具有内聚’性，因

此开发人员认为这个模型更符合领域的CONCEPTUAL CONTOUR，如图 1 0-12所示。

新的Accrual Schedule的加入是开发人员早就预料到的，因为有一些需求早已等待它来处理

了。这样，她选择的模型除了使现有功能更清晰、简单之外，还很容易引入新的Schedule。但是，

她是否找到了一个CONCEPTUAL CONTOUR，使得领域设计可以随着应用程序和业务的演变而改变

和发展呢？我们无法确定一个设计如何处理意料之外的改变，但她认为她的设计中一些不合适的

地方已经有所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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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Calculator 

monthly Amount 
dayO!MonthDue 

ca lculateFeesForDate() 

Asset 

princip也I Amount 
lastAccrua lCalcu lationDate 

Asset 

aπ10unt 

calculatelnlereslForDate() 
calculateFeesForDate() 

9 
Accrual Schedule 

calcu late< ecrual s Through(Dale) 

* 1 ledgerName 

accrualsForDaleRange() 

• I Income Accrual 

date 
amount 
ledgerName 

图 I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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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百te
台eq

Interest Calculator 

dateOff民t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interestDueAmount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 

Interest 
Payment History 

Daily Compound Interest 

rate 

Monthly Fee 

amount 
dayOfMonthDue 

Daily Compound Interest 

Accrual Schedule 

ledger Name 

accrualsForDateRange() 

rate 

Monthly Fee 

a付1ount

dayO岛fo日tbDue

aπlOUnt 

dateDue 

Annual Fee 
新的Accrual Schedule共需

。－1……一…｜重写accrua lsForDateRange()
方法即可。

图 10-12 这个模型把新的Accrual Schedule添加进来了

’ 一个未预料到的改变 ’

随着项目向前进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需求一一需要制定一些详细的规则来处理提早付款和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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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付款。这位开发人员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很高兴地发现利息付款和手续费付款实际上使用相

同的规则。这意味着新的模型元素可以很自然地使用Payment类。

Ear,ly Payment Policy 

evaluate( Payment) 

Asset 

pnncipalAmount 
lastAccrualCalculationDate 

calculateAccrualsThrough(Date) 

图 10- 13

* 
Payment 

date 
amount 
ledger Name 

原有的设计导致两个Payment History类之间必然出现重复（这个难题可能使得开发人员认识

到］Payment类应该被共享，这样就会从另外一条途径得到类似的模型）。新元素之所以很容易就添

加进来了，并不是因为她预料到了这个改变，也不是因为她的设计灵活到了足以容纳任何可能修

改的程度。真正的原因是经过前面的重构，设计能够很好地与领域的基本概念相契合。

来来＊

INTENTION-REVEALING lNTE盯ACE使客户能够把对象表示为有意义的单元，而不仅仅是一些机

制。 SIDE-EFFECT-FREE FUNCTION矛口ASSERTION使我们可以安全地使用这些单元，并对它们进行复

杂的组合。 CONCEPTUAL CONTOUR的出现使模型的各个部分变得更稳定，也使得这些单元更直观，

更易于使用和组合。

然而，我们仍然会遇到“概念过载”（conceptual overload）的问题一一当模型中的互相依赖

医丑 过多时，我们就必须把大量问题放在一起考虑。

10.5 模式： STANDALONE CLASS 

互相依赖使模型和设计变得难以理解、测试和维护。而且，互相依赖很容易越积越多。

当然，每个关联都是一种依赖，要想理解一个类，必须理解它与哪些对象有联系。与这个类

有联系的其他对象还会与更多的对象发生联系，而这些联系也是必须耍弄清楚的。每个方法的每

个参数的类型也是一个依赖，每个返回值也都是一个依赖。

如果有一个依赖关系，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两个类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如果某个类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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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类，我们就必须考虑这3个类当中的每一个、这个类与其他两个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

质，以及这3个类可能存在的其他相互关系。如果它们之间依次存在依赖关系，那么我们还必须
考虑这些关系。如果一个类有3个依赖关系……问题就会像攘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MODULE和AGGREGATE的目的都是为了限制互相依赖的关系网。当我们识别出一个高度内聚

的子领域井把它提取到一个MOD叽E中的时候， 一组对象也随之与系统的其他部分解除了联系，

这样就把互相联系的概念的数量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但是，即使把系统分成了各个

Moo叽E，如果不严格控制Moo叽E内部的依赖的话，那么MODULE也一样会让我们耗费很多精力

去考虑依赖关系。

即使是在MODULE内部，设计也会随着侬赖关系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这加重了

我们的思考负担，从而限制了开发人员能处理的设计复杂度。隐式概念比显式引用增加的负担
更大。

我们可以将模型一直精炼下去，直到每个剩下的概念关系都表示出概念的基本含义为止。在
一个重要的子集中，依赖关系的个数可以减小到零，这样就得到一个完全独立的类，它只有很少
的几个基本类型和基础库概念。

在每种编程环境中，都有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它们经常用到，以至于已经根植于我们的大
脑中。例如，在Java开发环境中，基本类型和一些标准类库提供了数字、字符串和集合等基本概
念。从实际来讲，“整数”这个概念是不会增加思考负担的。除此之外，为了理解一个对象而必
须保留在大脑中的其他概念都会增加思考负担。

隐式概念，无论是否已被识别出来，都与显式引用一样会加重思考负担。虽然我们通常可以
忽略像整数和字符串这样的基本类型值，但无战忽略它们所表示的意义。例如，在第一个调漆应
用程序的例子中， Paint对象包含3个公共的整数，分别表示红、黄、蓝3种颜色值。 Pigment Color 
对象的创建井没有增加所涉及的概念数量，也没有增加依赖关系。但它确实使现有概念更明晰、
更易于理解了。另一方面， Collection的size （）操作返回一个整数（只是一个简单的合计数），它

只表示整数的基本含义，因此并不产生隐式的新概念。

我们应该对每个依赖关系提出质疑，直到证实它确实表示对象的基本概念为止。这个仔细检
查依赖关系的过程从提取模型概念本身开始。然后需要注意每个独立的关联和操作。仔细选择模
型和设计能够大幅减少依赖关系一－常常能减少到零。

低辅合是对象设计的一个基本要素。尽一切可能保持低辑合。把其他所有无关概念提取到对

象之外。这样类就变得完全独立了，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单独地研究和理解它。每个这样的独立类
都极大地减轻了因理解MODULE而带来的负担。

当一个类与它所在的模块中的其他类存在依赖关系肘，比它与模块外部的类有依赖关系要好
得多。同样，当两个对象具有自然的紧密藕合关系时，这两个对象共同涉及的多个操作实际上能
够把它们的关系本质明确地表示出来。我们的目标不是消除所有依赖，而是消除所有不重要的依
赖。当无怯消除所有的依赖关系时，每清除一个依赖对开发人员而言都是一种解脱，使他们能够

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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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精力处理剩下的概念依赖关系。

尽力把最复杂的计算提取到STANDALONE CLASS （独立的类）中，实现此目的的一种方法是

从存在大量依赖的类中将VALUE OBJECT建模出来。

从根本上讲，油漆的概念与颜色的概念紧密相关。但在考虑颜色（甚至是颜料）的时候却与

不必去考虑油漆。通过把这两个概念变为显式概念并精炼它们的关系，所得到的单向关联就可以

医吕 表达出重要的信息，同时我们可以对Pigment Color类（大部分计算复杂性都隐藏在这个类中）进

行独立的分析和测试。

专长 号长 号卡

低桐合是减少概念过载的最基本办告。独立的类是低辑合的极致。

消除依赖性井不是说要武断地把模型中的一切都简化为基本类型，这样只会削弱模型的表达

能力。本章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模式CLOSURE O F OPERATION （闭合操作）就是一种在减小依赖性的

[ill] 同时保持丰富接口的技术。

10.6 模式： CLOSURE OF OPERATION 

两个实数相乘，结果仍为实数（实数是所有有理数和所有无理数的集合） 。 由于这一点永远

成立，因此我们说实数的“来法运算是闭合的”：乘法运算的结果永远无法脱离实数这个集合．

当我们对集合中的任意两个元素组合时，结果仍在这个集合中，这就叫做闭合操作。

一一－The Math Forum, Drexel Universi沙

当然，依赖是必然存在的，当依赖是概念的一个基本属性时，它就不是坏事。如果把接口精

简到只处理一些基本类型，那么会极大地削弱接口的能力。但我们也经常为接口引入很多不必要

的依赖，甚至是整个不必要的概念。

大部分引起我们兴趣的对象所产生的行为仅用基本类型是无法描述的。

另一种对设计进行精化的常见方告就是我所说的CLOSURE OF OPERATION （闭合操作）。这个

名字来源于最精炼的概念体系，即数学。 1+1=2。加在主运算是实数集中的闭合运算。数学家们

都极力避免去引入无关的概念，而闭合运算的性质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可用来定义

种不活及其他任何概念的运算。我们都非常熟悉数学中的精炼，因此很难注意到一些小技巧会

有多么强大。但是，这些技巧在软件设计中也广为应用。例如， XSLT的基本用法是把一个XML

文档转换为另一个XML文档。这种XS口操作就是XML文档集合中的闭合操作。闭合的性质极大

地简化了对操作的理解，而且闭合操作的链接或组合也很容易理解。

因此：

在适当的情况下 ， 在定义操作时让它的返回类型与其参数的类型相同。 如果实现者

(implementer）的状态在计算中会被用到 ， 那么实现者实际上就是操作的一个参数，因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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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返回值应该与实现者有相同的类型。这样的操作就是在该类型的实例集合中的闭合操作。闭合
操作提供了－个高层接口，同时又不会引入对其他概念的任何依赖。 巨型

这种模式更常用于VALUE OBJECT的操作。由于ENTITY的生命周期在领域中十分重要，因此
我们不能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草率创建一个ENTITY。有一些操作是ENTITY类型之下的闭合操作。
我们可以通过查询一个Employee （员工）对象来返回其主管，而返回的将是另一个Employee对
象。但是， ENTITY通常不会成为计算结果。因此，大部分闭合操作都应该到VALUE OBJECT中去
寻找。

一个操作可能是在某一抽象类型之下的闭合操作，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参数可能是不同的
具体类型。例如，加陆是实数之下的闭合运算，而实数既可以是有理数，也可以是无理数。

在尝试和寻找减少互相依赖并提高内聚的过程中，有时我们会遇到“半个闭合操作”这种情
况。参数类型与实现者的类型一致，但返回类型不同；或者返回类型与接收者（re臼iver）的类
型相同但参数类型不同。这些操作都不是闭合操作，但它们确实具有CLOSURE OF OPERATION的某
些优点。当没有形成闭合操作的那个多出来的类型是基本类型或基础库类时，它几乎与CLOSURE
OF OPERATION一样减轻了我们的思考负担。

在前面的示例中， Pigment Color的mixedWith 门操作是Pigment Color之下的闭合操作，本书

中还零星地穿插着几个这样的示例。以下示例显示了即使在没有达到真正CLOSURE OF OPERATION 

的时候，这种思想也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E副E从集合中选择子集

在Java中，如果想从Collection （集合）中选择一个元素子集， 需要使用Iterator （迭代器） 。
用选代器遍历这些元素，测试每个元素，把匹配的元素收集到一个新的Collection中。

Set employees= (some Set of Employee objects) ; 
Set lowPaidEmployees =new HashSet() ; 
工terator it = employees . iterator() ; 
while (it .hasNext ()) { 

Employee anEmployee =it.next() ; 
if (anEmployee.salary() < 40000) 
lowPaidEmployees.add(anEmployee); 

从概念上讲，上段代码只是从集合中选择了一个子集。是否真的有必要使用Iterator这个额外
的概念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机制上的复杂性呢？如果是使用Smalltalk，我将在Collection上调用
“select”操作，把测试作为参数传递给它。返回值将是一个新的Collection，其中只包含通过测
试的那些元素。

employees : = (some Set of Employee objects). 

回

因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188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lowPaidEmployees : = employees select: 

[ : anEmployee I anEmployee salary < 40000]. 

Smalltalk的Collection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这样的函数，它们返回新生成的Collection （可能是

几种不同的具体类）。这些操作井不是闭合操作，因为它们把一个block （块）作为参数。但block

在Smalltalk中是一个基础库类型，因此它们并不会增加开发人员的思考负担。由于返回值与实现

者的类型相匹配，因此它们可以像一系列过滤器一样被串接在一起。读写代码都变得很容易。它

们并没有引入与选择子集无关的外来概念。

4长＂＊※

本章介绍的模式演示了一个通用的设计风格和一种思考设计的方式。把软件设计得意图明

显、容易预测且富有表达力，可以有效地发挥抽象和封装的作用。我们可以对模型进行分解，使

得对象更易于理解和使用，同时仍具有功能丰富的、高级的接口。

运用这些技术需要掌握相当高级的设计技巧，甚至有时编写客户端代码也需要掌握高级技巧

才能运用这些技术。 MODEL-D阳VEN DESIGN的作用受细节设计的质量和实现决策的质量影响很

大，而且只要有少数几个开发人员没有弄清楚它们，整个项目就会偏离目标。

尽管如此，团队只要愿意培养这些建模和设计技巧，那么按照这些模式的思考方式就能够开

发出可以反复重构的软件，从而最终创建出非常复杂的软件。

10.7 声明式设计

巨型 使用ASSERTION可以得到更好的设计，虽然我们只是用一些相对非正式的方式来检查这些

ASSERTION0 但实际上我们无能保证手写软件的正确性。举个简单例子，只要代码还有其他一些

没有被ASSERTION专门排除在外的副作用，断言就失去了作用。无论我们的设计多么遵守

MODEL-D阳VEN开发方怯，最后仍要通过编写过程代码来实现概念交互的结果。而且我们花费了

大量时间来编写样板代码，但是这些代码实际上不增加任何意义或行为。这些代码元长乏味而且

易出错，此外还掩盖了模型的意义（虽然有的编程语言会相对好一些，但都需要我们做大量繁琐

的工作）。本章介绍的INTENTION-REVEAL刑G INTE盯ACE和其他模式虽然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它

们永远也不会使传统的面向对象技术达到非常严密的程度。

以上这些正是采用卢明式设计的部分动机。声明式设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

但通常是指一种编程方式一一把程序或程序的一部分写成一种可执行的规格（specification）。使

用声明式设计时，软件实际上是由一些非常精确的属性描述来控制的。声明式设计有多种实现方

式，例如，可以通过反射机制来实现，或在编译时通过代码生成来实现（根据声明来自动生成传

统代码）。这种方法使其他开发人员能够根据字面意义来使用声明。它是一种绝对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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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属性的声明来生成可运行的程序是MODEL-DRIVEN DESIGN的理想目标，但在实践中这

种方陆也有自己的缺陷。例如，下面就是我多次遇到的两个具体问题：

口声明式语言并不足以表达一切所需的东西，它把软件束缚在一个由自动部分构成的框架
之内，使软件很难扩展到这个框架之外。

口代码生成技术破坏了迭代循环一一它把生成的代码合并到手写的代码中，使得代码重新

生成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许多声明式设计的尝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开发人员受到框架局限性的约束，为了
交付工作只能先处理重要问题，而搁置其他一些问题，这导致模型和应用程序的质量严重下降。 ~ 

基于规则的编程（带有推理引擎和规则库）是另一种有望实现的声明式设计方法。但遗憾的
是， 一些微妙的问题会影响它的实现。

尽管基于规则的程序原则上是声明式的，但大多数系统都有一些用于性能优化的“控制谓词”
(control predicate）。这种控制代码引入了副作用，这样行为就不再完全由声明式规则来控制了。
添加、删除规则或重新排序可能导致预料不到的错误结果。因此，编写逻辑的程序员必须确保代
码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对象程序员所做的那样。

很多声明式方法被开发人员有意或无意忽略之后会遭到破坏。当系统很难使用或限制过多
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了获得声明式程序的好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框架的规则。

据我所知，声明式设计发挥的最大价值是用一个范围非常窄的框架来自动处理设计中某个特
别单调且易出错的方面，如持久化和对象关系映射。最好的声明式设计能够使开发人员不必去做
那些单调乏味的工作，同时又完全不限制他们的设计自由。

领域特定语言

领域特定语言是一种有趣的方曲，它有时也是一种声明式语言。采用这种编码风格时，客户
代码是用一种专门为特定领域的特定模型定制的语言编写的。例如，运输系统的语言可能包括
C缸go （货物）和route （路线）这样的术语，以及一些用于组合这些术语的语怯。然后，程序通
常会被编译成传统的面向对象语言，由一个类库为这些术语提供实现。

在这样的语言中，程序可能具有极强的表达能力，并且与UBIQUITOUS LANGUAGE之间形成最
紧密的结合。领域特定语言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概念，但就我所见，在基于面向对象技术进行实现
时，这种语言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为了精化模型，开发人员需要修改语言。这可能涉及修改语怯声明和其他语言解释功能，以
及修改底层类库。虽然我对学习高级技术和设计概念是完全赞同的，但我们必须冷静地评估团队

回

当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将来维护团队可能的技术水平。 此外，用同一种语言实现的应用程序和模 [ill] 
型之间是“无缝”的，这一点很有价值。另一个缺点是当模型被修改时，很难对客户代码进行重
构，使之与修改之后的模型及与其相关的领域特定语言保持一致。当然，也许有人可以通过技术
方法来解决重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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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同的范式能够比对象是好地实现领域特定语言．在Scheme编程语言中｛它是“函

数式编程”家族的一个代表），有些部分非常类似于标准的编程风格，因此既具有领域特定语

言的表达能力，又不会造成系统的分裂．

这种技术也许能在非常成熟的模型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客户代码可能是由

不同的团队编写的。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设置会产生有害的结果一一团队被分成两部分，框架

由那些技术水平较高的人来构建，而应用程序则由那些技术水平较差的人来构建了，但也并不是

非得如此。

10.8 声明式设计风格

且你的设计中有了INTENTION-REVEALING INTERFACE、 SIDE-EFFECT-FREE Fl则CTION和ASSERTION,

那么你就具备了使用声明式设计的条件。当我们有了可以组合在一起来表达意义的元素，井且使

其作用具体化或明朗化，甚或是完全没有明显的副作用，我们就可以获得声明式设计的很多益处。

柔性设计使得客户代码可以使用声明式的设计风格。为了说明这一点，下一节将会把本章介

绍的一些模式结合起来使用，从而使SPECIFICATION更灵活，更符合声明式设计的风格。

用声明式的风格来扩展SPECIFICATION

第9章介绍了SPECIFICATION的基本概念、它在程序中扮横的角色，以及它在实现中的意义。

巨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几个额外的、有吸引力的技巧，它们在规则很复杂的情况下可能非常有用。

SPECIFICATION是由“谓词”（predicate）这个众所周知的形式化概念横变来的。谓词还有其

他一些有用的特性，我们可以对这些特性进行有选择的利用。

使用逻辑运算对SPECIFICATION进行组合

当使用SPECIFICATION时，我们很容易就会遇到需要把它们组合起来使用的情况。正如我们刚

刚提到的那样， SPECIFICATI倒是谓词的一个例子，而谓词可以用“础。”、“OR”和“NOT”等

运算进行组合和修改。这些逻辑运算都是谓词这个类别之下的闭合操作，因此SPECIFICATION组合

也是CLOSURE OF OPERATION 。

随着SPECIFICATION的通用性逐渐提高，创建一个可用于各种类型的SPECIFICATION的抽象类或

接口会变得很有用。这需要把参数类型定义为某种高层的抽象类。

pub lic inter f a ce Specif i ca t ion { 

boolean isSatis fiedBy(Object candidate) ; 

这个抽象要求在方法的开始处放置一条卫语句（guard clause），但是没有卫语句也不影响它

的功能。 例如，可以对Container Specification （参见图9-16以及后面的相关表格、代码等）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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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改：

public class ContainerSpecification implements Specification ( 
private ContainerFeature requiredFeature; 

public ContainerSpecification(ContainerFeature required) ( 
requ工redFeature = required; 

boolean isSatisfiedBy （ 。bject candidate )( 
if (!candidate instanceof Container) return false; 

return 

(Container) candidate.getFeatures(} . contains(requiredFeature); 

现在，让我们扩展Specification接口，加入3个新操作：

public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 

boolean isSatisfiedBy(Object candidate) ; 

Specification and(Specification other) ; 

Specification or(Specification other) ; 

Specification not(); 

四

叶下 脚叫町Specifica叫要通风性的c…（容器）而有些则需要有防爆囚
性。如果一种化学药品既易挥发又易爆炸， 那么它可能同时需要这两种规格。如果使用新的方怯，

这就很容易实现。

Specificat工on ventilated= new ContainerSpecification(VENTILATED) ; 
Specification armored = new ContainerSpecification (ARMORED}; 

Specification both= ventilated.and(armored}; 

这段声明定义了一个具有期望属性的新的Specification对象。 这种组合将需要一个用于某种

特殊目的的、更复杂的Container Specification。

假设我们有多种通风容器。 对于有些物品来说，把它们放进哪种容器中都没问题。它们可以
放在任何一种通风容器中 。

Specification ventilatedTypel = 

new ContainerSpecification(VENTILATED_ TYPE_ l} ; 
Specification ventilatedτ'ype2 = 

new Conta工nerSpec工 fication(VENTILATED_TYPE_2};

Specification either = ventilatedTypel . or(ventilatedTyp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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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把砂存放在特殊容器中是一种浪费，那么可以通过指定一种没有特殊性质的

“便宜的”容器来禁止把砂存放在特殊容器中。

Specification cheap= (ventilated . not()) . and(armored.not()); 

这个约束将阻止第9章中所讨论的仓库打包程序原型的某些不优化的行为。

从简单元素构建复杂规格的能力提高了代码的表达能力。以上组合是以声明式的风格编

因写的。

由于SPECIFICATION实现的方怯存在不同，提供这些运算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下面是一个非

常简单的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它的效率很差，而有些情况下则很实用。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起到

说明的作用。像任何模式一样，它也有很多实现方式。

COMPOSITE 」气一一，，，，一一。
Composite Specification 

((Gamma el al. 1995]) 

ιea/Spec伊cation

isSatisfied(Object) . boolean 
αnd(SpecificαLion) Specification 
or(Specification) : Spec!ficalion 
not{Specification) : Specification 

气〉

OR Specification AND Specification 

图 10-14 SPECIFICATION的COMPOSITE （组合）设计

public abstract class AbstractSpecification implements 

Specification { 

public Specification and(Spec工fication other) { 

return new AndSpecification(this, other); 

public Speci f工cat工on or(Specification other) { 

return new OrSpecification(this, other); 

public Specification not() { 

return new NotSpecification(this) ; 

DECORATOR 
([Gamma et al. 1995]) 

。

NOT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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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AndSpecif ication extends AbstractSpecification { 
Specification one; 

Specification other ; 

public AndSpecification(Specification x, Specification y) { 
one = x; 

other = y; 

public boolean 工sSatisf工edBy(Object cand工date) { 
return one.isSatisfiedBy(candidate) && 

other . isSatisfiedBy(candidate) ; 

public class OrSpecification extends AbstractSpecification { 
Specification one ; 

Specification other ; 

public OrSpecification(Specification x , Specification y) { 
one = x ; 

other = y; 

public boolean iS-SatisfiedBy (Object candidate) { 
return one.isSat工sfiedBy (candidate) I I 

other.isSatisfiedBy(candidate) ; 

public class NotSpecification extends AbstractSpecification { 
Specification wrapped; 

public NotSpecification(Specification x) { 
wrapped = x; 

public boolean isSatisfiedBy(Object candidate) { 
return ?wrapped.isSatisfiedBy(candidate); 

为了便于阅读，上面这段代码写得尽可能简单。如前所述，它在有些情况下是低效的。可能
会有一些其他的实现选择，使得对象的数目减至最少，或极大地提高速度，或者与某个项目的特
定技术兼容。重要的是模型捕捉到领域的关键概念，同时有一个忠实于该模型的实现。这就为解

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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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性能问题预留了很大的空间。
此外，这样完全的通用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需要。特别是AND可能比其他运算用得更多，

而且它的实现的复杂程度也较小。如果你只需要AND，那么完全可以只实现它，这没有什么可担

心的。

我们回顾一下第2章示例中的对话，开发人员显然没有实现他们SPECIFICATION中的“satisfied

by”行为。在他们进行那段讨论的时候， SPECIFICATION只是“根据需要来构建”（building to order ）。

尽管如此，抽象仍然完整，而且功能添加起来也相对简单。使用模式并不意味着构建你不需要的

特性。它们可以过后再添加，只要不引起概念混淆即可。

噩噩， COMPOSITE SPECIFICATIOI啪另一种实现

有些实现环境不能使用粒度很小的对象。我曾经遇到过一个项目，它有一个对象数据库，这

个数据库为每个对象分配一个D井跟踪这个囚。每个对象都占有很大的内存空间，并且产生很大

的性能开销，因此总的地址空间成为一个限制因素。我在领域设计中的一些重要地方使用了

SPECIFICATION，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我使用了一个过于细致的实现（像本章中描

述的那样），这无疑是个错误。它产生了数百万个粒度非常小的对象，使整个系统的速度变得非

常缓慢。

下面的例子给出了一种替代实现，它把组合SPECIFICATION编码为一个字符串或者数组（这个

数组对逻辑表达式进行了编码），然后在运行时进行解析。

（即使你没明白它的实现也不要紧，重要的是认识到用逻辑运算符来实现SPEClFICATION的方

医E 式有很多。如果最简单的方法不适用于你的情况，可以选择其他的方法。）

“ Cheap Container”的SPECIFICATION械的内容

钱顶 AndSpecificationOperatorσLY WEIG町）

NotSpecificationOperator (FLY WEIGHη 

Armored 

NotSpecificationOperator 

Ventilated 

当我们想测试一种候选方案时，必须解释这个结构，这可以通过把每个元素弹出来并计算它

（或者是根据运算符的需要弹出下一个元素）来实现。最后将得到如下结果：

and(not (armored), n o t (ven t ila t e d ) ) 

这种设计有一些优点（＋）和缺点（－）

＋对象个数较少

＋内存使用效率高

－需要更高级的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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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权衡，找到一种适合你的实现。基于相同的模式和模型可以
创建出完全不同的实现。

包容

最后要讲的这个包容特性并不是经常需要，而且实现起来也很难，但有时它确实能够解决很
困难的问题。它还能够表达出一个SPECIFfCATION的含义。

再次考虑一下前面的化学仓库打包程序的例子。每个Chemical 都有一个 Container
Specification ，而且Packer SERVICE确保当把Drum分配到Container中时，所有这些Container

Specification都被捕足， 一切都没有问题……直到有人改变了规则。

每隔几个月都会发布一组新的规则，我们的用户希望能够生成一个列表，把那些已经有了更
严格要求的化学品列出来。 ~ 

当然，通过运行一个验证，用新实施的规格来检查仓库中的每个Drum，井找到所有不再满
足新SPECIFICATION的化学品，这样可以把一部分化学品列出来，而且这可能也是用户需要的。这
可以告诉用户现在仓库中有哪些Drum是需要转移的。

但用户妥求的是把所有那些存放要求变得更严格的化学品都列出来。或许仓库里目前还没有
这样的化学品，或者它们碰巧被装到了一个更严格的容器中。无论是哪种情况，刚才的那个报告

都不会列出它们。

我们引入一个用于直接比较两种SPECIFICATION的新操作：

boolean subsumes(Specificatio口 other) ;

更严格的SPECIFICA:刀ON包容不太严格的SPECIFICATION。用更严格的SPECIFICATION来取代不严

格的SPECIFICATION不会遗漏掉先前的任何需求，如图10-15所示。

subsumes( old) 
-----7 

‘寺--0

tn』e

subsumes(new) 
－一呈，

唱吾---0

false 

new : Container S 口ecification

ventilated AND armored 

old : Contain巳r Soecification 

ventilated 

图 10-15 汽油容器的SPECIFICA刀ON变严格了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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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PECIFICATION语言中，我们说新的SPECIFICATION包容旧的SPECIFICATION，因为任何满足新

SPECIFICATION的对象都将满足｜日SPECIFICATION 。

如果把每个SPECIFICATION看成一个谓词，那么包容就等于逻辑蕴涵 (logical implication）。使

用传统的符号， A→B表示声明A蕴涵声明B，因此，如果A为真，则B也为真。

让我们把这个逻辑应用于我们的容器匹配需求。当一个SPECIFICATION被修改时，我们想知道

新SPECIFICATION是否满足！日SPECIFICATION的所有条件。

New Spec • Old Spec 

也就是说，如果新规格为真，那么旧规格一定也为真。要证明一般情况下的逻辑蕴涵是很难

的，但特殊情况就很容易证明。例如，参数化的SPECIFICA:ηON可以定义它们自己的包容规则。

public class MinimumAgeSpecification { 

int threshold ; 

public boolean isSatisfiedBy(Person cand工date) { 

return candidate.getAge() >= threshold; 

public boolean subsumes(MinimumAgeSpecification other) { 

return threshold>= other . getThreshold(); 

贝Jnit测试可能包含以下代码：

drivingAge =new MinimumAgeSpecification(16) ; 

votingAge =new MinimumAgeSpecification(18); 

assertTrue(votingAge . subsumes(drivingAge)); 

还有一个有用的特例适用于解决Container Specification问题，它用SPECIFICATION接口把包容

与逻辑操作挝、ID结合起来。

public interface Specification { 

boolean isSa.tisfiedBy (Ob] ect candidate) ; 

Specification and(Specification other); 

boolean subsumes(Specification other); 

证明只有一个AND操作符的涵盖是简单的：

AAND B • A 

或者在更复杂的情况中，

A AND BAND C • A ANDB 

这样，如果Composite Specification能够把所有由“肚。”连接起来的叶节点（ le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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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TION收集到一起，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检查包容规格（subsuming SPECIFICATION) 

是否含有被包容规格的所有叶节点（而且它可能还包含更多的叶节点）一一它的叶节点集合是另
一个SPECIFICATION的叶节点集合的超集。

public boolean subsumes(Specification other ) { 

if (other instanceof CompositeSpecificat i on) { 

Collection otherLeaves = 

(CompositeSpecification) other . leafSpeci f icat i ons() ; 
Iterator it= otherLeaves i t erator(); 
while (it .hasNext ()) { 

if (!leaf Specifications ().con tains (i t .next ())) 

return false ; 

} else { 

if ( ! leaf Spec工 fications() . contains(other ) )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我们还可以增强这种交互，对仔细选择的参数化的叶节点SPECIFICATION进行比较或者进行其

他一些复杂的比较。遗憾的是，当把OR和NOT也包括进来时，这些证明会变得更复杂。在大多

数情况下，最好避免出现这样的复杂性：要么选择放弃一些运算符，要么不使用包容。如果这二

者同时需要，那么要慎重考虑这样做的价值是否多过它所带来的麻烦。

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人

因此，亚里士多德会死

10.9 切入问题的角度

受SPECIFICATION约束的亚里士多德

Specification manSpec = new ManSpecif i cation () ; 
Specification mortalSpec =new Mortal Specification( ) ; 
assert manSpec.subsumes(mortalSpec) ; 
π咀且 aristotle = new Man(); 

assert manSpec . isSatisfiedBy(aristotle) ; 
assert mor talSpec . i sSatisfiedBy (ar i stotle) ; 

本章展示了一系列技术，它们用于澄清代码意图，使得使用代码的影响变得显而易见，井且

解除模型元素的藕合。尽管有这些技术，但要想实现这样的设计还是很难的。我们不能只是看着一

因

回

个庞大的系统说：“让我们把它设计得灵活点吧。”我们必须选择具体的目标。下面介绍几种主要方 [ill] 
法，然后给出一个扩展的示例，它展示了如何把这些模式结合起来使用，井用于处理更大的设计。

10.9.1 分割子领域

我们无怯一下子就能处理好整个设计，而需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我们从系统的某些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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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适合用哪种方怯处理，那么就把它们提取出来加以处理。如果模型的某个部分可以被看作是

专门的数学，那么可以把这部分分离出来。如果应用程序实施了某些用来限制状态改变的复杂规

则，那么可以把这部分提取到一个单独的模型中，或者提取到一个允许声明规则的简单框架中。

随着这些步骤的进行，不仅新模型更整洁了，而且剩下的部分也更小、更清晰了。在剩下的模型

中，有的部分是用声明式的风格来编写的一一一这些可能是根据专门数学或验证框架编写的声明，

或者是子领域所采用的任何形式。

重点突击某个部分，使设计的一个部分真正变得灵活起来，这比分散精力泛泛地处理整个系

统要有用得多。第15章将更深入地讨论如何选择和管理子领域。

10.9.2 尽可能利用已有的形式

我们不能把从头创建一个严密的概念框架当作一项日常的工作来做。在项目的生命周期中，

我们有时会发现井精炼出这样一个框架。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可以对你的领域或其他领域中那些

建立已久的概念系统加以修改和利用，其中有些系统已经被精化和提炼达几个世纪之久。例如，

很多商业应用程序涉及会计学。会计学定义了一组成熟的ENTITY和规则，我们很容易对这些

ENTITY和规则进行调整，得到一个深层的模型和柔性设计。

有很多这样的正式概念框架，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框架是数学。数学的强大功能令人惊奇，

它可以用基本数学概念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提取出来。很多领域都涉及数学，我们要寻找这样的

部分，并把它挖掘出来。专门的数学很整齐，可以通过清晰的规则进行组合，并很容易理解。

下面我要举一个例子，用它来结束本章，它来自我过去的经历一一它就是“股份数学”（Shares

医E Math) 0 

E翻，把各种模式结合起来使用 ： 股份数学
第8章讲述了在银团贷款系统项目上发生的一次模型突破的故事。现在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

这个例子，这里我们只集中讨论设计的一个特性，并与原来项目上的特性进行比较。

该应用程序的一个需求是，当借款者偿付本金时，默认是根据放贷方的股份来分配这笔钱。

· 最初的付款分配设计 ·

随着我们对它进行重构，这段代码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理解，因此不必过度深究这个版本。

Loan 

distributePrincipalPaymcnt(Money) Map 
ge民mountO : Money 

图 10-16

Share 

owner Company 
amount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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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class Loan { 

private Map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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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ors, constructors, and very simple methods are excluded 

public Map distributePrincipalPayment(double paymentAmount) { 
Map paymentShares =new HashMap(); 
Map loanShares = getShares(); 

double total= getAmount() ; 

Iterator it = loanShares.keySet() .iterator(); 
while(it.hasNext()) { 

Object owner= it.next(); 

double initialLoanShareAmount = getShareAmount(owner); 
double pa泸nentShareAmount = 

initialLoanShareAmount I total * paymentAmount ; 

Share paymentShare = 

new Share(ow口er, paymentShareAmount) ; 
paymentShares . put(owner , paymentShare); 

double newLoanShareAmount = 

initialLoanShareAmount - paymentShareAmount; 
Share newLoanShare = 

new Share(owner, newLoanShareAmount) ; 
loanShares.put(owner, newLoanShare); 

return paymentShares; 

public double getAmount() { 

Map loanShares = getShares(); 

double total = 0.0; 

Iterator it= loanShares.keySet() .iterator(); 
while(it.hasNext()) { 

Share loanShare = (Share) loanShares.get(it . next()) ; 
total =total+ loanShare.getAmount(); 

return total; 

’ 把命令和SIDE-EFFECT-FREE FUNCTION分开 ’

这个设计已经有了INTENTION-REVEALING IN四盯:A.CE。但distributePaymentPrincipal()

方陆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计算要分配的股份， 井且还修改了Loan。我们通过重构把查询从

圆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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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操作中分离出来。

Loan Share 

calculatePrincipalPaymentShares(Money) Map 
applyPrincipalPayrnentShares(Map) 
getAmountO 

owner : Company 
日mount : Money 

图 10-17

public void applyPrincipalPaymentShares(Map paymentShares) { 

Map loanShares = getShares(); 

工terator it= paymentShares . keySet() .iterator(); 

while(it.hasNext()) { 

Object lender= it.next(); 

Share pa归nentShare = (Share) paymentShares . get(lender); 

Share loanShare = (Share) loanShares.get(lender); 

double newLoanShareAmount = loanShare.getAmount() -

paymentShare.getAmount() ; 

Share newLoanShare = new Share(lender , newLoanShareAmount ); 

loanShares.put(lender, newLoanShare) ; 

public Map calculatePrincipalPaymentShares(double paymentAmount) { 

Map paymentShares =new HashMap(); 

Map loanShares = getShares(); 

double total= getAmount() ; 

工terator it= loanShares.keySet() .iterator() ; 

while(it.hasNext()) { 

Object lender ＝工t.next () ; 

Share loanShare = (Share) loanShares.get(lender); 

double paymentShareAmount = 
loanShare.getAmount() I total* payme口tAmount;

Share paymentShare =new Share(lender, paymentShareAmount); 

payme口tShares.put(lender, paymentShare) ; 

return paymentShares; 

客户代码现在如下：

Map distribution = 

aLoan.calculatePrinc工palPaymentShares(paymentAmount);

aLoan.applyPrincipalPaymentShares(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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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代码不算太差。方住把大量的复杂性封装在INTENTION-REVEALING INTE盯ACE背后。但当
我们添加applyDrawdown(), calculateFeePayme口tShares （）等一些函数之后，代码开始大量

增加。每次扩充都使代码变得更复杂，速度也不断减慢。这可能是由于粒度过大造成的。传统的
解决方怯是把计算方法分解为子例程。这可能是一种不错的解决办栓，但我们希望最终看到底层
的概念边界，井深化模型。当设计元素具有这种CONCEPT-CONTOURING的粒度时，就可以把这些
元素进行组合，得到所需的变体。

· 把隐式概念变为显式概念 ·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条件来探索新模型了。在这个实现中， Share对象是被动的，它们是用一

些复杂、底层的方式来操纵的。这是因为大部分与股份有关的规则和计算并不适用于单独的股份， ~ 
而是用于成组的股份。有一个概念被漏掉了：各个股份在构成整体时互相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
能把这个概念显式地表达出来，就能更简洁地表示这些规则和计算。

=>

图 10-18

Share Pie表示了一个特定的Loan的总体分布。它是一个ENTITY，其标识位于Loan AGGREGATE 

的内部。实际的分布计算可以被委托给Share Pie 。

Loan 

calculatePrincipal PaymentShares( double): Map 
applyPrincipalPaymentShares(Map) 
ge丛mount() : double 

图 10-19

Share Pie 

prorate(double) Map 
increase(Map) 
decrease( Map) 
ge叭mount() : double 

Share 

owner · Company 
amount : double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202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public class Loan { 

private SharePie s hares ; 

//Accessors , construc t ors , and stra工ghtforward methods 

//are omitted 

因 川lic Map 叫culatePrinci叫ay阳ltDi stribu川tion 

国

double paym巴口tAmount) { 

return getShares() . prorated(paymentAmount); 

public void applyPrincipalPayment(Map pa泸nentShares) { 

shares . decrease(paymentShares) ; 

这样Loan就被简化了，而且Share计算也被集中到了一个VALUE OBJECT中（这个VALUE OBJECT 

只负责这个计算）。但是，这个计算井没有真正变得通用和易用。

· 在进一步理解之后， 把Share Pie变成一个VALUE OBJECT I 

通常，在实现一个新设计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会引导我们对模型本身形成新的认识。 在

这个例子中， Loa回日Share Pie的紧密藕合使Share Pie与Share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我们

把Share Pie变成一个VALUE OBJECT，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这意味着不能再使用increase (Map）和decrease(Map ） 了，因为Share Pie必须是不变的。要

更改Share Pie的值，必须整个替换。因此需要使用addShares (Map ） 这样的方法来返回一个全新

的、更大的Share Pie。

让我们再进一步把它变成CLOSURE OF OPERATION。我们不采用“增加” Share Pie或向它添加

Share，而只是把两个Share Pie加起来，结果是一个新的、更大的Share Pie。

我们可以先把Share Pie上的prorate （）操作变成半个闭合操作，这只需要修改返回类型即

可。 我们把它重命名为prorated （），以便强调它没有副作用。“股份数学”开始成型了，最初它

有4个操作。
Loan 

calculatePrincipalPaymentShares(double): Share Pie 
applyPrincipa!PaymentShares(Share Pie) 
getAmountQ double 

图 10-20

Share Pie 

pror;i ted(doublc） ιShare Pie 
plus(Sharc Pie） ιShare I可G

minus(Share P』e) : Share Pie 
getAmount() :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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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为新的VALUE OBJECT (Share Pie）创建一些定义明确的ASSERTION。每个方桂都有

各自的意义。

public class SharePie { 
private Map shares ＝口ew HashMap(); 

//Accessors and other straightforward methods are omitted 

public double getAmount() { 
double total = 0.0; 
工terator it= shares.keySet() .iterator(); 
while (it. hasNext ()) { 

Share loanShare = getShare(it.next()); 
total= total+ loanShare.getAmount(); 

return total ; 

public SharePie minus(SharePie otherShares) { 
SharePie result = new SharePie(); 
Set owners =new HashSet(); 
owners.addAll(getOwners()); 
ow卫ers.addAll(otherShares . getOwners()) ;

工terator it = ow丑ers.iterator() ;

while(it.hasNext()) { 

Object owner= it .next() ; 
double resultShareAmount = getShareAmount(owner) -

otherShares.getShareAmount(owner) ; 
result.add(owner, resultShareAmount); 

return result; 

public SharePie plus(SharePie otherShares) { 
//Similar to implementation of minus() 

public SharePie prorated(double 缸nountToProrate) { 
SharePie proration= new SharePie() ; 
double basis= getAmount(); 
Iterator it= shares . keySet() . iterator(); 
while(it.hasNext()) { 

Object owner = it.next(); 
Share share= getShare(owner); 
double proratedShareAmount = 

share.getAmount() I basis* amountToProrate ; 

总股份等于各股份之和

两个Pie之差等于这两

个股东所持股份之差

两个Pie的组合就等于

把这两个股东所持股份

加到一起

总额可以依照所有股志

所占的股份按比伤性•J 分

回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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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rat 工O且 . add(owner, proratedShareAmount); 

return proratio口；

E 新设计的柔性 ’

现在，最重要的Loan类中的方怯已经很简单了，如下：

public class Loan { 

private SharePie shares ; 

//Accessors, constructors , and straigh tforward methods 

//are omitted 

public SharePie calculatePrincipalPayrnentDistribution( 

double payrnentAmount) { 

return shares.prorated(paymentAmoun t) ; 

public void applyPr incipalPayrnent(SharePie paymentShares) { 

setShares(shares .minus(paymentShares)) ; 

这些简短的方法中的每一个都表达了其自己的含义。 本金偿付表示从贷款中按照股份减去偿

付额。 对已偿付的本金进行分配是指在股份持有者之间按比例分配。 Share Pie的设计使我们能够在

Loan代码中使用声明式风格，所编写的代码读起来像是业务交易的概念定义，而不像是一种计算。

现在，其他交易类型（由于过于复杂没有在前面列出）也很容易声明了。 例如，贷款支取是

根据贷方的Facility股份来分配的。新支取的数额被加到来偿贷款（Loan）中 。 用我们的新领域语

言可以描述如下：

public class Facility { 

因 private Sha时ie shares ; 

public ShareP工e calculateDrawdownDefaultDistribution( 

double drawdownAmount) { 

return shares . prorated(drawdownAmount) ; 

publ工C class Loan { 

public void applyDrawdown(ShareP工e drawdownShares) { 

setShares(shar es.plus(drawdownShares));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10章柔性设计 205 

要查看每个贷方的原定贷款额与实际贷款额之差，只需计算该贷方； 未偿Loan总额中的理论
分配值，然后用Loan的实际股份减去这个值即可。

SharePie originalAgreement = 
aFacility.getShares() .prorated(aLoan.getAmount()); 

SharePie actual= aLoan.getShares(); 
SharePie deviation= actual.minus(originalAgreement); 

Share Pie设计的一些特性使这种组合变得很容易，也提高了代码的表达能力。

口复杂的逻辑通过SIDE-EFFECT-F阻E FUNCTION被封装到了专门的VALUE OBJECT中。大部分

复杂逻辑都已经被封装到这些不变的对象中。由于Share Pie是VALUE OBJECT，因此数学运

算可以创建新实例，我们可以用这些新实例来替换旧实例。

Share Pie的所有方法都不会修改任何现有对象。这使我们在中间计算中能够自由地使用
plus （）、 minus （）和pro-rated （），并通过组合它们来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又不会产生

其他副作用。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来创建分析功能（以前，只有在执行实际计算的
时候才能调用这些方棒，因为在每次调用之后数据就改变了）。

口修改状态的操作很简单，而且是用ASSERTION来描述的。利用“股份数学”的高层抽象，

我们可以用声明式的风格来精确地编写交易的固定规则。例如，差值是实际股份减去根 ~ 
据Facility 的Share Pie按比例分配的Loan额。

口模型概念解除了精合，操作只涉及最少的其他类型。 Share Pie上的一些方法显示出它们是

CLOSURE OF OPE队ηON （加、减方法是Share Pie之下的闭合操作）。其他操作以简单的总 -- 
额作为参数或返回值，它们虽然不是闭合操作，但只增加了极少的概念负担。 Share Pie 匾且』
只与一个其他的类一－Share有密切交互。这样， Share Pie就非常直截了当，易于理解和

测试，也很容易通过组合来产生声明式的交易。这些特性都是从数学形式中继承得来的。
口熟悉的形式使我们史容易掌握协议（protocol）。最初用于操作股份的协议本来也是可以用

财务术语来设计的，而且从原则上讲，这样的设计也能很灵活。但它有两个缺点。首先，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设计它，这是一项困难且没有把握完成的任务。其次，每个处理它的
人都必须先学会它。而我们现在这种设计的好处是，看到股份数学的人会发现他们对这

个早已十分熟悉了，而且由于设计与算术规则保持严格一致，因此人们不会被误导。
把与数学形式有关的那部分问题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柔性的Share设计，这使得

我们可以进一步精炼核心的Loan和Facility方战（参见第15章有关CORE DOMAIN的讨论）。

柔性设计可以极大地提升软件处理变更和复杂性的能力。正如本章的例子所示，柔性设计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详细的建模和设计决策。柔性设计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越某个特定的建模和设计
问题。第15章将讨论柔性设计的战略价值，我们将把它作为一种工具，用来精炼领域模型，以便
使大型和复杂的项目更易于掌握。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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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应用分析模式

~M'层模型和柔性设计并非唾手可得。要想取得进展，必须学习大量领域知识并进行充分

／.刁叉的讨论，还需要经历大量的尝试和失败。但有时我们也能从中获得一些优势。

一位经验丰富的开发人员在研究领域问题时，如果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某种职责或某个关系

网，他会想起以前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前尝试过哪些模型？哪些是有效的？在实现中有哪

些难题？它们是如何解决的？先前经历过的尝试和失败会突然间与新的情况联系起来。这些模式

当中有一些已经记载到文献中供大家分享，这样我们就可以借鉴这些积累的经验。

与第二部分提出的基本构造块模式和第10章介绍的柔’性设计原则相比，这些模式属于更高级

和专用的模式，其中还涉及使用少量对象来表示某种概念。利用这些模式，可以避免一些代价高

昂的尝试和失败过程，而直接从一个己经具有良好表达力和易实现的模型开始工作，井解决了一

些可能难于学习的微妙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起点来重构和试验。然而，它们并不是现成

[ill] 的解决方案。
在 《分析模式》 一书中， Martin Fowler这样定义分析模式［Fowler 1997, p. 8): 

分析模式是一种概念集合，用来表示业务建模中的常见结构 。 它可能只与一个领域

有关，也可能跨越多个领域。

Fowler所提出的分析模式来自于实践经验，因此只要用在合适的情形下，它们会非常实用。

对于那些面对着具有挑战性领域的人们，这些模式为他们的迭代开发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

的起点。“分析模式”这个名字本身就强调了其概念本质。分析模式并不是技术解决方案，他们

只是些参考，用来指导人们设计特定领域中的模型。

但从这个名字中我们看不出分析模式也讨论了大量实现问题，包括一些代码。 Fowler知道，

在不考虑实际设计的情况下进行单纯的分析是有缺陷的。下面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

中， Fowler用更长远的眼光审视了模型选择的意义一一考虑在部署之后，模型选择对系统长期维

护的影响[Fowler 1997, p. 151 ）。

当构建一个新的［会计］实务时，我们会创建一个新的过账规则（posting rule）的实

例网。我们可以在完全不需要重新编译或构建系统的情况下实现它，因而不影响系统的

运行。 有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需妥过账规则的某个新的子类型，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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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成熟的项目上，模型选择往往是根据实用经验做出的。人们已经尝试了各种组件的

多种实现方怯。其中的一些实现已经被采用，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维护阶段。这些经验可以帮助
人们避免很多问题。分析模式的最大作用是借鉴其他项目的经验，把那些项目中有关设计方向
和实现结果的广泛讨论与当前模型的理解结合起来。脱离具体的上下文来讨论模型思想不但难
以落地，而且还会造成分析与设计严重脱节的风险，而这一点正是MODEL-D阳VEN DESIGN坚决

反对的。

用实际的例子比用单纯的抽象描述能够更好地解释分析模式的原则和应用。本章将给出两个
示例，在这两个例子中，开发人员借鉴了[Fowler 1997］一书中提供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小范例（来
自“Inventory and Accounting” 一章）。本章只是为了讲解这两个例子而概述分析模式。显然，本 医E
章的目的不是对这种模式进行归纳分类，甚至对示例所使用的模式也没有做全面的解释。本章的
重点是说明如何将它们集成到领域驱动的设计过程中。

E副E 账户的利息计算

第10章展示了开发人员为某种专用会计应用程序去寻找更深层模型的各种可能途径。本示例
是另外一个场景，这里开发人员将深入挖掘Fowl町的《分析模式》一书，从中寻找有用的思想。

来复习一下。用于跟踪贷款和其他有息资产的应用程序将计算所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并跟
踪借方的付款情况。夜间会有一个批处理操作提取这些数字，并传递给原来的会计系统，井标明
每个账目应该过账到哪个分类账中。这种设计虽然能工作，但使用起来却很麻烦，修改起来也很
复杂，而且不易于交流沟通。

Fee Calculator 

monthly Amount 

dayOfMonthDue 

calculateFeesForDate() 

Fee Payment 
History 

Asset 

amount 

calculatelnteresσor Date() 
calculateFeesForDate() 

图11-1 初始的类图

Interest Calculator 

rate 
freq 

dateOffset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interestDueAmount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 

Interest 
Payment History 

开发人员决定读一下《分析模式》的第6章“Inventory and Accounting”。下面摘录了一些与
之最为相关的内容。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第二部分208 

· 《分析模式》中的账户模型 ·

所有种类的业务应用程序都需要对账户进行跟踪，因为账户中保存了与数值有关的信息（通

常是钱）。在很多应用程序中，仅跟踪账户总额是不够的，记录和控制账户总额的每次修改也很

重要。这也是会计模型最基本的动机。因

Entry 

amount: Quantity 
• I whenCharged: Timepoint 

whenBooked: Timepoint 、
、
、
一

Q 
V t n a“ nu ny e n-w 

nu nu qa b 
Account 

{balance= sum( entries.amount)} 

一个基本的账户模型

通过插入一个En町（项）可以向账户中增加数值，而插入一个负的En町则可以从账户中减少

数值。 En町永远不会被删除，因此整个历史就被保留下来。余额就是把所有En盯F汇总得到的结果。

这个余额可以实时计算，也可以被缓存，这是由Account接口封装的一个实现决策。

会计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账目的平恒。钱即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个

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

图 11-2

Transaction amount: Quantity 
whenCharged: Timepoint 
whenBooked: Timepoint 

Entry Account 

balance: Quantity 

oijrp

,,,
l 

2 * 

{stun( entries.amount)= O} 

一个交易模型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复式记账”（double-entry book-keeping）概念。每个贷方都有与之相应

的借方。当然，像其他守恒定律一样，它只适用于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入账和出账的所

有明细。但很多简单的应用程序并不需要这么严格。

Fowler在他的书中介绍了这些模型的较全面的形式，井对各种折中选择做了大量讨论。

开发人员（开发人员 1 ）通过阅读这些内容获得了一些新的思路。她把这章内容介绍给她

的同事（开发人员2）看，这位同事正在与她一起编写利息计算逻辑，而且他还编写了夜间批

处理程序。他们一起对模型作了粗略的修改一一在模型中加进了一些在阅读该章时看到的模型

元素。

图11-3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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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 Calculator Asset 

amount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O 
ca lcul ateFeesForDate() 

图 11-4 新提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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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freq 

Interest Calculator 

dateO低d
accountingPcriodStartDatc 
intcrcstDueAmount 

calculatelnterestForDate() q 

Interest Account 

Inserts new Entry into 
Interest Acco11nt 

然后他们找来领域专家（以下称专家）一起讨论新模型的思路。

开发人员1 ：利用这个新模型，我们可以在Interest Account中为每笔利息收入增加一个En町，

而不是只调整interestDueAmount。然后，另一个付款的En町会使其平账。

专家：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应计（accrual) 利息和付款历史了？这正是需妥的功能 。

开发人员2：我不确定这里使用“Transaction”（交易）是否完全正确。 定义讲的是把钱从一
个Account转移到另一个Account，而不是两个En町r在同一个Account中互相平衡。

开发人员1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有些担心，因为书上似乎强调交易是瞬间建立的，而利息
的付款可以过几天再进行。

专家：那些付款不一定妥推迟几天，在支付时间上可以灵活处理。

开发人员 1 ：那么这种担心就没有必妥了 。 我想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了一些隐含的概念。 让

Interest Calculator来创建Entry对象似乎确实史易理解。 而且Transaction似乎把计算出的利息和付

回

款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了 。 医E
专家：为什么妥把应计项目和付款联系在一起呢？它们在会计系统中走分开过账的。 Account

的平账才是主妥的 。 沿着一个一个的En町，我们就可以查出所有的账目 。

开发人员2：你的意思是说不用跟踪利息是否已经支付这一点吗？

专家：当然需妥跟踪。 但它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次应计项目 ／一笔付款” 这种简单的模式。

开发人员2：实际上 ， 如果不用考虑那种关联，很多事’睛都可以简化。

开发人员1 ：好的，这样如何？［拿来旧类围的复印件开始把修改的地方画出来］。 顺便问一
下，你好几次捉到 “应计项目”这个坷，能确切地讲一下它的意思吗？

专家：当然可以。 应计项目（a阳明1）是才旨在一笔支出或收入发生的时候把它记录到账目中 ， 而

永远不管现金实际是何时过账的。因此，利息每天都会计算，但只有在（举例来说）月末才会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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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1 ：走的，我们确实需要这个坷 。 好，现在这个图怎么样？

Interest Calculator 
Fee Calculator Asset 

monthly Amount 
dayOtMonthDue 

amount 
rate 
freq 
dateOf也et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ac lruedin
~现凹酌情蛐』”↑er也stinPeriod

calcul atelnterestForDate() 

calculareFeesForDateQ 
calculatelnterestF orDateO 
calculateFeesForDate() 

Fee Payment 
History η

 

o t 
t
s 附

阳

et dn ne vE3 

vd 也a

pz 

图 11-5 还是原来的类图，只是把应计项目和付款分开了

开发人员1 ：现在，我们可以删掉与付款有关的所有复杂计算了 ， 而且我们引入了“accrual ”

这个术语，它史好地表明了我们的意图 。

专家：那么我们就不会有Account对象了吧？我本来还希望能够把应计项目 、 付款和余额等

医E 项都放到这个对象中呢。

开发人员们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或许这么画就可以［拿起另一张图开始画起来］。

Interest Calculator 
Fee Calculator A..set 

rat巳

omount 仕咆q

dateOffset 
accounlingPeriodStartDa e 

oa lcula出＂°＂＇川…4～
你lculαteAccruedfeesforDat~（ ) 

calculatclntcrcstforDatc() 
cal.culateFe田ForDateO

巳U:l le － ：“叫wtf'vwa叫J Q 

叫culateAcc叫“Inte阿stf命Date（〕

\ 

lnser1;· new Emry 
into Fee Accorml 

图 11-6 基于账户的图，里面没有Transaction

专家：这看起来确实好极了！

开发人员2：批处理脚本也只需妥简单的修改就能使用这些新对象。

开发人员1 ：新的Interest Calculator 过几天才能使用 。 有好些个测试需妥修改。 但修改之后测

试会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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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开发人员开始基于新模型进行重构。他们在着手编写代码并加强设计时，又有了一些对
模型进行精化的新想毯。

通过更仔细的研究，他们决定为Entry创建两个子类一－Payment和Accrual，因为他们发现这
两个子类在应用程序中的职责稍有不同，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概念。但另一方面，无论Entry
是因为孚续费而产生的，还是因为利息产生的，其在概念和行为上都没有任何区别。它们只是出
现在适当的Account中。

但遗憾的是，开发人员们发现，出于实现方面的考虑，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后这一次抽象。数
据存储在关系表中，而且项目标准要求在不运行程序的情况下也能解释清楚这些表。这意味着要
把手续费项和利息项分开保存到不同的表中。根据他们所使用的对象一关系映射框架，将手续费 ~ 
项和利息项保存到不同表中的唯一方屈就是创建具体的子类（Fee Payment 、 Interest Payment等）。
如果换成别的基础设施，他们或许可以避免使用这些笨拙的子类。

我在这个大部分是虚构的故事中讲述这段小插曲的原因是想说明我们在现实中总是会遇到
这类小的障碍。我们必须做出一些适当的折中选择然后继续前进，而不能因为这些小问题而改变
MODEL-D阳回叶 DESIGN的方向。

F回 Calculator Asset 
Interest Calculator 

前置条件．在这个门期
(Date ) . Entry尚小17-{J:

后置条件：在既炭;r,J在个
日期（Date）的手续费也
表；；－，该 l:JJIJJ利息的Account
中， Entry存在

rate 
freq 
dateOffset 

vd Ih- 

-

2

-
) 

时
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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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由
一
、M

nd

-
HV 

八
四

－
w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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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

刷
一耐t

l

：
』

t

m
w
一
阳

”
“
」
。

－

a ，，γ accrualsFor(Date) . Set 
”’ l inscrtAccrualsForDatc(Datc) 

。

accountingPeriodStartDate 

accrual For( Date) Entry 

Sm•·EITF.CT·F RFF. Ft!NCTIONS: 

计算:It·返回Entry （可能足
多个Entry)

、、

fees inteπst 
Slf>F:-F:FFF.CT-FRF.F.
Fu阻CT/ON

创边这些子朵朵由下在实现中
做了一些忻rr选抒，比拟同所
创：剧的对象－关系映射恒架导致
不得不做山这些忻巾

回

图11-7 实现之后的类图

新的设计更易于分析和测试，因为最复杂的功能已被封装到了SIDE-EFFECT-FREE FUNCTION 

中。剩下的命令代码很简单（因为它只需调用各种FUNCTION），井使用了ASSE盯ION 。

有时，我们甚至想象不到，程序的一些部分也能从领域模型获益。它们可能一开始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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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一步步机械地演变。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复杂的应用程序代码，而不是领域逻辑。分析模式在找

到这些盲点方面特别有用。

在下一个例子中， 一位开发人员对夜间批处理程序的内部机制产生了新的想撞，以前他井没

~ 有从领域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

几星期后，改进后的基于Account的模型基本完成了。如时常发生的那样，当新设计更加清

晰之后，它就暴露出其他一些问题。开发人员（开发人员2）在修改夜间批处理程序以使之与新

设计交互的时候，发现批处理程序的行为与《分析模式》 一书中所讲的一些概念有联系。 下面就

是他发现的一些最相关的概念：

· 过账规则 ’

会计系统经常提供同一个基本财务信息的多种视图。 一个账户可能用于跟踪收入，而另一个

账户可能用于跟踪该收入的估税。如果我们希望系统自动更新估税总额，那么这两个账户的实现

将会彼此紧密关联。在有些系统中，大部分账目都是由这些规则产生的，在这样的系统中，依赖

逻辑会变得一团糟。即使是在规模不大的系统中，这样的交叉过账也会很复杂。减少这种缠杂不

清的依赖的第一步是通过引入一个新对象来使这些规则明朗化。

input ιa lculat ion 

Account Posting Rule Method 
* * 

* 

output 

图 11-8 基本过账规则的类图

当过账规则的input账目收到一个新的En盯时，这个En町就会触发过账规则。然后过账规则

会生成一个新的Entry · （基于它自己的计算方怯），并将这个Entry插入它的“output”账目中 。 在

工资系统中，工资Account中的En町可能会触发一个过账规则，此规则计算30%的估计收入所得

医E 税，并将其作为一个Entry插入扣税Account中。

’ 执行过账规则 ’

过账规则建立了各个Account之间概念上的依赖a性，但如果对这个模式的使用仅限于此，那

么它仍然很难使用。在依赖性设计中，最复杂的部分是更新的时机和控制措施。 Fowler讨论了3

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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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动触发”（Eager firing）是最直接的方式，但通常也最不实用。每当一个En町被插入

到］Account中时，它立即就触发过账规则，并立即进行所有更新。

(2）“基于Account的触发”允许推迟处理。在过后的某个时刻，向Account发送一条消息，令

其触发过账规则，来处理自从上一次触发以来所插入的所有En句。

(3）最后，“基于过账规则的触发”由外部代理来启动，它通知过账规则触发。过账规则负责

查找自从上次触发以来插入到其输入Account中的所有En句。

尽管在一个系统中可以混合使用各种触发模式，但每组特定的规则都需要有一个明确定义的

“启动点”（应该在何时启动），还要定义由谁负责查找插入到输入的Account中的Entry。将这三

种触发模式添加到UBIQUITOUS LANGUAGE中对于成功使用这种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与模

型对象定义本身同等重要。这样，触发的概念就不再模糊了，而且还能直接指导决策，从而获得

一组明确定义的可选方案。这些触发模式揭示出了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并且丰富了我们的

词汇，从而使忖论更清晰。

开发人员2需要找个人来讨论他的新思路。他找到了同事（开发人员门， 开发人员 1原来主

要负责建立应计项目（accrual）的模型。

开发人员2：有的时候，夜间才it处理程序成为一个隐藏问题的地方。脚本的行为中隐含了领

域逻辑，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用MODEL-D阳VEN DESIGN的方法来

修改一下批处理，将领域层分离出来，并使脚本本身成为领域层之上的一个简单的层。但我一直 医2

没有想出这个领域模型应该是什么样的。看上去它似乎只是一些操作步骤，而把它们实现为对象

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当我读完《分析模式》一书中有关Posting Rule的内容后，获得了一些思路。

这个图就是我所想到的［递过来一张苹图］。 Ill 
'o<>1kh sair~ 

Pos\-ii,q Se叫ice

飞＼～＿＿）

图 11-9 在批处理中使用过账规则的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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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1 : Posting Service是指什么？

开发人员2：这是个FACADE，它提供了会计应用程序的A凹，并且将其呈现为一个SERVICE.

实际上我使用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主妥用来简化批处纽代码，而且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

INTENTION-REVEALING IN四盯'ACE，可用于向老系统过账。

开发人员1 ：很有趣，那么你打算为这些Posting Rule （过账规则）使用哪种触发模式？

开发人员2：我还没有想那么多 。

开发人员1 ：“主动触发”可能适用于Accrual，因为批处理程序实际上通知Asset插入Accrual,

但 “主动触发”可能不适用于Payment，因为Payment是在白天输入的 。

开发人员2：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都不希望把计算方法与批处理程序特别紧密地联系到一

起。 如果我们决定在一个不同的时间来触发利息计算，那么情况将会是一团糟。 而且从概念上看 ，

因这也是不正确的。

开发人员1 ：这听上去有点像“基于Posting Rule的触发’＼由批处理程序通知每个Posting Rule 

去执行，然后规则找出相应的新En问F ， 并完成其工作。 这种思路基本上就与你画的围中表现出

来的思路差不多吧。

开发人员2：这样在批处理设计中就不会产生很多依赖 ， 而且它也易于控制了，看样子不错。

开发人员1 ：我没有完全明白这些对象是如何与Account和Entry交互的 。

开发人员2：我也没完全明白 。 那本书中的示例在Account｛口Posting Rule之间建立了直接联

系 。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合乎逻辑的，但我认为它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的情况。 我们每次都需妥用

数据来实例化这些对象， 因此妥使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应用哪条规则 。 同时， Asset对象知道

每个Account的内容，因此也知道应用哪条规则 。 不管怎么说，这个模型的其他方面呢？

开发人员1 ：虽然我讨反过分挑剔，但我确实认为Method的使用不正确 。 我认为在概念上

Method是用于计算妥过账的总额的，比方说， 在收入上计算20%的扣税。 但我们的情形很简单：

它始终是全额过账。 我想Posting Rule本身应该是知道妥过账给哪个Account的，这个Account对应

于我们的ledger name （分类账名称） 。

开发人员2：哦， 那么如果让Posting Rule负责查扣正确的ledger name ， 我们可能就完全不需

妥Method 了 。

实际上，选择正确的ledger name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它已经是收入类型 （手续费或

利息）与 “Asset类别”（公司对每种Asset所使用的分类）的组合了 。 我希望新模型能够在解决这

个复杂性上有所帮助。

开发人员1 ：好的，我们就把重点集中在这里。 Posting Rule负责根据Account的属性来选择

Ledger。 现在，我们可以先用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来处理资产类型以及利息与收入之间的区分。

医丑 将来，我们会有一个OBJECT MODEL ， 可以通过改造这个模型来处理史复杂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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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人员2：在这方面我还妥多考虑一下。我会再仔细研究一番，再把模式读一边，然后再
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明天下午我能再次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吗？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这两位开发人员设计出了一个模型，并对代码进行了重构，使得批
处理程序只是简单地依次访问各个Asset，并向每个Asset发送几条非常浅显易懂的消息，然后提交
数据库事务。复杂性被转移到领域层中，领域层中的对象模型使问题变得更加明确，也更抽象。

Posting Service 

post(amoun 

ledger N ame， 二）

, , , 

Posting Rule • ---7' fee rule 

process( Account) 

Map 

assetC l ass 一＞ ledgerName 

Asset 

amount 
asset Class 

insertAccrualsForDate(Date) 
firePostingRules() 

lat－－lllρLV 阳UW《舍，．
s 

Account 

balanc哩

lastPostingDate 

n et 

Ill--IIIra 
ρlv t 

t cd 
aLW 

postNewEntries(Po咀ting Rule) 

图11-10 含有过账规则的类图

script Asset fees: Account fee rule: Posting Rule Map . Posting Service 

: in臼rtAccrua

: fir osting阳les() : 

: poslNewEnlries(feeRule, 
: asset Class) 

* postEn廿y(en廿y,
assetClass) 

阴（assetCla部） : : 

~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 
: ledgerName : : 
: post(arnount, ledgerName, .） 斗

图 11-11 显示了规则触发的序列图

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这两位开发人员开发的模型与《分析模式》中给出的相差甚远，但他们

回

认为二者在概念本质上还是相同的。有一个问题令他们稍感不安，那就是在Posting Rule的选择中 [ill] 
把Asset牵扯进来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Asset知道每个Account的性质（手续费或利息），而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216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且它也是脚本的自然访问点。如果让规则对象直接与Account 发生关联，这些对象在每次实例化

时（每次运行批处理程序时）都需要与Asset对象进行协作。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U:Asset对

象通过S时GLETON访问来查找这两个相关规则，井把对应的Account传递给它们。这样一来代码就

变得更直接了，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从概念上看，他们都感到更好的做能是让Posting Rule只与Account发生关联，而令Asset只负

责生成Accrual。他们希望等到有了后续的重构和更深入的理解之后再回头看这个问题，井找到一

种将职责分离得更清楚而又不影响代码明确性的方法。

分析模式是很有价值的知识

当你可以幸运地使用一种分析模式时，它一般并不会直接满足你的需求。但它为你的研究提供

了有价值的线索，而且提供了明确抽象的词汇。它还可以指导，我们的实现，从而省去很多麻烦。

我们应该把所有分析模式的知识融入到知识消化和重构的过程中，从而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井促进开发。当我们应用一种分析模式时，所得到的结果通常与该模式的文献中记载的形式非常

相像，只是因具体情况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有时完全看不出这个结果与分析模式本身有关，然而

这个结果仍然是受该模式思想的启发而得到的。

但有一个误区是应该避免的。当使用众所周知的分析模式中的术语时， 一定要注意，不管其

表面形式的变化有多大，都不要改变它所表示的基本概念。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一是模式中蕴含

的基本概念将帮助我们避免问题， 二是（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使用被广泛理解或至少是被明确解

~ 释的术语可以增强UBIQUITOUS LANGUAGE。如果在模型的自然演变过程中模型的定义也发生改

变，那么就要修改模型名称了。

很多对象模型都有文献资料可查，其中有些对象模型专门用于某个行业中的某种应用，而有

些则是通用模型。大部分对象模型都有助于开阙思路，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模型精辟地阐述了

选择这些模式的原理和使用的结果，而这些才是分析模式的精华所在。这些精化后的分析模式大

部分都很有价值，有了它们，可以免去一次次的重复开发工作。尽管我们不大可能归纳出一个包

罗万象的分析模式类目，但针对具体行业的类目还是能够开发出来的。而且在一些跨越多个应用

的领域中适用的模式可以被广泛共享。

这种对己组织好的知识的重复利用完全不同于通过框架或组件进行的代码重用，但是二者唯

一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的萌芽，而这种新思路先前可能井不十分明晰。一个模型，

甚至一个通用框架，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分析则相当于一个工具包，它被应用于模型的一些

部分。分析模式专注于一些最关键和最艰难的决策，并阐明了各种替代和选择方案。 它们提前预

~ 测了一些后期结果，而如果单靠我们自己去发现这些结果，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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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将设计模式应用于模型

至u 目前为止，本书所探讨的模式都是专门用来在MODE
J 领域模型的问题。但实际上，大部分已发布的模式都更侧重于解决技术问题。设计

模式与领域模式之间有什么区别？ 《设计模式》这部经典著作的作者为初学者指出了以下事实
[Gamma et al. 1995, p. 3]: 

立场不同会影响人们如何看待什么是模式以及什么不是模式。一个人所认为的模

式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是基本构造块。 本书将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讨论模式。 设计模

式并不是指像链哀和散列在那样可以被封装到类中并供人们直接重用的设计，也不是

用于整个应用程序或子系统的复杂的、领域特定的设计。本书中的设计模式是对一些
交互的对象和类的描述，我们通过定制这些对象和类未解决特定上下文中的一般设计

问题。

在《设计模式》中，有些（但并非所有）模式可用作领域模式，但在这样使用的时候，需要
变换一下重点。《设计模式》中的设计模式把相关设计元素归为一类，这些元素能够解决在各种
上下文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这些模式的动机以及模式本身都是从纯技术角度描述的。但这些元素
中的一部分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设计上下文中也适用，因为这些元素所对应的基本概念在很多领域喳L
中都会出现。

除了《设计模式》中介绍的模式以外，近年来还出现了其他很多技术设计模式。有些模式反 一一－
映了在一些领域中出现的深层概念。这些模式都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为了在领域驱动设计中充分
利用这些模式，我们必须同时从两个角度看待它们：从代码的角度来看它们是技术设计模式，从
模型的角度来看它们就是概念模式。

我们将把《设计模式》所介绍的特定模式作为样例，来说明如何将人们所认为的设计模式应
用到领域模型中，而且这个例子还将澄清技术设计模式与领域模式之间的区别。本章还将通过
co阳OSITE （组合）和STRATEGY （策略）这两种模式演示如何通过改变思考方式，用一些经
典的设计模式来解决领域问题。 . [l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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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模式： STRATEGY （也称为POLICY)

Strategy 
Context 

context! nte斤aceO
algorithmlnterfaceO 

Concrete Strategy A Concrete Strategy B Concrete Strategy C 

algorithmlnterface() algorithmlnterface() 

定义了一组算法，将每个算法封装起来，并使它们可以互换。 STRATEGY允许算法

独立于使用它的客户而变化。［Gamma et al. 1995] 

领域模型包含一些并非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将它们包含进来是因为它们对处理问题领

域具有实际的价值。当必须从多个过程中进行选择时，选择的复杂性再加上多个过程本身的复杂

性会使局面失去控制。

当对过程进行建模时，我们经常会发现过程有不止一种合理的实现方式，而如果把所有的可

选项都写到过程的定义中，定义就会变得腕肿而复杂，而且可供我们选择的实际行为也会因为混

杂在其他行为中而显得模糊不清。

我们希望把这些选择从过程的主体概念中分离出来，这样既能够看清主体概念，也能更

清楚地看到这些选择。软件设计社区中众所周知的STRATEGY模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虽然它的侧重点在于技术方面。这里，我们把它当成模型中的一个概念来使用，井在该模型

的代码实现中把它反映出来。我们同样也需要把过程中极易发生变化的部分与那些更稳定的

[Iill 部分分离开。
因此：

我们需要把过程中的易变部分提取到模型的一个单独的“策略”对象中。将规则与它所控制

的行为区分开。按照STRATEGY设计模式来实现规则或可替换的过程。策略对象的多个版本表示

了完成过程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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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作为设计模式的STRATEGY侧重于替换不同算怯的能力，而当其作为领域模式时，

其侧重点则是表示概念的能力，这里的概念通常是指过程或策略规则。

E翻w路线查找（Rout
我｛丁t巴一．个Route Specification （路线规格)f专j葛给Routing Service （路线服务） , Routing Service 

的F、责是构造一个楠足SPEClFICATION自甘i羊细的Itinerarγ。这个SER盯C巳是一个优化引擎，可以通过

调节它来查找最快的路线或最便直的路线。

Routing Service 

creates {satisfied by ｝寸 Specific剧。”tindFastest(Specitication) · Itinerary 
findCheapest(Specification) : Itinerary 

Itinerary 

Leg 

Voyage 

dailyRate : Money 

什om Location 
departure . Date 1 * * I to : Location 
arrival : Date 

图 12-1 带选项的SERVICE接口需要条件逻辑

这种设置看上去似乎没问题，但仔细观察路线代码就会发现，每个计算中都有条件判断，判
断最快还是最便宜的逻辑分散在程序各处。当为了做出更精细的航线选择而把新标准添加进来
时，麻烦会更多。

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把这些起调节作用的参数分离到STRATEGY中。这样它们就可以被
明确地表示出来，并作为参数传递给Routing Service 。

现在， Routing Service就可以用一种完全相同的、无需进行条件判断的方式来处理所有请
求了，它按照Leg Magni阳de Policy （航段规模策略）的计算，找出一系列规模较小的Leg （航

段）。

这种设计具有《设计模式》中所介绍的STRATEGY模式的优点。按这种思路设计的应用程
序可以提供丰富的功能，同时也很灵活，现在，可以通过安装适当的Leg Magnitude Policy来
控制和扩展Routing Service的行为。图 12-2中显示的只是最明显的两种STRATEGY （最快或最便

宜）。可能还会有一些在速度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考虑的组合策略。也可以加进其他的因素，
例如，在预订货物时优先选择公司自己的运输系统，而不是外包给其他运输公司。不使用
STRATEGY模式同样能实现这些修改，但必须将逻辑添加到Routing Service的内部（这会是一

圆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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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第三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个麻烦的过程），而且这些逻辑会使接口变得脏肿。解藕确实令Routing Service更清楚且易于

测试。

Routing Service 

find(Speci!i叫on, Leg！萝gnitl附Policy) : Itinerary 

－－－－－一-r-

creates －叫

The Homing Service chooses an 
Itinerary with αm川，mum/Olaf
magn/rude of the Legs based on the 
chosen STRATEGY. 

Leg 

from Location 
* 1 departure : Date 

' to : Location 
arrival : Date 

Leg Magnitude Policy 

/ength(leg) . double 

/ength(Leg leg) { 

return leg.elapsedTimeO * 
leg.gerVoyageO.getDa咿RareO,

、、
、

、、、、
、

/engrh{Leg leg) { 
re.阳rn leg.e/apsedTimeO; 

图 12-2 通过STRA四GY （或者POLICY）来确定选项（STRATEGY是作为参数传入的）

现在，领域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规则明确地显示出来了，也就是在构建Itinerary时用于选择

Leg的基本规则。它传达了这样一个知识：路线选择的基础是航段的一个特定属性（有可能是派

[ill 生属性），这个属性最后可归结为一个数字。这样，我们就能够通过领域语言很简单地定义Routing

Service的行为： Routing Service根据所选的STRATEGY来选择Leg总规模最小的Itinerary 。

说明：以上讨论暗示了一件事。 Routing Service在查找Itinerary时实际上会计算Leg的规模。

这种方蓓在概念上比较直接，而且可以生成一个合理的原型实现，但它的效率可能令人无战接

受。第14章会再次讨论这个应用程序，其将使用相同的接口，但采用完全不同的Routing Service 

实现。

>f号 号卡来

我们在领域层中使用技术设计模式时，必须认识到这样做的另外一种动机，也是它的另一层

含义。当所使用的STRATEGY对应于某种实际的业务策略时，模式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实现

技术了（但它在实现方面的价值井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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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模式的结论也完全适用于领域层。例如，在《设计模式》 一书中， Gamma等人指出客户

必须知道不同的STRATEGY，这也是建模的一个关注点。如果单纯从实现上来考虑，使用策略可

能会增加系统中对象的数目。如果这是个问题，可以把S四ATEGY实现为无状态对象，以便在上

下文中进行共享，从而减小开销。《设计模式》中对实现方法的全面讨论在这里也适用，这是因

为我们仍然在使用STRATEGY，只是动机稍有不同，这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一些影晌，，但设计模 [ill] 
式中的经验仍然是可以借鉴的。

12.2 模式： COMPOSITE

Componen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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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I I Composite 

operationO 

将对象组织为树来农示部王卜整体的层次结构。利用COMPOSITE，客户可以对单独

的对象和对象组合进行同样的处理。 ［Gamma et al. 1995) 

在对复杂的领域进行建模肘，我们经常会遇到由多个部分组成的重要对象，这些部分本身又
由其他一些部分组成，依此类推，有时甚至会出现任意深度的嵌套。在一些领域中，各层嵌套在
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另一些领域中，各个部分与它们所组成的整体是完全相同的事物，只是

规模较小一些而已。

当嵌套容器的关联性没有在模型中反映出来时，公共行为必然会在层次结构的每一层重复出
现，而且嵌套也变得僵化（例如，容器通常不能包含同一层中的其他容器，而且嵌套的层数也是
固定的）。客户必须通过不同的接口来处理层次结构中的不同层，尽管这些层在概念上可能没有
区别。通过层次结构来递归地收集信息也变得非常复杂。

当在领域中应用任何一种设计模式时，首先关注的问题应该是模式的意图是否确实适合领域
概念。以递归的方式遍历一些相直关联对象确实比较方便，但它们是否真的存在整体4币分层次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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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你是否发现可以通过某种抽象方式把所有部分都归到同一概念类型中？如果你确实发现

因

了这种抽象方式，那么使用COMPOSITE可以令模型的这些部分变得更清晰，同时使你能够借助设

计模式所提供的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及实现的考量。

因此：

定义一个把COMPOSITE的所有成员都包含在内的抽象类型。在容器上实现那些查询信息的方

法时，这些方法返回由容器内容所汇总的信息。而“叶”节点则基于它们自己的值来实现这些方

法。害户只需使用抽象类型，而无需区分“叶”和容器。

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结构层面上的模式，但设计人员通常不会主动地充实它的操作方

面。 COMPOSITE模式在每个结构层上都提供了相同的行为，而且无论是较小的部分还是较大的部

分，都可以对这些部分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够透明地反映出它们的构成情况。这

种严格的对称是组合模式具有强大能力的关键所在。

完整的货物运输路线是很复杂的。首先，必须用卡车把集装箱运输到铁路终点站，然后运送

到港口，之后用货轮运输到另一个港口，中间可能还会换船，最后还要进行地面运输才能到达目

的地。

？哩~：：，~~－

：＼／＼产 飞 ）
，、

图12-3 由“leg”（航段）构成的“route”（航线）

一个应用开发团队创建了一个对象模型，它表示了一个航线可以由任意多个航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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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Voyage 

(ordered} {ordered} 

* 

Leg 
dep缸”reT=e
arriva!Time 

Transport Leg 

装货 卸货 到

Port Operation Location 

图 12-4 Route的类图，其中Route由多个Leg组成

利用这个模型，开发人员可以根据预订请求来创建Route对象。他们可以把这些Leg组织为一
步一步运输货物的操作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开发人员原来一直认为航线是由任意多个航段组成的，而各个航段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

图 12-5 开发人员的航线概念

而事实上领域专家把航线看成是由5个逻辑段组成的序列。

口广」丁 f
深
海

人 丁户们
回

图12-6 业务专家的航线概念

其他问题先不考虑，这些小段的航线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规划的，因此必须区别对
待。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门航段”（door leg）与其他航段大不相同，它涉及在当地雇 [ill] 
用卡车甚至是客户运输，这与详细计划的铁路和货船运输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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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所有这些区别的对象模型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Complete Route Route Segment 

入港 出港

* 

Door Leg Leg 

装货 量ni走

Port Operation 
{ordered} 

拿

图 12-7 详细的Route类图

Voyage 

{ordered} 

’‘ 

Transport Leg 

departure Ti me 
aniva lTime 

从 到

「二 丁
从结构上看这个模型并不是很差，但在操作计划的处理上失去了一致性，因此代码（甚至是

行为的描述）变得复杂得多。其他复杂之处也渐渐显现。任何一条航线的遍历都涉及不同类型对

象的多个集合。

运用COMPOSITE模式能使特定客户在不同层上都使用这种构造进行统一的处理，因为大的航

线是由小段的航线构成的。这种视图在概念上也是合理的。每一层Route都是集装箱从一个地点

到另一个地点的移动，最后都归结为一个独立的航段（参见图 12-8 ）。

与前面那个类图不同，从现在这个静态类图看不出来门航段是如何与其他航段组合在一起

的。但模型并不只包含静态类图。我们将通过其他的图（参见图 12-9）和代码（现在代码简单多

了）来表示这些航段的组合信息。这个模型抓住了所有这些不同类型Route的深层关联性。 生成

[!] 操作计划的工作再次变得简单了，而且其他路线遍历操作也变得简单了 。

利用这种“由航线组成航线”的方法，我们可以把各个航线的端点连接到一起来得到从一个

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航线，从而可以实现各种不同的航线。我们可以把航线的一端截去，再拼接

一段新的航线，我们可以有任何细节的嵌套，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选项。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这些选择。当不需要这些航线分段和不同的“门航段”时，不使用

COMPOS！四模式也能很好地工作。设计模式应该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 。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ordered} 

Composite 
Route 

也地in_:
Q皿r..1.豆S

第 12章将设计模式应用于模型 225 

任何在总体上运用于Route
的操作，特别是那些遍历

--1 整个航线结构的操作

Leg 

装货卸货

Port Operation 

图 12-8 使用CmvlPOSITE之后的类图

…·等等

图 12-9 表示了一个完整Route的实例

I v仰 ｜

Transport Leg 

depart山百：Time

arrivalTime 

Location 

到

A监且凰山且
Q皿r..1.阜Z

马路 回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226 第二部分通过重构来加深理解

12.3 为什么没有介绍FLYWEIGHT

由于第5章中提到过FLYWEIGHT模式，因此你可能认为它是一种适用于领域模型的模式。事

实上， FLYWEIGHT虽然是设计模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却并不适用于领域模型。

当一个VALUE OBJECT集合（其中的值对象数目有限）被多次使用的时候（如房屋规划中电源

插座的例子），那么把它们实现为FLYWEIGHT可能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适用于VALUE OBJECT （但

不适用于ENTITY）的实现选择。 COMPOSITE模式与它的不同之处在于，组合模式的概念对象是由

其他概念对象组成的。这使得组合模式既适用于模型，也适用于实现，这是领域模式的一个基本

特征。

我并不打算把那些可以当作领域模式使用的设计模式完整地列出来。虽然我想不出一个把

“解释器”（inte甲reter）用作领域模式的例子，但我也不能断言解释器不适用于任何一种领域概

念。把设计模式用作领域模式的唯一要求是这些模式能够描述关于概念领域的一些事情，而不仅

医到 仅是作为解决技术问题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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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的理解

~;ljζ 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的理解是一个带及很多方面的过程。我们有必要暂停一下，把一些
共ι且要点归纳到一起。有三件事情是必须要关注的 ：

(1）以领域为本；

(2）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E

(3）始终坚持与领域专家对话。

在寻求理解领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更广泛的重构机会。

一提到传统意义上的重构，我们头脑中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场景： 一两位开发人员坐在键盘前
面，发现一些代码可以改进，然后立即动手修改代码（当然还要用单元测试来验证结果）。这个
过程应该一直进行下去，但它并不是重构过程的全部。

前面5章内容在传统代码重构方峙的基础上呈现了一幅全面的重构视图。

13.1 开始重构

获得深层理解的重构可能出现在很多方面。一开始有可能是为了解决代码中的问题一一一段
复杂或笨拙的代码。但开发人员井没有使用（代码重构所提供的）标准的代码转换，相反，他们 ~ 
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领域模型。或许是领域中缺少一个概念，或许是某个关系发生了错误。

与传统重构观点不同的是，即使在代码看上去很整洁的时候也可能需要重构，原因是模型的
语言没有与领域专家保持一致，或者新需求不能被自然地添加到模型中。重构的原因也可能来自
学习：当开发人员通过学习获得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发现了一个得到更清晰或更有用的模型的
机会。

如何找到问题的病灶往往是最难和最不确定的部分。在这之后，开发人员就可以系统地找出
新模型的元素。他们可以与同事和领域专家一起进行头脑风暴，也可以充分利用那些已经对知识
做了系统性总结的分析模式或设计模式。

13.2 探索团队

不管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下一步都是要找到一种能够使模型表达变得更清楚和更自然的改进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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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这可能只需要做一些简单、明显的修改，只需几小时即可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修

改类似于传统重构。但寻找新模型可能需要更多时间，而且需要更多人参与。

修改的发起者会挑选几位开发人员一起工作，这些开发人员应该擅长思考该类问题，了解领

域，或者掌握深厚的建模技巧。如果涉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他们还要请一位领域专家加入。

这个由4～5人组成的小组会到会议室或咖啡厅进行头脑风暴，时间为半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固一些UML草图，并试着用对象来走查场景。他们必须保证主题专家（su均创t

ma忧er expert）能够理解模型并认为模型有用。当发现了一些令他们满意的新思路后，他们就回

去编码，或者决定再多考虑几天，先回去做点别的事情。几天之后，这个小组再次碰头，重复上

面的过程。这时，他们已经对前几天的想怯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更加自信了，并且得出了－

[ill] 些结论。他们回到计算机前，开始对新设计进行编码。
要想、保证这个过程的效率，需要注意几个关键事项。

口自主决定。可以随时组成一个小的团队来研究某个设计问题。这个团队只工作几天，然

后就可以解散了。这种团队没有长期存在的必要，也不必有复杂的组织结构。

Q 注意范围和休息。在几天内召开两三次短会就应该能够产生一个值得尝试的设计。工作

拖得太长并没什么好处。如果讨论毫无进展，可能是一次讨论的内容太多了。选一个较

小的设计方面，集中讨论它。

口练习使用UBIQUITOUS LANGUAGE。让其他团队成员（特别是主题专家）参与头脑风暴会议

是练习和精化UBIQUITOUS LANGUAGE的好机会。这样，原来的开发人员可以得到更完善的

UBIQUITOUS LANGUAGE，井反映到编码中。

本书前面几章曾介绍过开发人员和领域专家为了设计更好的模型而进行的几段对悟。成熟的

头脑风暴是灵活机动、不拘泥于形式的，而且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率。

13.3 借鉴先前的经验

我们没有必要总去做一些无谓的重复工作。用于查找缺失概念或改进模型的头脑风暴过程具

有巨大的作用，通过这个过程可以收集来自各个方面的想怯，井把这些想怯与已有知识结合起来。

随着知识消化的不断开展，就能找到当前问题的答案。

我们可以从书籍和领域自身的其他知识掠获得思路。尽管相关领域的人员可能还没有创建出

适合运行软件的模型，但他们可能已经把概念很好地组织到了一起，并发现了一些有用的抽象。

把这些知识结合到知识消化过程中，可以更快速地得到更丰富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也更为领域

专家们所熟悉。

有时我们可以从分析模式中极取他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帮助我们读懂领域起到了一定的

~ 作用，但分析模式是专门针对软件开发的，因此应该直接根据我们自己在领域中实现软件的经验

来利用这些模式。分析模式可以提供精细的模型概念，并帮助我们避免很多错误。但它们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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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的“菜谱”。它们只是为知识消化过程提供了一些供给。

随着零散知识的归纳，必须同时处理模型关注点和设计关注点。同样，这井不意味着总是需
要从头开发一切。 当设计模式既符合实现需求，又符合模型概念时，通常就可以在领域层中应用
这些模式。

同样， 当一种常见的形式体系（如算术逻辑或谓词逻辑）与领域的某个部分非常符合时，
可以把这个部分提取出来，并根据它来修改形式系统的规则。这可以产生非常简练且易于理解
的模型。

13.4 针对开发人员的设计

软件不仅仅是为用户提供的，也是为开发人员提供的。开发人员必须把他们编写的代码与系
统的其他部分集成到一起。在迭代过程中，开发人员反复修改代码。开发人员应该通过重构得到
更深层的理解，这样既能够实现柔性设计，也能够从这样一个设计中获益。

柔性设计能够清楚地表明它的意图。这样的设计使人们很容易看出代码的运行效果，因此也
很容易预计修改代码的结果。柔性设计主要通过减少依赖性和副作用来减轻人们的思考负担。这
样的设计是以深层次的领域模型为基础的，在模型中，只有那些对用户最重要的部分才具有较细
的粒度。在这样的模型中，那些经常需要修改的地方能够保持很高的灵活性，而其他地方则相对
比较简单。

13.5 重构的时机

如果一直等到完全证明了修改的合理性之后才去修改，那么可能妥等待太长时间了。项目正

在承受巨大的耗支，推迟修改将使修改变得更难执行，因为要修改的代码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并
更深地嵌入到其他代码中。

持续重构渐渐被认为是一种“最佳实践”，但大部分项目团队仍然对它抱有很大的戒心。人

们虽然看到了修改代码会有风险，还要花费开发时间，但却不容易看到维持一个拙劣设计也有风 巨型
险，而且迁就这种设计也要付出代价。想要重构的开发人员往往被要求证明其重构的合理性。虽 n. 
然这看似合理，但这使得一个本来就很难进行的工作变得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且会限制重构的进 … 
行（或者人们只能暗地里进行） 。 软件开发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预料到后果的过程，人们无怯准
确地计算出某个修改会带来哪些好处，或者是不做某个修改会付出多大代价。

在探索领域的过程中、在培训开发人员的过程中，以及在开发人员与领域专家进行思想交流
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把“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理解”作为这些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当发生
以下情况时，就应该进行重构了：

口设计没有表达出团队对领域的最新理解；

口重要的概念被隐藏在设计中了（而且你已经发现了把它们呈现出来的方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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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发现了一个能令某个重要的设计部分变得更灵活的机会。

我们虽然应该有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随便便做任何修改。在发布的前

一天，就不要进行重构了。不要引入一些只顾炫耀技术能力而没有解决领域核心问题的“柔性设

计’＼无论一个“更深层的模型”看起来有多好，如果你不能说服领域专家们去使用它，那么就不

要引人它。万事都不是绝对的，但如果某个重构对我们有利，那么不妨在这个方向上大胆前进。

13.6 危机就是机遇

在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人们一直认为标准的进化模型就是物种随着时间缓

慢地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改变是稳定的）。突然之间，这个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被“间断平

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模型取代了。它对原有进化论进行了扩展，认为长期的缓慢变化或

[ill] 稳定变化会被相对来说很短的、爆发性的快速变化所打断。然后事物会进入一个新的平衡。软件
开发与物种进化之间的不同点是前者具有明确的方向（虽然在某些项目上可能并不明显），尽管

如此软件开发仍遵循这种进化规律。

传统意义上的重构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过程。但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理解往往不是这样

的。在对模型进行一段时间稳定的改进后，你可能突然有所顿悟，而这会改变模型中的一切。这

些突破不会每天都发生，然而很大一部分深层模型和柔性设计都来自这些突破。

这样的情况往往看起来不像是机遇，而更像危机。例如，你突然发现模型中有一些明显的缺

陷，在表达方面显示出一个很大的漏洞，或存在一些没有表达清楚的关键区域。或者有些描述是

完全错误的。

这些都表明团队对模型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他们现在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发现了

原有模型的弱点。他们可以从这种角度构思一个更好的模型。

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理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人们发现一些隐含的概念，井把它们明确

地表示出来。有些设计部分变得更具有柔性，或许还采用了声明式的风格。开发工作一下子到了

突破的边缘，然后开发人员跨越这条界线，得到了一个更深层的模型，接下来又重新开始了稳步

圆的改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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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战略设计

随着系统的增长，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当我们无能通过分析对象来理解系统的时候，就需
要掌握一些操纵和理解大模型的技术了。本书的这一部分将介绍一些原则。遵循这些原则，就可
以对非常复杂的领域进行建模。大部分这样的决策都需要由团队来制定，甚至需要多个团队共同
协商制定。这些决策往往是把设计和策略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最负雄心的企业系统意欲实现一个涵盖所有业务、紧密集成的系统。然而在几乎所有这种规
模的组织中，整体业务模型太大也太复杂了，因此难以管理，甚至很难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
我们必须在概念和实现上把系统分解为较小的部分。但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实现这种模块化的同
时，不失去集成所具备的好处；从而使系统的不同部分能够进行互操作，以便协调各种业务操作。
如果设计一个把所有概念都涵盖进来的单一领域模型，它将会非常笨拙，而且将会出现大量难以
察觉的重复和矛盾。 而如果用临时拼凑的接口把一组小的、各自不同的子系统集成到一起，又不
具备解决企业级问题的能力，井且在每个集成点上都有可能出现不一致。通过采用系统的、不断
演变的设计策略，就可以避免这两种极端问题。

即使在这种规模的系统中采用领域驱动设计方怯，也不要脱离实现去开发模型。每个决策都
必须对系统开发产生直接的影响，否则它就是无关的决策。战略设计原则必须指导设计决策，以
便减少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依赖，在使设计意图更为清晰的同时而又不失去关键的互操作性和协
同性。战略设计原则必须把模型的重点放在捕获系统的概念核心，也就是系统的“远景”上。而
且在完成这些目标的同时又不能为项目带来麻烦。为了帮助实现这些目标，这一部分探索了3个

大的主题：上下文、精炼和大型结构。

其中上下文是最不易引起注意的原则，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根本的。无论大小，成功的模型必
须在逻辑上一致，不能有互相矛盾或重叠的定义。有时，企业系统会集成各种不同来源的子系统，
或包含诸多完全不同的应用程序，以至于无挂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领域。要把这些不同部分中隐

回

含的模型统一起来可能是要求过高了。通过为每个模型显式地定义一个BoUNDEDCON四XT，然后 医E
在必要的情况下定义它与其他上下文的关系，建模人员就可以避免模型变得缠杂不清。

通过精炼可以减少？昆乱，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到正确的地方。人们通常在领域的一些次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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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整体领域模型需要突出系统中最有价值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而且在构造

领域模型时应该尽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部分上。虽然一些支持组件也很关键，但绝不能把它

们和领域核心一视同仁。把注意力集中到正确的地方不仅有助于把精力投入到关键部分上，而且

还可以使系统不会偏离预期方向。战略精炼可以使大的模型保持清晰。有了更清晰的视图后，

CORE DOMAIN的设计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大型结构是用来描述整个系统的。在非常复杂的模型中，人们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精炼确实有帮助，它使人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核心元素上，并把其他元素表示为支持作用，但

如果不贯彻某个主旨来应用一些系统级的设计元素和模式的话，关系仍然可能非常混乱。我将概

要介绍儿种大型结构方法，然后详细讨论其中一种模式一－RESPONSIBILITYLAYER （职责层），通过

这个示例来探索使用大型结构的含义。我们所讨论的特殊结构只是一些例子，它们并不是大型结

构的全部。当需要的时候，应该创造新的结构，抑或修改这些结构，但均需遵循演化顺序

(EVOLVING ORDER）的过程来进行。一些大型结构能够使设计保持一致性，从而加速开发，并

提高集成度。

这3种原则各有各的用处，但结合起来使用将发挥更大的力量，遵守这些原则就可以创建出

好的设计，即使是对一个非常庞大的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系统也是如此。大型结构能够保持各

个不同部分之间的一致性，从而有助于这些部分的集成。结构和精炼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各个部分

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保持整体视图的清晰。 BOUNDED CONTEXT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部分中进行

工作，而不会破坏模型或是无意间导致模型的分裂。把这些概念加进团队的UBIQUITOUS

~ LANGUAGE中，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找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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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曾经参加过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几个团队同时开发一个重要的新系统。有一天，
－..~ 当负责“客户发票”模块的团队正准备实现一个他们称之为Charge （收费）的对象时，

他们发现另一个团队已经构建了这个对象，于是决定重复使用这个现有对象。他们发现它没有
expense code （费用代码）属性，因此添加了一个。对象中有一个posted amount （过账金额）属
性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本来计划把这个属性叫做amount due （到期金额），但名称不同有什么
关系呢？于是他们把名称改成了“posted amount”。又添加了几个方棒和关联后，他们得到了所
需的对象，而且没有扰乱任何事情。虽然他们必须忽略掉一些不需要的关联，但他们的模块运行
很正常。

几天之后，“账单支付”模块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问题（Charge对象最初就是为这个模块编写
的）。系统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的Charge，没有人记得曾经输入过它们，而且它们也没有任何意义。
当使用某些函数时，特别是使用当月月初至今（month-to-date）的税务报表时，程序就会崩溃。
调查发现， 当用于计算所有当月付款的可扣除总额的函数被调用时，程序就会崩惯。那些来历不
明的记录在percent deductible （可扣除百分比）字段中没有值，尽管数据录入应用程序的验证需
要这个值，甚至为它设置了一个默认值。

问题在于这两个团队使用了不同的模型，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用于检测这一
问题的过程。每个团队都对Charge对象的特性做了一些假设，使之能够在自己的上下文中使用（－ [ill] 
个是向客户收费，另一个是向供应商付款）。当他们的代码被组合到一起而没有消除这些矛盾时，
结果就产生了不可靠的软件。

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决定如何来解决它。他们可以共同开发出一个公共
的模型，然后编写自动测试套件来防止以后出现意外。也可以双方商定开发各自的模型，而互
相不干扰对方的代码。无论采用哪种方毡，首先都要明确边界，各模型只在各自的边界内使用。
他们在知道了问题所在之后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他们创建了两个不同的类： Customer Charge 

（客户收费）类和Supplier Charge （供应商收费）类。井根据各自的需求定义了每个类。解决了
眼前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又按以前的方式开始工作了。

模型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应该保持内部一致，术语总具有相同的意义，并且不包含互相矛盾的
规则：虽然我们很少明确地考虑这些要求。模型的内部一致性又叫做统一（unification），这种情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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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每个术语都不会有模棱两可的意义，也不会有规则冲突。除非模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否

则它就没有意义。在理想世界中，我们可以得到涵盖整个企业领域的单一模型。这个模型将是统

一的，没有任何相互矛盾或相互重叠的术语定义。每个有关领域的逻辑声明都是一致的。

但大型系统开发并非如此理想。在整个企业系统中保持这种水平的统一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情。在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中开发多个模型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慎重地选择系统的哪些部

分可以分开，以及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需要用一些方怯来保持模型关键部分的高度统一。

所有这些都不会自行发生，而且光有良好的意愿也是没用的。它只有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诀策和建

[ill] 立特定过程才能实现。 大型系统领域模型的完全统一即不可行， 也不划算。

有时人们会反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多个模型的代价：它们限制了集成，井且使沟通

变得很麻烦。更重要的是，多个模型看上去似乎不够雅致。有时，对多个模型的抵触会导致“极

富雄心”的尝试一一将一个大型项目中的所有软件统一到单一模型中。我自己就很后悔曾经这么

做过了头。但请一定要考虑下面的风险。

(1）一次尝试对遗留系统做过多的替换。

(2）大项目可能会陷入困境，因为协调的开销太大，超出了这些项目的能力范围。

(3）具有特殊需求的应用程序可能不得不使用无告充分满足需求的模型，而只能将这些无怯

满足的行为放到其他地方。

(4）另一方面，试图用一个模型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可能会导致模型中包含过于复杂的选择，

因而很难使用。

此外，除了技术上的因素以外，权力上的划分和管理级别的不同也可能要求把模型分开。而

且不同模型的出现也可能是团队组织和开发过程导致的结果。因此，即使完全的集成没有来自技

术方面的阻力，项目也可能会面临多个模型。

既然无陆维护一个涵盖整个企业的统一模型，那就不要再受到这种思路的限制。通过预先决

定什么应该统一，并实际认识到什么不能统一，我们就能够创建一个清晰的、 共同的视图。确定

了这些之后，就可以着手开始工作，以保证那些需要统一的部分保持一致，不需要统一的部分不

会引起棍乱或破坏模型。

我们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标记出不同模型之间的边界和关系。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一种策

略，井一致地遵守它。

本章将介绍一些用于识别、沟通和选择模型边界及关系的技术。讨论首先从描绘项目当前的

[ill] 范围开始。 BoUNDED CONTEXT （限界上下文）定义了每个模型的应用范围，而CONTEXTMAP （上

下文图）则给出了项目上下文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总体视图。这些降低模糊性的技术能够使项目

更好地进行，但仅仅有它们还是不够的。 一旦确立了CONTEXT的边界之后，仍需要持续集成这种

过程，它能够使模型保持统一。

其后，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施那些在界定和关联CONTEXT方面更有

效的策略了一一从通过共享内核（ SHARED 阳时也L ）来紧密关联上下文，到那些各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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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RATE WAYS）地进行松散辑合的模型。

_l @$ 

14.1 模式： BOUNDED CONTEXT 

细胞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细胞膜限定了什么在细胞内，什么在细胞外，

并且确定了什么物质可以通过细胞膜

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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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上会有多个模型共存，在很多情况下这没什么问题。不同的模型应用于不同的上下

文中。例如，你可能必须将你的新软件与一个外部系统集成，而你的团队对这个外部系统没有控

制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明白这个外部系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上下文，不适用他们正在开

发的模型，但还有很多情况是比较含糊和海乱的。在本章开篇所讲的那个故事中，两个团队为同

一个新系统开发不同的功能。那么他们使用的是同一个模型吗？他们的意图是至少共享其所做的

一部分工作，但却没有界限告诉他们共享了什么、没有共享什么。而且他们也没有一个过程来维

持共享模型，或快速检测模型是否有分歧。他们只是在系统行为突然变得不可预测时才意识到他

们之间产生了分歧。

即使在同一个团队中，也可能会出现多个模型。团队的沟通可能会不畅，导致对模型的理解

产生难以捉摸的冲突。原先的代码往往反映的是早先的模型概念，而这些概念与当前模型有着微

妙的差别。

每个人都知道两个系统的数据格式是不同的，因此需要进行数据转换，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

[ill] 问题的根本在于两个系统所使用的模型不同。当这种差异不是来自外部系统，而是发生在同一个
系统中肘，它将更难发现。然而，所有大型团队项目都会发生这种情况。

任何大型项目都会存在多个模型。而当基于不同模型的代码被组合到一起后， 软件就会出现

bug、变得不可靠和难以理解。 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变得混乱。 人们往往弄不清楚一个模型不应

该在哪个上下文中使用 。

模型混乱的问题最终会在代码不能正常运行时暴露出来，但问题的根源却在于团队的组织方

式和成员的交流方站。因此，为了澄清模型的上下文，我们既要注意项目，也要注意它的最终产

品（代码、数据库模式等）。

一个模型只在一个上下文中使用。这个上下文可以是代码的一个特定部分，也可以是某个

特定团队的工作。如果模型是在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中得到的，那么这个模型的上下文可能仅限

于那次讨论。就拿本书中的例子来说，示例中所使用的模型的上下文就是那个示例所在的小节

以及任何相关的后续讨论。模型上下文是为了保证该模型中的术语具有特定意义而必须要应用

的一组条件。

为了解决多个模型的问题，我们需要明确地定义模型的范围一一模型的范围是软件系统中一

个有界的部分，这部分只应用一个模型，并尽可能使其保持统一。团队组织中必须一致遵守这个

定义。

因此 ：

明确地定义模型所应用的上下文。 根据团队的组织、 软件系统的各个部分的用法以及物理表

现（代码和数据库模式等）来设置模型的边界。 在这些边界中严格保持模型的一致性， 而不要受

到边界之外问题的干扰和混淆。

BOUNDED CON四XT明确地限定了模型的应用范围，以便让团队成员对什么应该保持一致以及

医丑 上下文之间如何关联有一个明确和共同的理解。在CONTEXT中，要保证模型在逻辑上统一，而不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 第 14章保持模型的完整性 237 

用考虑它是不是适用于边界之外的情况。在其他CONTEXT中，会使用其他模型，这些模型具有不

同的术语、概念、规则和UBIQUITOUS LANGUAGE的技术行话。通过划定明确的边界，可以使模型

保持纯粹，因而在它所适用的CONTEXT中更有效。同时，也避免了将注意力切换到其他CONTEXT

时引起的混淆。跨边界的集成必然需要进行一些转换，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分析这些转换。

有时这两个概念易引起混淆，但它们是具有不同动机的不同模式．确实，当两组对象组
成两个不同模型时，人们几乎总是把它们放在不同的MODULE中．这样做的确提供了不同的命
名空间（对不同的CONTEXT很重要）和一些划分方法．

但人们也会在一个模型中用MODULE来组织元素，它们不一定要表达划分CONTEXT的意图．
MODULE在BOUNDED CONTEXT内部创建的独立命名空间实际上使人们很难发现意外产生的模
型分裂．

E盟，预订系统的上下文
一家运输公司的内部项目一一为货物预订开发一个新的应用程序。这个应用由一个对象模型

驱动。那么这个模型所应用的BOUNDED CONTEXT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一下

项目正在发生的事情。 记住，这里是观察项目的现状，而不是它的理想状态。

预订应用程序的开发工作由一个项目团队负责。他们不能修改模型对象，但他们所构建的应

用程序还必须要显示和操作这些对象。这个团队是模型的使用者。模型在应用程序（模型的主要
使用者）中是有效的，因此预订应用程序在Bo山IDED CONTEXT的边界之内。

已完成的预订必须传递给用于货物跟踪的遗留系统来处理。项目一开始就已决定新模型将与

原有系统的模型不同，因此原来的货物跟踪系统位于BOUNDED CONTEXT的边界之外。新旧模型之

间的必要转换由原有系统的维护团队来负责处理。转换机制不是由新模型驱动的。因此它不在
BOUNDED CONTEXT中（转换其实是边界本身的一部分，这一点将在CONTEXT MAP中讨论）。将转

换机制置于CONTEXT之外（不基于模型），这一点很好。要求遗留系统的团队使用这个模型是不

切实际的，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发生在CONTEXT之外。 nll 
每个对象的整个生命周期都由负责模型的团队来处理，包括对象的持久化。由于这个团队也 … 

控制着数据库模式，因此他们特意把对象一关系映射设计得简单直接。换言之，数据库模式是由
新模型驱动的，因此在BOUNDED CONTEXT的边界之内。 [ill] 

另有一个团队正在开发安排货轮航次的模型和应用。从项目一开始，这个团队与负责货物预

订的团队就在一起工作，他们都打算开发一个单独的、统一的系统。这两支团队偶尔互相协调，

也偶尔共享对象，但没有系统性地去做。他们不在同一个BOUNDED CONTEXT中工作。这会带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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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各自正在使用不同的模型。到了集成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除非他

们采取特定的过程来管理这种情况（共享内核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本章后面会介绍）。但

是，第一步是认清现状。他们不在同一个CONTEXT中，因此应该停止共享代码，直到做出一些改

变之后再去共享。

在这个系统中，由该具体模型驱动的所有方方面面构成了其对应的BOUNDED CONTEXT，这

包括模型对象、用于模型对象持久化的数据库模式以及预订应用程序。在这个CONTEXT中主要有

两支团队在工作，一个是建模团队，另一个是应用程序团队。这个系统需要与遗留的货物跟踪系

统交换信息，遗留系统的维护团队主要负责在这个边界上的转换，井且与建模团队进行合作。预

订模型和航次安排模型之间没有明确定义的关系，定义这种关系应该是这两个团队的首要任务之

一。同时，他们应该在共享代码或数据方面格外谨慎。

因此，通过定义这个BOUNDED CONTEXT，最终得到了什么？对CONTEXT内的团队而言： 清晰！。

这两支团队知道他们必须与这个模型保持一致。他们根据这一点制定设计决策，并注意防范出现

不一致的情况。而CONTEXT之外的团队获得了 ： 自由。他们不必行走在灰色地带，不必使用同一

个模型，虽然他们还是总觉得应该使用同一个模型。但在这个具体例子中，最实际的收获是认识

到了在预订模型团队和航次安排团队之间进行信息共享存在着风险。为了避免问题产生，他们实

际上需要在共享的代价和收益之间作出权衡，并制定流程来确保其发挥作用。只有每个人都理解

模型上下文的边界在哪里，这一切才会发生。

，，，巾巾
，．．．』．，．．

’1、 ，．户’E、

当然，边界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位置。各个BOUNDED CONTEXT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仔细地处

理。 CONTEXTMAP画出了上下文的范围，井给出了CONTEXT以及它们之间联系的总体视图，而几

种模式定义了CONTEXT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性质。 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过程可以使模型在

Bo山旧ED CONTEXT中保持统一。

但在讨论所有这些模式之前，想一想当模型的统一性被破坏时，模型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

又该如何识别概念上的不一致呢？

识到ljBOUNDED CONTEXT中的不一致

很多征兆都可能表明模型中出现了差异。最明显的是已编码的接口不匹配。对于更微妙的情

况， 一些意外行为也可能是一种信号。采用了自动测试的CONTINUOUS INTEGRATION可以帮助捕捉

到这类问题。但语言上的混乱往往是一种早期的警告信号。

将不同模型的元素组合到一起可能会引发两类问题：重复的概念和低同源。重复的概念是指

两个模型元素（以及伴随的实现）实际上表示同一个概念。每当这个概念的信息发生变化时，都

必须更新两个地方。每次由于新知识导致一个对象被修改时，必须重新分析和修改另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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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进行实际的重新分析，结果就会出现同一概念的两个版本，它们遵守不同的规则，甚至有

不同的数据。更严重的是，团队成员必须学习做同一件事情的两种方怯，以及保持这两种方陆同

步的各种方式。

假同源可能稍微少见一点，但它潜在的危害更大。它是指使用相同术语（或已实现的对象）

的两个人认为他们是在谈论同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本章开头的示例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两个不同的业务活动都叫做Charge）。但是，当两个定义都与同一个领域方面相关，而只

是在概念上稍有区别时，这种冲突更难以发现。假同源会导致开发团队互相干扰对方的代码，也 [TI2J 
可能导致数据库中含有奇怪的矛盾，还会引起团队沟通的混淆。假同源这个才是语在自然语言中也

经常使用。例如，说英语的人在学习西班牙语时常常会误用embarazada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并

不是embarrassed （难堪的），而是pregnant （怀孕的）。很惊讶吧！

当发现这些问题时，团队必须要做出相应的决定。可能需要将模型重新整合为一体，井加强

用来预防模型分裂的过程。分裂也有可能是由分组造成的， 一些小组出于合理的原因，需要以一

些不同的方式来开发模型，而且你可能也决定让他们独立开发。本章接下来要讨论的模式的主题一一

就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14.2 模式 ：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定义完一个BOUNDED CONTEXT后，必须让它保持合理。

当很多人在同一个BOUNDED CONTEXT中工作时 ， 模型很容易发生分裂。 团队越大 ． 问题就

越大 ， 但即使是3 、 4个人的团队也有可能会遇到严重的问题。然而 ， 如果将系统分解为更小的

CONTEXT，最终又难以保持集成度和一致性。

有时开发人员没有完全理解其他人所创建的对象或交互的意图，就对它进行了修改，使其失

去了原来的作用。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发的概念已经在模型的另一个部分中实现了，

13401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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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了这些概念和行为（不正确的）重复。有时他们意识到了这些概念有其他的表示，但却

因为担心破坏现有功能而不敢去改动它们，于是他们继续重复开发这些概念和功能。

开发统一的系统（无论规模大小）需要维持很高的沟通水平，而这一点常常很难做到。我们

需要运用各种方法来增进沟通并减小复杂’性。还需要一些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过于谨慎的行为

[EI] （例如，开发人员由于担心破坏现有代码而重复开发一些功能）。
极限编程（XP）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显示出自己的强大戚力。很多XP实践都是针对在很多

人频繁更改设计的情况下如何维护设计的一致性这个特定问题而出现的。最纯粹的XP非常适合

维护单－ BOUNDED CONTEXT中的模型完整性。但是，无论是否使用涩，都很有必要采取

CONTINUOUS INTEGRATION过程。

CONTINUOUS INTEGRATION是指把一个上下文中的所有工作足够频繁地合井到一起，并使它们

保持一致，以便当模型发生分裂时，可以迅速发现井纠正问题。像领域驱动设计中的其他方法一

样， CONTINUOUS INTEGRATION也有两个级别的操作： (1）模型概念的集成；（2） 实现的集成。

团队成员之间通过经常沟通来保证概念的集成。团队必须对不断变化的模型形成一个共同的

理解。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但最基本的方怯是对UBIQUITOUS LANGUAGE多加锤炼。

同时，实际工件通过系统性的合井／构建／测试过程来集成，这样能够尽早暴露出模型的分裂问题。

用来集成的过程有很多，大部分有效的过程都具备以下这些特征：

口分步集成，采用可重现的合井／构建技术；

口自动测试套件；

口有一些规则，用来为那些尚未集成的改动设置一个相当小的生命期上限。

有效过程的另一面是概念集成，虽然它很少被正式地纳入进来。

口在讨论模型和应用程序时要坚持使用UBIQUITOUS LANGUAGE。

大多数敏捷项目至少每天会把每位开发人员所做的修改合并进来。这个频率可以根据更改的

医2 步伐来调整，只要确保该间隔不会导致大量不兼容的工作产生即可。

在MODEL-DRIVEN DESIGN中，概念集成为实现集成铺平了道路，而实现集成验证了模型的有

效性和一致性，井暴露出模型的分裂问题。

因此：

建立一个把所有代码和其他实现工件频繁地合并到一起的过程，并通过自动化测试来快速查

明模型的分裂问题。严格坚持使用UBIQUITOUS LANGUAGE，以便在不同人的头脑中演变出不同的

概念时 ， 使所有人对模型都能达成一个共识。

最后，不要在持续集成中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 CONTINUOUS INTEGRATION只有在BOUNDED

CONTEXT中才是重要的。相邻CONTEXT中的设计问题（包括转换）不必以同一个步调来处理。

、”、’，、，，.... - -- -，，、，‘、，6、

CONTINUOUS INTEGRATION可以在任何单独的BOUNDED CONTEXT中使用，只要它的工作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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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需要两个以上的人去完成就可以。它可以维护单一模型的完整性。当多个BOUNDED CONTEXT 

共存时，我们必须要确定它们的关系，井设计任何必需的接口。 医3

14.3 模式： CONTEXT MAP 

，－－－－ 二一 ’，一一－ －

, ,, 

, , , , 

只有一个BOUNDED CONTEXT井不能提供全局视图。其他模型的上下文可能仍不清楚而且还

在不断变化。

节节 术 术

其他团队中的人员并不是十分清楚CONTEXT的边界 ， 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做出一些更改， 从而

使边界变得模糊或者使互连变得复杂。 当不同的上下文必须互相连接时 ， 它们可能会互相重叠。
BOUNDED CON四XT之间的代码重用是很危险的，应该避免。功能和数据的集成必须要通过

转换去实现。通过定义不同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井在项目中创建一个所有模型上下文的全局视图，

可以减少混乱。

CONTEXT MAP位于项目管理和软件设计的重叠部分。按照常规，人们往往按团队组织的轮

廓来划定边界。紧密协作的人会很自然地共享一个模型上下文。不同团队的人员（或者在同一个

团队中但从不交流的人）将使用不同的上下文。办公室的物理位置也有影响，例如，分别位于大

楼两端的团队成员（更不用说在不同城市工作的人了）如果没有为整合做额外的工作，很有可能

会使用不同的上下文。大多数项目经理会本能地意识到这些因素，并围绕子系统大致把各个团队 ... 
组织起来。但团队组织与软件模型及设计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不够明显。对于软件模型与设计的 凰品E

持续概念细分，项目经理和团队成员需要一个清晰的视图。 [fill 
因此 ：

识别在项目中起作用的每个模型， 并定义其BOUNDED CONTEXT 。 这包括非面向对象子系统

的隐含模型。 为每个BOUNDED CONTEXT命名 ， 并把名称添加到UBIQUITOUS LANGUAGE中 。

描述模型之间的联系点 ， 明确所有通信需要的转换， 并突出任何共享的内容。

先将当前的情况描绘出来。 以后再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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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BOUNDED CONTEXT中，都将有一种一致的UBIQUITOUS LANGUAGE的“方言”。我们需

要把BOUNDED CON四XT的名称添加到该方言中，这样只要通过明确CONTEXT就可以清楚地讨论任

意设计部分的模型。

CONTEXT MAP无需拘泥于任何特定的文档格式。我发现类似本章的简图在可视化和沟通上下

文图方面很有帮助。有些人可能喜欢使用较多的文本描述或别的图形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团队

成员之间的讨论就足够了。需求不同，细节层次也不同。不管CONTEXTMAP采用什么形式，它必

须在所有项目人员之间共享，并被他们理解。它必须为每个BOUNDED CONTEXT提供一个明确的名

称，而且必须阐明联系点和它们的本质。

4卡 升辛 辛任

根据设计问题和项目组织问题的不同， Bom币ED CON四XT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形式。本章

稍后将介绍CONTEXT之间的各种关系模式，这些模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井且提供了一些术

语，这些术语可以用来描述你在自己的上下文图中发现的关系。记住， CONTEXTMAP始终表示它

当前所处的情况，你所发现的关系一开始可能并不适合这些模式。如果它们与某种模式非常接近，

你可能想用这个模式名来描述它们，但不要生搬硬套。只需描述你所发现的关系即可。过后，你

[ill] 可以向更加标准化的关系过渡。
那么，如果你发现模型产生了分裂一一模型完全混乱且包含不一致时，你该怎么办呢？这时

一定要十分注意，先把描述工作停下来。然后，从精确的全局角度来解决这些混乱点。小的分裂

可以修复，并且可以通过实施一些过程来为修复提供支持。如果关系很模糊，可以选择一种最接

近的模式，然后向此模式靠拢。最重要的任务是画出一个清晰的CONTEXTMAP，而这可能意味着

修复实际发现的问题。但不要因为修复必要的问题而重组整个结构。我们只需修改那些明显的矛

盾即可，直到得出一个明确的CONTEXTMAP，在这个图中，你的所有工作都被放到某个BOUNDED

CONTEXT中，而且所有互连的模型都有明确的关系。

一且获得了一致的CONTEXTMAP，就会看到需要修改的那些地方。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你可

以调整团队的组织或设计。记住，在更改实际上完成以前，不要先修改CONTEXTMAP。

我们再次回到运输系统。应用程序的主要特性之一是在客户预订的时候自动为货物安排路

~ 线。模型类似于图 14-2 。
Rou由ig Service是一个SERVICE，它把服务的机制封装在一个INTENTION-REVEALING INTERFACE后

面，这个接口是由一些SIDE-EFFECT-FREE FuNCTION构成的。这些函数的结果是用ASSERTION刻画的。

(1）接口声明了当传人一个Route Specification时，将返回一个Itinerary 。

(2) ASSERTION规定返回的Itiner町将满足所传入的Route Specific创ion。

从上面这些并不能看出这项困难任务是如何执行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幕后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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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Route Specification 

on gin 
desti nation 
customs clearance (opt) 

{ Itinerary必须满足Specification}

Itinerary 

{ordered} 

上三
Leg 

vessel Voyage lD 
load date 
load location 
unload date 
unload location 

图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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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g Service 

Specification的Itinerary

最初在这个示例所在的项目中，我在Routing Service的内部机制上太过教条了。我希望把领域

模型扩展一下，以便把实际的路线安排操作包括进来，由模型来表示航名航次，井直接把这些航名

航次与Itinerary中的Leg （航段）关联起来。但负责处理路线问题的团队指出，为了更好地执行路线

安排，井充分利用那些成熟的算峙，应该把这个解决方案实现为一个优化网络，井把航次的每个航

段表示为矩阵中的一个元素。他们坚持要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运输作业模型来实现此目的。

就当时的设计而言，他们在路线安排过程的计算要求上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我也没有更好的

思路，因此我只好同意了。实际上，我们创建了两个独立的BOUNDED CONTEXT，每个上下文都有

各自运输作业的概念组织（参见图 14-3 ）。

我们需要接受一个Routing Service 请求，井将它转换为Network Traversal Service可以理解的

术语，然后获取结果，并将其转换为Routing Service所期望得到的格式。

这意味着并不需要映射这两个模型中的所有事物，而只要能够进行这两个特定的转换即可：

Route Specification→地点代码的列表

Node标识的列表→Itinerary

为了进行这两个转换，我们必须研究元素在一个模型中的含义，井弄清楚如何在另一个模型

中把它表示出来。

我们从第一个转换开始（Route Specification－＋地点代码的列表），我们必须考虑列表中的地

点序列的含义。列表中的第一项是路线的开始，然后必须依次通过每个地点，直到到达列表中的

最后一个地点。因此，起点和目的地分别是列表中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中间（如果有的话）则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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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清关地点（参见图4-14 ）。

Route Specification 

。rig in 
destination 
customs clearance 
(opt) 

{Itinerary must satis印 specification}

Itinerary 

Routing Service 

{ordered} 

route(RouteSpeci ti cation 
Leg I I spec) : Itinerary 

vessel Voyage ID 
load date 
load location 
unload date 
unload location 

预订CONTEXT

去J装了一个复杂的算术机制。

Node的输出列表是一条运输
网络的路线， 这条路线必须
姿经过输入的地点列表。

Arc 

Network Traversal 1 1 length 

Service 

｜ 凸量find Path( List 
locationCodes) : List 

ID 
locationCode 

from 
运输网络CONTEXT

图 14-3 同时使用两个BOUNDED CONTEXT，这样就可以应用有效的路线安排算法

List 

aRouteSpec.ongin 

aRouteSpec.customsClearance 

aRouteSpec.destination 

图 14-4 对Network Traversal Service的一次查询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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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两个团队使用相同的地点代码，因此我们不必处理地点代码之间的转换。）

注意，反向转换是不明确的，因为网络遍历的输入允许任意数目的中闹点，而不是只有特别

指定的情关点。幸运的是，由于我们井不需要反向转换，因此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但由此我们也

了解到为什么有些转换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开始对结果进行转换（Node标识的列表→Itinerary）。假设我们可以根据所得到的

Node ID来使用Repository查询Node和Shipping Operation对象。那么，这些Node是如何映射到Leg

上的呢？根据operationType-Code ，我们可以把Node列表分解为 “出发／到达”对。每一对

组成一个L吨。

List Itinerary 

o~ > I O> I 
Node 出发

Leg 
Node 。 到达

〉十 ｜Node 出发；
Leg 

Node 。 剑这

>Node 出发；
Leg 

Node 。 到达

图 14-5 对Network Traversal Service所发现的一个路线进行转换

每个Node对的属’性按下面这样进行映射：

departureN。de . shippingOperation.vesselVoyage工d • 
leg.vesselVoyage工d

departureNode . shippingOper a t ion . date • leg.loadDate 

departureNode.locationCode • leg . loadLocationCode 

arrivalNode.shippingOperation.date • leg . unl oadDate 

arrivalNode . locationCode • leg.unloadLocationCode 

这是两个模型之间的概念转换映射。现在，我们必须通过某种方法来实现这些转换。在像这

样的问子中我叫除个阳换a9X>j-~ r&m?.Jt到或阳一悦来机统的圆
其余部分提供服务。

Booking-Transport Network Translator 

convertSpec(RouteSpecification spec) : List 
conve11Path(List nodePath) : ltinerary ～～l 地点的山列表 飞

图 14-6 双向转换器

这是两个团队必须一起维护的对象。设计应该使其易于单元测试，因此最好让两个团队协作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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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一个测试套件。除此之外，他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各自开发。

J巴协调这些BOUNDED
CONTEXT之间的交互的职责
交给Routing Service来完成。

σ
 

Booking-Transport 
Network Translator 

Routing Service Network 
Traversal 
Service 

rn-r丁CONTEXT
运输网络COf\TEXT

图 14-7

Routing Service的实现现在变成了把任务委托给Translator军日Network Traversal Service。其唯

一的操作可能如下面代码所示：

public Itinerary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spec) { 

Booking_TransportNetwork_Translator translator = 

new Booking_TransportNetwork_Translator(); 

List constraintLocat 工ons = 

translator.convertConstraints(spec) ; 

II Get access to the NetworkTraversalService 

List pathNodes = 

traversalService . findPath(constraintLocations); 

It工nerary result= translator . convert(pathNodes); 

retur且 result;

这种处理方能还不错。 BOUNDED CONTEXT使每个模型都保持相对整沽，使团队很大程度上彼

此独立工作，而且，如果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它们可能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本章后面还会回头

~ 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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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上下文之间的接口非常小。 Routing Service的接口把预订上下文中的其余部分与路线查
找事件隔离开。这个接口完全由SIDE-EFFECT-F阻E FUNCηON构成，因此很容易测试。与其他
CONTEXT和谐共存的一个秘诀是拥有有效的接口测试集。正如里根总统在裁减核武器谈判时所说
的名言 “信任，但要确认” 曲。

我们很容易设计一组自动ilj!~试集来把Route Specification输入到！Routing Service中井检查返回
的Itinerary 。

模型上下文总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它们可能会发生重叠和变化。通过明确地
定义BOUNDED CONTEXT和CONTEXTMAP，团队就可以掌控模型的统一过程，井把不同的模型连接
起来。

14.3.1 测试CONTEXT的边界

对各个BOUNDED CONTEXT的联系点的测试特别重要。这些测试有助于解决转换时所存在的
一些细微问题以及弥补边界沟通上存在的不足。测试充当了有用的早期报警系统，特别是在我们
必须信赖那些模型细节却又无怯控制它们时，它能让我们感到放心。

14.3.2 CONTEXT MAP的组织和文档化

这里只有以下两个重点。

(1) BOUNDED CONπXT应该有名称，以便可以讨论它们。这些名称应该被添加到团队的
UBIQUITOUS LANGUAGE中。

(2）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边界在哪里，而且应该能够分辨出任何代码段的CONTEXT，或任何情
况的CONTEXT。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满足第二项需求，这取决于团队的文化。一旦定义了BOUNDED CONTEXT, 

那么把不同上下文的代码隔离到不同的Moo叽E中就再自然不过了，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
一如何跟踪哪个MODULE属于哪个CONTEXT。我们可以用命名规范来表明这一点，或者使用其他
简单且不会产生棍淆的机制。

同样重要的是以一种适当的形式来传达概念边界，以使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以相同的方式来
理解它们。就沟通而言，我喜欢用非正式的图，就像示例中所显示的那些图一样。也可以使用更
严格的图或文本列表来显示每个CONTEXT中的所有包，同时显示出联系点以及负责连接和转换的
机制。有些团队更愿意使用这种方法，而另一些团队通过口头协定和大量的讨论也能很好地实现
这一目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将CONTEXT MAP融入到讨论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是CONTEXT的名称要

①里根把一个俄罗斯谚语翻译成这句名言，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双边事务的核心一一这是连接上下文的又一个隐喻．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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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UBIQUITOUS LANGUAGE中。不要说“George团队的内容改变了，因此我们也需要改变那些

与其进行交互的内容” ， 而应该说 ： “Transport Network模型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也需要修改

Booking上丁文的转换嚣。”

248 

BOUNDED CONTEXT之间的关系

下面介绍的这些模式涵盖了将两个模型关联起来的众多策略。把模型连接到一起之后，就能

够把整个企业笼括在内。这些模式有着双重目的， 一是为成功地组织开发工作设定目标， 二是为

描述现有组织提供术语。

现有关系可能与这些模式中的某一种很接近一一这可能是由于巧合，也可能是有意设计的一一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模式的术语来描述关系，但差异之处应该引起重视。然后，随着每次

小的设计修改，关系会与所选定的模式越来越接近。

另一方面，你可能会发现现有关系很棍乱或过于复杂。要想得到一个明确的CONTEXTMAP, 

需要重新组织一些关系。在这种情况或任何需要考虑重组的情况下，这些模式提供了应对各种不

同情况的选择。这些模式的主要区别包括你对另一个模型的控制程度、两个团队之间合作水平和

合作类型，以及特性和数据的集成程度。

下面这些模式涵盖了一些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情况，它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思路，沿着这些思

路，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处理其他情况。开发一个紧密集成产品的优秀团队可以部署一个大的、

统一的模型。如果团队需要为不同的用户群提供服务，或者团队的协调能力有限，可能就需要采

用S队RED KE卧IBL （共享内核）或CUSTO阻R/SUPPLIER （客户／供应商）关系。有时仔细研究需求

之后可能发现集成并不重要，而系统最好采用SEP.成ATEWAY （各行其道）模式。 当然，大多数项

目都需要与遗留系统或外部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集成，这就需要使用OPEN HOST SERVICE （开放

主机服务）或ANTICORRUPTION LAYER （防护层）。

14.4 

回

SHARED KERNEL 模式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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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功能集成受到局限， CONTINUOUS INTEGRA fION的开销可能会变得非常高。尤其是当团队的

技能水平或行政组织不能保持持续集成，或者只有一个庞大的、笨拙的团队时，更容易发生这种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定义单独的BOUNDED CONTEXT，并组织多个团队。

升；. ->I< ＿，，卡

当不同团队开发一些紧密相关的应用程序时，如果团队之间不进行协调，即使短时间内能够
取得快速进展， 但他们开发出的产晶可能无法结合到一起。最后可能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在转换
层上．并且频繁地进行改动，不如一开始就使用CONTINUOUS INTEGRATION那么省心省力，同时
这也造成重复工作，并且无法实现公共的UBIQUITOUS LANGUAGE所带来的好处。

在很多项目中，我看到一些基本上独立工作的团队共享基础设施层。领域工作采用类似的方
能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保持整个模型和代码完全同步的开销可能太高了，但从系统中仔细挑
选出一部分并保持同步，就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益。

因此：

从领域模型中选出两个团队都同意共享的一个子集。当然．除了这个模型子集以外，还包括
与该模型部分相关的代码子集 ， 或数据库设计的子集。这部分明确共享的内容具有特殊的地位， [iE] 
一个团队在没与另一个团队商量的情况下不应擅自更改它。

功能系统要经常进行集成，但集成的频率应该比团队中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频率低
一些。在进行这些集成的时候，两个团队都要运行测试。

这是一个仔细的平衡。 S队阻DKE卧ffiL （共享内核）不能像其他设计部分那样自由更改。在
做决定时需要与另一个团队协商。共享内核中必须集成自动测试套件，因为修改共享内核时，必

须要通过两个团队的所有测试。通常，团队先修改各自的共享内核副本，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与另
一个团队的修改进行集成。 例如，在每天（或更短的时间周期）进行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
团队中，可以每周进行一次内核的合井。不管代码集成是怎样安排的，两个团队越早讨论修改，
效果就会越好。

＊呆呆

SHARED KERNEL通常是Co阻DOMAIN ，或是一组GENE阳C SUB DOM皿'1 （通用子领域），也可能

二者兼有（参见第15章），它可以是两个团队都需要的任何一部分模型。使用SH础ED KERNEL的
目的是减少重复（并不是消除重复，因为只有在一个BOUNDED CONTEXT中才能消除重复），并使
两个子系统之间的集成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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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模式： CUSTOMER/SUPPLIER DEVELOPMENT TEAM 

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一个子系统主要服务于另一个子系统：“下游”组件执行分析

或其他功能，这些功能向“上游”组件反馈的信息非常少，所有依赖都是单向的。两个子系统通

常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用户群，其执行的任务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不同的模型会很有帮助。

工具集可能也不相同，因此无法共享程序代码。

朱 来 来

上游和下游子系统很自然地分隔到两个BOUNDED CONTEXT中。如果两个组件需要不同的技

能或者不同的工具集来实现时，更需要把它们隔离到不同的上下文中。转换很容易，因为只需要

进行单向转换。但两个团队的行政组织关系可能会引起问题。

如果下游团队对变更具有否决权，或请求变更的程序太复杂，那么上游团队的开发自由度就

会受到限制。由于担心破坏下游系统，上游团队甚至会受到抑制。同时．由于上游团队掌握优先

权， 下游团队有时也会无能为力。

下游团队依赖于上游团队，但上游团队却不负责下游团队的产品交付。要琢磨拿什么来影响

对方团队，是人性呢，还是时间压力，亦或其他诸如此类的，这需要耗费大量额外的精力。因此，

巨型 正式规定团队之间的关系会使所有人工作起来更容易。这样，就可以对开发过程进行组织，均衡

地处理两个用户群的需求，并根据下游所需的特性来安排工作。

在极限编程项目中，已经有了实现此目的的机制一一迭代计划过程。我们只需根据计划过程

来定义两个团队之间的关系。下游团队的代表类似于用户代表，参加上游团队的计划会议，上游

团队直接与他们的“客户”同仁讨论和权衡其所需的任务。结果是供应商团队得到一个包含下游

团队最需要的任务的迭代计划，或是通过双方商定推迟一些任务，这样下游团队也就知道这些被

推迟的功能不会交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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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的不是XP过程，那么无论使用什么类似的方怯来平衡不同用户的关注点，都可以
对这种方怯加以扩充，使之把下游应用程序的需求包括进来。

因此：

在两个团队之间建立－种明确的客户／供应商关系。 在计划会议中 ， 下游团队相当于上游团
队的客户。 根据下游团队的需求来协商需要执行的任务并为这些任务做预算， 以便每个人都知道
双方的约定和进度。

两个团队共同开发自动化验收测试， 用来验证预期的接口。 把这些测试添加到上游团队的测
试套件中 ， 以便作为其持续集成的一部分来运行。这些测试使上游团队在做出修改时不必担心对
下游团队产生副作用 。

在选代期间，下游团队成员应该像传统的客户一样随时回答上游团队的提问，井帮助解决问题。
自动化验收测试是这种客户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合作得非常好的项目中，虽然客户

很明确他们所依赖的功能井告诉上游团队，而且供应商也能很认真地把所傲的修改传递给下游团
队，但如果没有测试，仍然会发生一些很意外的事情。这些事情将破坏下游团队的工作，井使上
游团队不得不采取计划外的紧急修复措施。因此，客户团队在与供应商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应该 [ill] 
开发自动验收测试来验证所期望的接口。上游团队将把这些测试作为标准测试套件的一部分来运
行。任何一个团队在修改这些测试时都需要与另一个团队沟通，因为修改测试就意味着修改接口。

当某个客户对供应商的业务至关重要时，不同公司的项目之间也会出现客户／供应商关系。
下游团队也能制约上游团队， 一个有影响力的客户所提出的要求对上游项目的成功非常重要，但
这些要求也能破坏上游项目的开发。建立正式的需求晌应过程对双方都有利，因为与内部IT关系
相比，在这种外部关系中更难做出“成本／效益”的权衡。

这种模式有两个关键要素。

(1）关系必须是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其中客户的需求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下游团队并不是
唯一的客户，因此不同客户的要求必须通过协商来平衡，但这些要求都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关系
与那种经常出现的“穷亲威”关系相反，在后者的关系中，下游团队不得不乞求上游团队满足其

需求。

(2）必须有自动测试套件，使上游团队在修改代码时不必担心破坏下游团队的工作，井使下
游团队能够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不用总是密切关注上游团队的行动。

在接力赛中，前面的选手在接棒的时候不能一直回头看，这位选手必须相信队友能够把接力
棒准确地交到他手中，否则整个团队的速度无疑会慢下来。

我们再次回到运输示例中。公司组建了一支专门的团队，负责分析公司收到的所有预订，看
看如何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团队成员可能发现货轮上还有空位置，并建议接受更多超订。他们可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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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 能发现货轮过早地装满了散装货物，从而使公司不得不拒绝利润更大的特殊货物。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建议为这类货物预留空间，或是提高散货的运输价格。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他们使用自己的复杂模型。在实现过程中，他们使用了一个带有构建分

析模型工具的数据仓库。而且他们需要从预订应用程序中获取大量信息。

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显然是两个BOUNDED CONTEXT，因为它们使用不同的实现工具，而且

最重要的是，它们使用不同的领域模型。那么它们之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S队阻DKE卧ffiL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因为收益分析只对预订模型的一个子集

感兴趣，而且它们自己的模型也有一些诸如货物、价格等的重叠概念。但是， 当使用了不同的实现

技术时， S出REDKE卧JEL是很难做到的。此外，收益分析团队需要建立非常专门的模型，他们要不

断修改模型，并且尝试其他的模型。他们最好从预订CONTEXT中找到所需的东西，并把它们转换到

自己的上下文中。（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使用S队阻D KE卧阻，他们的翻译负担将会轻得多。他们

仍然必须重新实现模型，并把数据转换到新的实现中，但如果模型相同的话，转换就简单多了。）

预订应用程序并不依赖收益分析，因为并没有打算做自动调整策略。调整决策将由专家来制

定，并传递给相关的人员和系统。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上游／下游关系。下游的需求如下：

(1 ） 一些数据（任何预订操作都不需要这些数据）；

(2）数据库模式具有一定稳定性（或至少具有可靠的变更通知机制），或者一个用于导出的实

用程序。

幸运的是，预订应用程序开发团队的项目经理非常积极主动地帮助收益分析团队。原本以为

两个团队的合作会是个问题，因为实际负责处理日常预订业务的运营部门和实际执行收益分析的团

~ 队并非向同一个副总裁报告工作。但高管层非常关心收益管理，而且过去曾看到过两个部门之间的

合作问题，因此调整了一下软件开发项目的结构，让两个团队的项目经理向同一个人汇报工作。

这样，应用CUSTOMER/SUPPLIER DEVELOP阻NTTEAM （客户／供应商开发团队）的所有要求都

满足了。

我曾经看到过这种场景出现在很多地方，其中分析软件开发人员和操作软件开发人员具有客

户／供应商关系。当上游团队成员认为他们的角色是服务于客户时， 工作会进展得相当顺利。这

种关系几乎总是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因此工作顺利与否有赖于两个项目经理的私人关系。

在一个XP项目中，我曾经看到过正式的客户／供应商关系，在每次选代中，下游团队的代表

以客户的身份参与到计划过程中，他们与更为传统的（应用程序功能的）客户代表聚到一起，共

同协商哪些任务应该被添加到迭代计划中。这是一家小公司的项目，因此最近一级的共同主管不

会处在关系链的很远位置。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

外；. ~卡 升2

CUSTOMER/SUPPLIER TEAM涉及的团队如果能在同一个部门中工作，最后会形成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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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成功机会将更大一些，如果两个团队分属不同的公司，但实际上也具有这些角色，同样也容 巨到
易成功。但是，当上游团队不愿意为下游团队提供服务时，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14.7 模式： CONFORMIST

当两个具有上脚下游关系的团队不归同一个管理者指挥时， CUSTOMER/SUPPLIER TEAM这样
的合作模式就不会奏效。勉强应用这种模式会给下游团队带来麻烦。大公司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其中两个团队在管理层次中相隔很远，或者两个团队的共同主管不关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当两个
团队属于不同公司时，如果客户的业务对供应商不是非常重要，那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许供
应商有很多小客户，或者供应商正在改变市场方向，而不再重视老客户。也可能是供应商的运营
状况较差，或者已经倒闭。不管是什么原因，现实情况是下游团队只能靠自己了。

当两个开发团队具有上／下游关系时，如果上游团队没有动力来满足下游团队的需求，那么
下游团队将无能为力。出于利他主义的考虑，上游开发人员可能会做出承诺，但他们可能不会履
行承诺。下游团队出于良好的意愿会相信这些承诺，从而根据一些永远不会实现的特性来制定计 [ill] 
＝~~：号：.：：：！白宫队最终学会利用现有条件自力叩止下游团内得到根 团

在这种情况下，有3种可能的解决途径。 一种是完全放弃对上游的使用。做出这种选择时，
应进行切实地评估，绝不要假定上游会满足下游的需求。有时我们会高估这种依赖性的价值，或
是低估它的成本。如果下游团队决定切断这条链，他们将走上SEPARATEWAY （各行其道）的道路
（参见本章后面介绍的模式）。

有时，使用上游软件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因此必须保持这种依赖性（或者是行政决策规定团
队不能改变这种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选择哪一种取决于上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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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和风格。如果上游的设计很难使用（可能是由于缺乏封装、使用了不恰当的抽象或者建模

时使用了下游团队无法使用的范式），那么下游团队仍然需要开发自己的模型。他们将担负起开

发转换层的全部责任，这个层可能会非常复杂（参见本章后面要介绍的ANTICORRUPTION LAYER）。

｜能在！：€：~；；窍。？当／·.~；ir~m旦旦Yf~~］：：J~；η
当使用一个具有很大接口的现成组件时，一般应该遵循（ CONFORM ）该组件中隐含的模

型．组件和你自己的应用程序显然是不同的BOUNDED CONTEXT，因此根据团队组织和控制的

不同，可能需要4史用适配器来进行一点点格式转换，但模型一定要保持相同．否则，就应该质

疑使用该组件的价值．如果它确实能够提供价值，那说明它的设计中已经消化吸收了一些知识．

在该组件的应用范围内，它可能比你的理解要深入．你的模型大概会超出该组件的范困，而且

这些超出部分将演化出你自己的概念．但在两者连接的地方，你的模型将是一个CONFOIU.町，

遵从纽件模型的领导．实际上，你将被带到一个更好的设计中．

当你与纽件的接口很小时，那么共享一个统一模型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转换也是个可

行的选项．但是，当接口很大而且集成更加重要时，~随通常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如果上游设计的质量不是很差，而且风格也能兼容的话，那么最好不要再开发一

个独立的模型。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CONFO即UST （跟随者）模式。

因此：

通过严格遵从上游团队的模型，可以消除在BOUNDED CONTEXT之间进行转换的复杂性。尽

管这会限制下游设计人员的风格，而且可能不会得到理想的应用程序模型，但选择CONFORMITY

模式可以极大地简化集成。此外，这样还可以与供应商团队共享UBIQUITOUS LANGUAGE。供应商

处于统治地位，因此最好使沟通变容易。他们从利他主义的角度出发，会与你分享信息。

这个决策会加深你对上游团队的依赖，同时你的应用也受限于上游模型的功能，充其量也只

能做一些简单的增强而己。人们在主观上不愿意这样做，因此有时本应该这样选择时，却没有这

医丑样选择。
如果这些折中不可接受，而上游的依赖又必不可少，那么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法。通过创建

一个必HICORRUPTIONLAYER来尽可能把自己隔离开，这是一种实现转换映射的积极方怯，后面将

会讨论它。

小张ψ巾巾
υ
r
 

CONFORMIST模式类似于S队RED KE卧IBL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都有一个重叠的区域一－

在这个重叠区域内模型是相同的，此外还有你的模型所扩展的部分，以及另一个模型对你没有

影响的部分。这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在于决策制定和开发过程不同。 SHARED KERNEL是两个高

度协调的团队之间的合作模式，而CONFORMIST模式则是应对与一个对合作不感兴趣的团队进行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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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介绍了在两个BOUNDED CONTEXT之间集成时可以进行的各种合作，从高度合作的
S队阻DKE时也L模式或CUSTOMER/SUPPLIERD EVELOPER TEAM到单方面的CONFORMIST模式。现在，
我们最后来看一种更悲观的关系，假设另一个团队既不合作，而且其设计也无桂使用时，该如何
应对。 医E

14.8 模式： ANTICORRUPTION LAYER 

新系统几乎总是需要与遗留系统或其他系统进行集成， 这些系统具有其自己的模型。当把参
与集成的BOUNDED CON四XT设计完善并且团队相互合作时， 转换层可能很简单，甚至很优雅。但
是，当边界那侧发生渗透肘，转换层就要承担起更多的防护职责。

、，， ψ 巾-··-... ’‘、 ，h ’‘、

当正在构建的新系统与另一个系统的接口很大时，为了克服连接两个模型而带来的困难， 新
模型所表达的意图可能会被完全改变 ， 最终导致它被修改得像是另一个系统的模型了（以一种特
定的风格） 。 遗留系统的模型通常很弱。即使对于那些模型开发得很好的例外情况， 它们可能也
不符合当前项目的需要。 然而 ， 集成遗留系统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 而且有时还是绝对必要的。

正确答案是不要全盘封杀与其他系统的集成。在我经历过的一些项目中，人们非常热衷于替
换所有遗留系统，但由于工作量太大，这不可能立即完成。此外，与现有系统集成是一种有价值
的重用形式。在大型项目中， 一个子系统通常必须与其他独立开发的子系统连接。这些子系统将
从不同角度反映问题领域。当基于不同模型的系统被组合到一起时， 为了使新系统符合另一个系
统的语义，新系统自己的模型可能会被破坏。即使另一个系统被设计得很好，它也不会与客户基
于同一个模型。而且其他系统往往井不是设计得很好。

当通过接口与外部系统连接时，存在很多障碍。例如， 基础设施层必须提供与另一个系统进
行通信的方棒，那个系统可能处于不同的平台上，或是使用了不同的协议。你必须把那个系统的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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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转换为你自己系统的数据类型。但通常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那个系统肯定不会使用相同

的概念领域模型。

如果从一个系统中取出一些数据，然后在另一个系统中错误地解释了它，那么显然会发生错

误，甚至会破坏数据库。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仍然会“偷袭”我们，因为我们

认为在系统之间转移的是原始数据，其含义是明确的，并且认为这些数据在两个系统中的含义肯

定是相同的。这种假设常常是错误的。数据与每个系统的关联方式会使数据的含义出现细微但重

要的差别。而且，即使原始数据元素确实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但在原始数据这样低的层次上进

行接口操作通常是错误的。这样的底层接口使另一个系统的模型丧失了解释数据以及约束其值和

关系的能力，同时使新系统背负了解释原始数据的负担（而且并未使用这些数据自己的模型）。

我们需要在不同模型的关联部分之间建立转换机制，这样模型就不会被未经消化的外来模型

元素所破坏。

因此：

创建一个隔离层，以便根据客户自己的领域模型来为客户提供相关功能。这个层通过另－个

系统现有接口与其进行对话，而只需对那个系统作出很少的修改．甚至无需修改。在内部，这个

层在两个模型之间进行必要的双向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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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连接两个系统的机制可能会使我们想到把数据从一个程序传输到另一个程序，或者从一

个服务器传输到另一个服务器。我们很快就会讨论技术通信机制的使用。但这些细节问题不应与

医E ANTICORRUPTION LAYER混淆，因为ANTICORRUPTION LAYER并不是向另一个系统发送消息的机制。

相反，它是在不同的模型和协议之间转换概念对象和操作的机制。

均lffTCORRUPTION LAYER本身就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软件 。 接下来将概要描述在创建

ANTICORRUPTION LAYER时需要考虑的一些事项。

14.8.1 设计ANTICORRUPTION LAYER的接口

ANTICORRUPTION LAYER的公共接口通常以一组SERVICE的形式出现，但偶尔也会采用ENTITY

的形式。构建一个全新的层来负责两个系统之间的语义转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使我们能

够重新对另一个系统的行为进行抽象，并按照与我们的模型一致的方式把服务和信息提供给我们

的系统。 在我们的模型中，把外部系统表示为一个单独的组件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使用多

个SERVICE （或偶尔使用ENTITY），其中每个SERVICE都使用我们的模型来履行一致的职责。

14.8.2 实现ANTICORRUPTION LAYER 

对ANTICORR四TION LAYER设计进行组织的一种方怯是把它实现为FACADE 、 ADAPTER （这两

种模式来自［Gamma et al. 1995））和转换器的组合，外加两个系统之间进行对话所需的通信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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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机制。

我们常常需要与那些具有大而复杂、 1昆乱的接口的系统进行集成。这不是概念模型差别的问

题（概念模型差别是我们使用ANTICORRUPTION LAYER的动机），而是一个实现问题。当我们尝试

创建ANTICORRUPTION LAYER时，会遇到这个实现问题。当从一个模型转换到另一个模型的时候（特

别是当一个模型很混乱时），如果不能同时处理那些难于沟通的子系统接口，那么将很难完成。
好在FACADE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FACADE是子系统的一个可供替换的接口，它简化了客户访问，并使子系统更易于使用。由

于我们非常清楚要使用另一个系统的哪些功能，因此可以创建FACADE来促进和简化对这些特性

的访问，并把其他特性隐藏起来。 FACADE并不改变底层系统的模型。它应该严格按照另一个系

统的模型来编写。 否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轻则导致转换职责蔓延到多个对象中，井加重FACADE

的负担 E 重则创建出另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既不属于另一个系统，也不属于你自己的BOUNDED

CONTEXT。 FACADE应该属于另一个系统的BOUNDED CONTEXT，它只是为了满足你的专门需要而

呈现出的一个更友好的外观。

ADAPTER是一个包装器，它允许客户使用另外一种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行为实现者不理

解的协议。 当客户向适配器发送一条消息时， ADAPTER把消息转换为一条在语义上等同的消息，

并将其发送给“被适配者”（adaptee）。之后ADAPTER对响应消息进行转换，井将其发回。我在

这里使用适配器（adapter）这个术语略微有点儿不严谨，因为［Gamma et al. 1995］一书中强调的 巨型
是使包装后的对象符合客户所期望的标准接口，而我们选择的是被适配的接口，而且被适配者

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对象。我们强调的是两个模型之间的转换，但我认为这与ADAPTER的意图是

一致的。

我们所定义的每种SERVICE都需要一个支持其接口的ADAPTER，这个适配器还需要知道怎样

才能向其他系统及其FACADE发出相应的请求）。

剩下的要素就是转换器了。 ADAP四R的工作是知道如何生成请求。概念对象或数据的实际转

换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复杂任务，我们可以让一个单独的对象来承担这项任务，这样可以使负责转

换的对象和ADAPTER都更易于理解。转换器可以是一个轻量级的对象，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被实

例化。由于它只属于它所服务的ADAPTER，因此不需要有状态，也不需要是分布式的。

这些都是我用来创建ANTICORRUPTION LAYER的基本元素。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需要考虑的

因素。

口如图 14-8所示， 一般是由正在设计的系统（你的子系统）来发起一个动作。但在有些情况

下，其他子系统可能需要向你的子系统提交某种请求，或是把某个事件通知给你的子系

统。 ANTICORRUPTION LAYER可以是双向的，它可能使用具有对称转换的相同转换器来定

义两个接口上的SERVICE （井使用各自的ADAPTER）。尽管实现灿TICORRUPTION LAYER通常

不需要对另一个子系统做任何修改，但为了使它能够调用ANTICORRUPTION LAYER的

SERVICE，有时还是有必要修改的。

圆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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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ubsystem other suhsvstem 

图 14-8 ANTICORRUPTION LAYER的结构

口我们通常需要一些通信机制来连接两个子系统，而且它们可能位于不同的服务器上。在

这种情况下，必须决定在哪里放置通信链接。如果无怯访问另一个子系统，那么可能必

须在FACADE和另一个子系统之间设置通信链接。但是，如果FACADE可以直接与另一个子

系统集成到一起，那么在适配器和FACADE之间设置通信链接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这

是因为FACADE的协议比它所封装的内容要简单。在有些情况下，整个ANTICORRUPTION 

LAYER可以与另一个子系统放在一起，这时可以在你的系统和构成ANTICORRUPTION LAYER 

接口的SERVlCE之间设置通信链接或分发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实现和

部署决策。它们与ANTICORRUPTION LAYER的概念角色无关。

口如果有权访问另一个子系统，你可能会发现对它进行少许的重构会使你的工作变得更容

易。特别是应该为那些需要使用的功能编写更显式的接口，如果可能的话，首先从编写

自动测试开始。

口当需要进行广泛的集成时，转换的成本会直线上升。这时需要对正在设计的系统的模型

做出一些选择，使之尽量接近外部系统，以便使转换更加容易。做这些工作时要非常小

医E 心，不要破坏模型的完整性。这是只有当转换的难度无能掌控时才选择进行的事情。如

果这种方陆看起来是大部分重要问题的最自然的解决方案，那么可以考虑让你的子系统

采用CONFORMIST模式，从而消除转换。

口如果另一个子系统很简单或有一个很整洁的接口，可能就不需要FACADE了。

口如果一个功能是两个系统的关系所需的，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添加到ANTICORRUPTION 

LAYER中。此外我们还很容易想到两个特性， 一是外部系统使用情况的审计跟踪，二是追

踪逻辑，其用于调试对另一个接口的调用。

记住， ANTICORRUPTION LAYER是连接两个BOUNDED CONTEXT的一种方式。我们常常需要使

用别人创建的系统，然而我们并未完全理解这些系统，并且也无法控制它们。但这并不是我们需

要在两个子系统之间使用防护层的唯一情况。如果你自己开发的两个子系统基于不同的模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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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使用ANTICORRUPTION LAYER把它们连接起来也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可以完全控
制这两个子系统，而且通常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转换层。但是，如果这两个Born而ED CONTEXT 

采用了SEPARATE WAY模式，而仍然需要进行一定的功能集成，那么可以使用ANTICORRUPTION 

LAYER来减少它们之间的矛盾。

为了有一个小的、可以快速开始的最初版本，我们将编写一个最小化的应用程序，它可以建
立一次装运（shipment）井通过一个转换层传递给遗留系统进行预订和支持操作。由于我们是专
门为了保护正在开发的模型不受遗留设计的影响才构建的转换层，因此这个转换就是一个
ANTICORRUPTION LAYER 

最初， ANTICORRUPTION LAYER将接收表示装载的对象，对它们进行转换井传递给遗留系统，

请求一个预订，然后捕获确认消息并将其转换成新设计的确认对象。这种隔离使我们基本上能够 医E
独立于遗留系统来开发新的应用程序，尽管这也必须投入相当多的转换工作。
在后续的每个版本中，根据后面的决策，新系统要么可以接管遗留系统的更多功能，要么

可以在不替换现有功能的情况下增加一些新的功能。这种灵活性，以及能够持续地操作合并的
系统井同时进行新老系统的逐步过渡，会使我们在构建ANTICORRUPTION LAYER上技人的工作变

得有价值。

14.8.3 一个关于防御的故事

为了保护边境不受周边好战的游牧部落的侵犯，古代中国修建了长城。虽然它并不是一
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但它却使得与邻近地区的通商变得规范有序，同时也可以抵御侵略和其
他不良影响。两千多年来，它定义了一个边界，保护中国的农业文明较少受到外界棍乱局面
的干扰。

如果没有长城，中国可能不会形成如此独特的文明，但尽管如此，长城的修建耗资巨大，它
至少使一个朝代“破产”，而且也可能导致了它最终灭亡。隔离策略的益处必须平衡它产生的代
价。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对模型做出适度的修改，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外部模型。
任何集成都是有开销的，无论这种集成是单－BOU1、IDED CONTEXT中的完全CONTINUOUS

INTEGRATION，还是集成度较轻的S队RED KE时也L或CUSTO旧RISUPPLIER D EVELOPER E剧，或是

单方面的CONFORMJST模式和防御型的ANTICORRUPTION LAYER模式。集成可能非常有价值，但它

的代价也总是十分高昂的。我们应该确保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进行集成。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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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模式： SEPA阳JEWAY

我们必须严格划定需求的范围。如果两组功能之间的关系并非必不可少，那么二者完全可以

彼此独立。

恭恭恭

集成总是代价高昂，而有时获益却很小。

除了在团队之间进行协调所需的常见开销以外，集成还迫使我们做出一些折中 。 可以满足某

一特定需求的简单专用模型要为能够处理所有情况的更加抽象的模型让路。或许有些完全不同的

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提供某些特性，但它却难以集成。或许某个团队很难合作，使得其他团队在

尝试与之合作时找不到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很多情况下，集成不会提供明显的收益。如果两个功能部分井不需要互相调用对方的功能，

或者这两个部分所使用的对象并不需要进行交互，或者在它们操作期间不共享数据，那么集成可

能就是没有必要的（尽管可以通过一个转换层进行集成）。仅仅因为特性在用例中相关，并不一

定意味着它们必须集成到一起。

因此 ：

声明一个与其他上下文毫无关联的BOUNDED CONTEXT ， 使开发人员能够在这个小范围内找

[ill] 到简单、 专用的解决方案。

特性仍然可以被组织到中间件或UI层中，但它们将没有共享的逻辑，而且应该把通过转换层

进行的数据传输减至最小，最好是没有数据传输。

E副E 一个保险项目的简化

一个项目团队着手开发一个新的保险理赔软件，他们打算把客户服务代理或理赔人所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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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功能都集成到一个系统中。经过一年的工作后，团队成员陷入僵局。分析瘫痪①再加上巨大的
基础设施前期投资使他们在渐渐失去耐心的管理层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展示的成果。更严重的是，
他们尝试完成的工作规模将他们彻底压垮了。

新任项目经理把所有人员集中到一个房间中，让他们一周内制定一个新的计划。他们首先整
理出需求列表，然后尝试估计它们的难度和重要性。他们坚决地删减掉那些困难并且不重要的需
求。然后，开始为剩下的需求列表排列顺序。这个星期他们在这个房间里制定了很多明智的决策，
但最后只有一个被证明是真正重要的。某个时候他们终于认识到有些特性几乎没有从集成得到任

何好处。例如，理赔人需要访问一些现有数据库，而且他们目前的访问非常不方便。但是，尽管
用户需妥得到这些数据，但软件系统的其他特性却没有一个用到它们。

团队成员提出了各种简单的访问方式。一个提议是，可以把关键报告导出为HTML井放到内
部网（intranet）上。另一个提议是，可以为理赔人提供一种专用查询，这种查询是用一个标准软
件包编写的。通过在内部网的页面上放置链接，或者在用户桌面上放置按钮，就可以把所有这些
功能集成进来。

团队启动了一组小项目，这些项目除了从同一个菜单启动之外，不再尝试任何集成。几个很
有价值的功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卸去了这些过多特性的包袱之后，只剩下了一组精炼的
需求，这使得主应用程序的交付又有了希望。 ~ 

团队本来可以这样进行下去，但遗憾的是，他们又回到了老路，再次陷入困境。最后，只有
那些采用SEP.成ATE WAY模式开发的小应用程序被证明是有用的。

朱来来

采用SEPARATE WAY （各行其道）模式需要预先决定一些选项。尽管持续重构最后可以撤销
任何决策，但完全隔离开发的模型是很难合井的。如果最终仍然需要集成，那么转换层将是必要
的，而且可能很复杂。当然，不管怎样，这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到更为合作的关系上，来看一下几种提高集成度的模式。

14.10 模式： OPEN HOST SERVICE 

回

一时在B……时工作时我们会为…外部胞个需要集成阳定义囚
一个转换层。当集成是一次性的，这种为每个外部系统插入转换层的方怯可以以最小的代价避免破
坏模型。但当子系统要与很多系统集成时，可能就需要更灵活的方怯了。

当一个子系统必须与大量其他系统进行集成时，为每个集成都定制一个转换层可能会减慢团

① 分析瘫痪， analysis paralysis，指一个项目在大量的分析工作面前陷入困境。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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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工作速度。需要维护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而且进行修改的时候担心的事情也会越来越多。

团队可能正在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如果一个子系统有某种内聚性，那么或许可以把它描述

为一组SERVICE，这组SERVICE满足了其他子系统的公共需求。

要想设计出一个足够干净的协议，使之能够被多个团队理解和使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因此只有当子系统的资源可以被描述为一组内聚的SERVICE并且必须进行很多集成的时候，才值

得这样做。在这些情况下，它能够把维护模式和持续开发区别开。

因此：

定义一个协议，把你的子系统作为一组SERVICE供其他系统访问。开放这个协议，以便所有

需要与你的子系统集成的人都可以使用它。当有新的集成需求时，就增强并扩展这个协议，但个

别团队的特殊需求除外。满足这种特殊需求的方法是使用一次性的转换器来扩充协议，以便使共

享协议简单且内聚。

，
．
、

飞4
4

，
．
、

、
，，

，
晴
、

、
酌
，

这种通倍形式暗含一些共享的模型词汇，它们是SERVICE接口的基础。这样，其他子系统就

变成了与OPENHOST （开放主机）的模型相连接，而其他团队则必须学习HOST团队所使用的专用

术语。在一些情况下，使用一个众所周知的PUBLISHED LANGUAGE （公开发布的语言）作为交换

[ill] 模型可以减少藕合并简化理解。

14.11 模式： PUBLISHED LANGUAGE 

两个BOUNDED CONTEXT之间的模型转换需要一种公共的语言。

封；. 7卡升2

当两个领域模型必须共存而且必须交换信息时，转换过程本身就可能很复杂，而且很难文档

化和理解。如果正在构建一个新系统，我们一般会认为新模型是最好的，因此只考虑把其他模型

转换成新模型就可以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是增强一系列旧系统井尝试集成它们。这时要在众多

模型中选择一个比较不烂的模型，也就是说“两害取其轻”。

另一种情况是，当不同业务之间需要互相交换信息时，应该如何做？想让一个业务采用另一

个业务的领域模型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也不符合双方的需要。领域模型是为了解决其用户

的需求而开发的，这样的模型所包含的一些特性可能使得与另一个系统的通信变得复杂，而实际

上没有必要这么复杂。此外，如果把一个应用程序的模型用作通信媒介，那么它可能就无怯为满

足新需求而自由地修改了，它必须非常稳定，以便支持当前的通信职责。

与现有领域模型进行直接的转换可能不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案。这些模型可能过于复杂或设计

得较差。它们可能没有被很好地文档化。如果把其中一个模型作为数据交换语言，它实质上就被
固定住了，而无法满足新的开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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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HOST SERVICE 使用一个标准化的协议来支持多方集成。它使用一个领域模型来在各系
统间进行交换，尽管这些系统的内部可能并不使用该模型。这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一一发布这种
语言，或找到一种已经公开发布的语言。我这里所说的发布仅仅是指该语言已经可以供那些对它
感兴趣的群体使用，而且已经被充分文档化，兼容一些独立的解释。

最近，电子商务界出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新技术： D伍（可扩展标记语言）。这种技术有望
使数据交换变得更加容易。刘伍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性是通过DTD （文档类型定义）或XMLl}TI]
模式来正式定义一个专用的领域语言，从而使得数据可以被转换为这种语言。 一些行业组织已经
成立，准备为各自的行业定义一种标准的DTD，这样，业内多方就可以交换信息了，如交换化学
公式信息或遗传代码信息。实际上这些组织正在以语言定义的形式创建一种共享的领域模型。

因此：

把一个良好文档化的、能够表达出所需领域信息的共享语言作为公共的通信媒介，必要时在
其他信息与该语言之闯进行转换。

这种语言不必从头创建。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受聘于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有一个用Smalltalk
编写的软件产品，它使用DB2存储数据。公司希望灵活地把软件分发给那些没有DB2许可的用户，
于是请我为Btrieve创建一个接口， Btrieve是一个轻量级的数据库引擎，它有一个免费的运行时分
发许可。 Btrieve并不完全是关系型的，但我的客户只用到DB2的很小的一部分功能，而且两个数
据库都能提供这种能力。公司的开发人员已经在DB2之上建立了某种存储对象的抽象，于是我决
定把这些工作作为我的Btrieve组件的接口。

这种方怯确实很有效。软件顺利地与我的客户系统集成到一起。但是，客户设计中缺少有关
持久化对象的抽象的正式规格说明或文档，这意味着我必须做很多工作来确定新组件的需求。此
外，不太可能重用该组件把其他应用程序从DB2迁移到Btrieve。而且新软件稳固了公司的持久化
模型，使得持久化对象模型的重构变得更困难。

更好的方怯可能是标识出公司所使用的那一小部分DB2接口，然后为其提供支持就可以了。
DB2的接口由SQL和大量专有协议构成。尽管接口很复杂，但它已经被严格地规定井充分文档化。
由于公司只使用接口的一个很小的子集，因此复杂性有所降低。如果已开发出一个模拟必要的
DB2接口子集的组件，那么开发人员所需做的文档化工作只是标识出该子集即可。与之集成的应
用程序已经知道如何与DB2对话，因此额外要做的工作很少。将来重新设计持久层的工作仅限于
DB2子集的使用，就像前面做的改进一样。

DB2接口是PuBLISHED LANGUAGE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两个模型都不属于业务领域，
但它们所应用的原则是一致的。由于协作中的一个模型已经是一种PUBLISHED LANGUAGE，因此
就不需要引入第三方语言了。

噩噩， －种化挚的PUBLISH趴angu咿
在工业界和学术界，有无数的程序用于分类、分析和处理化学公式。几乎每个程序都使用不

回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264 第四部分战略设计

同的领域模型来表示化学结构，因此数据的交换总是很难。 当然，大部分程序都是用一些无撞充

分表达领域模型的语言编写的（如FORTRAN）。当有人想要共享数据肘，他们不得不先了解其他

系统的数据库的细节，然后再研究出某种转换方案。

CML （化学标记语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是作为化学领域的公共交流语言被开

发出来的专用XML ，由一个代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组织负责开发和管理［Murray-Rust et al. 

1995 ］ 。

化学信息非常复杂和多样化，而且会随着新发现而不断变化。 因此，该组织开发了一种用于

描述基础知识的语言，如有机和无机分子的化学公式、蛋白质序列、光谱或物理量。

既然这种语言已经公开发布，人们就可以开发相应的工具了（以前，要开发这样的工具是不

值得的，因为它们只能用于一种数据库）。例如，人们开发一种名为只瓜IBO Browser的Java应用

程序，它的功能是为那些以CML格式存储的化学结构创建图形视图。因此，如果你的数据采用了

~ CML格式，就可以使用这样的可视化工具。
事实上， CML通过使用却也（一种己发布的元语言）获得了双重优势。一个优势是人们对

XML很熟悉，因此很容易学习α伍，另一个优势是由于有大量现成的工具 （如解析器），因此CML

的实现很容易，而且有大量书籍介绍了XML的各个方面，这对CJ\i伍的文档化有很大帮助。

下面是一个CML的小例子。虽然像我这样的外行并不能清楚地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但它的

原则还是很清晰的。

<CML.ARR ID=” array3 ” EL.TYPE=FLOAT NAME=” ATOMIC ORBITAL ELECTRON POPULAT工ONS ”

SIZE=30 GLO.ENT=CML .THE . AOEPOPS> 

1.17947 0.95091 0 . 97175 1.00000 1.17947 0 . 95090 0.97174 1.00000 

1.17946 0. 98215 0 . 94049 1. 00000 1 . 17946 0 . 95091 0. 97174 1. 00000 

1 . 17946 0 . 9509 1 0 . 9717 4 1 . 00000 1. 1 7946 0 . 98215 0 . 94049 1.00000 

0 . 89789 0.89790 0 . 89789 0 . 89789 0 . 89790 0 . 89788 

</CML.ARR> 

山
品
。

14.12 “大象”的统一

六个好学的古印度人，

一起去看大象，

（他们都是盲人），

都通过触摸，

来满足了解事物的心思 。

第一个接近大象的盲人，

恰巧了撞上了大象宽阔结实的身躯，

马上叫到：“上帝保佑 ， 原来大象就像一

堵墙。，，

第三个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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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把扭动着的象鼻~在手中，

因此就大胆地说道：

“依我看，大象就像一条蛇！”

第四个盲人急切地伸出双手，

摸到了大象的膝盖，

“这头奇异的怪兽最像什么已经很明显

了”，他说，

“j民明显，大象就像一棵树”

第六个盲人一开始模这头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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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抓住了它摆动着的尾巴，

他说，“我认为大象就像一根绳子！”

这六个印度人，

大卢地争论个不停，

他们每个人的观点，

都过于僵化和固执，

尽管他们每人都有正确的地方，

但从整体上都是错误的！

一一摘自 John God企ey Saxe (1816一1887）创作的《盲人与象》，

来源于印度自说经①Udana中的故事 [ill] 
即便他们对大象的本质不能达成完全的一致，这些盲人仍然可以根据他们所触摸到的大象身

体的部位来扩展各自的认识。如果并不需要集成，那么模型统不统一就无关紧要。如果他们需要
进行一些集成，那么实际上并不需要对大象是什么达成一致，而只要接受各种不同意见就会获得
很多价值。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不知不觉中各执己见。

Wall Tree Snake Rope 

Elephant Elephant 

图 14-9 4个没有集成的上下文

上图用UML图表示了6个盲人所认识到的大象模型。这张图建立了4个独立的BOUNDED
CONTEXT，情况很明显，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交流他们共同关心的少数几个方面，或许他们
共同关心的就是大象所在的位置。

当盲人想要分享更多有关大象的信息时，他们会从共享单个BOUNDED CON四XT得到更大的价
值。但统一不同的模型却很难做到。可能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模型而采用别人的模型。毕竟，
摸到尾巴的那个人知道大象并不像一颗树，而且那个模型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也没有用处。统一

①自说经是印度佛经的一种，为佛陀自己之体验，佛陀自身感兴语，故有“自说经”此名。一一编者注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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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模型几乎总是意味着创建一个新模型。

Wall τ'ree Snake Rope 

location place locat1on ti e-down 

Elephant Elephant Elephant Elephant 

Translations: {Wall.location+-+ Tree.place+-+ Snake.location+-+ Rope.tie-down} 

图 14-10 4个只有最小集成的上下文

经过一些想象和讨论（也许是激烈的讨论）之后，盲人们最终可能会认识到他们正在对－

~ 个更大整体的不同部分进行描述和建模。从很多方面来讲，部分－整体的统一可能不需要花费很

多工作。至少集成的第一步只需弄清楚各个部分是如何相连的就够了。可以把大象看成一堵墙，

下面通过树干支撑着，一头儿是一根绳子，另一头儿是一条蛇，这样看就可以适当地满足一些

需求了。

WaU 

location 

Snake Elephant 

图14-11 一个粗略集成的上下文

大象模型的统一要比大多数这样的合并相对简单一些。遗憾的是，大象模型的统一只是一个

特例一一不同模型纯粹是在描述整体的不同部分，然而，这通常是模型之间差别的一个方面而已。

当两个模型以不同方式描述同一部分时，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两个盲人都摸到了象鼻子，

一个人认为它像蛇，而另一个人认为它像消防水管，那么他们将更难集成。双方都无位接受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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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因为那不符合自己的体验。事实上，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抽象，这个抽象需要把蛇的“活着
的特性”与消防水管的喷水功能合并到一起，而这个抽象还应该排除先前两个模型中的一些不确切
的含义，如人们可能会想到的毒牙，或者可以从身体上拆下井卷起来放到救火车中的这种性质。
尽管我们已经把部分合并成一个整体，但得到的模型还是很简陋的。它缺乏内聚性，也没有

形成任何潜在领域的轮廓。在持续精化的过程中，新的理解可能会产生更深层的模型。新的应用
程序需求也可能会促成更深层的模型。如果大象开始移动了，那么“树”理论就站不住脚了，而
盲人建模者们也可能会有所突破，形成“腿”的概念。

Anima l 
Tail Leg 

location 

Trunk Elephant 

图 14-12 一个更深入集成的上下文

模型集成的第二步是去掉各个模型中那些偶然或不正确的方面，并创建新的概念，在本例中，
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动物”，它长着 “鼻子”、“腿”、“身体”和“尾巴”，每个部分都有其自己的
属性以及与其他部分的明确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功的模型应该尽可能做到精简。象鼻与蛇相
比，其特性和功能可能比蛇多，也可能比蛇少，但宁“少”勿“多”。宁可缺少喷水功能，也不
要包含不正确的毒牙特性。

如果目标只是找到大象，那么只要对每个模型中所表示的位置进行转换就可以了。当需要更
多集成时，第一个版本的统一模型不一定达到完全的成熟。把大象看成一堵墙，下面用树干支撑
着， 一头儿是一根绳子，另一头儿是一条蛇，就可以适当地满足一些需求了。紧接着，通过新需
求和进一步的理解及沟通的推动，模型可以得到加深和精化。

承认多个互相冲突的领域模型实际上正是面对现实的做棒。通过明确定义每个模型都适用的
上下文，可以维护每个模型的完整性，并清楚地看到要在两个模型之间创建的任何特殊接口的含义。
盲人没办法看到整个大象，但只要他们承认各自的理解是不完整的， 他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14.13 选择你的模型上下文策略

在任何时候，绘制出CONTEXTMAP来反映当前状况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一旦绘制好CONTEXT
MAP之后，你很可能想要改变现状。现在，你可以开始有意识地选择CONTEXT的边界和关系。以
下是一些指导原则。

圆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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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1 团队决策或更高层决策

首先，团队必须决定在哪里定义BOUNDED CONTEXT，以及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决

策必须由团队做出，或者至少传达给整个团队，井且被团队里的每个人理解。事实上，这样的决

策通常需要与外部团队达成一致。按照本身价值来说，在决定是否扩展或分割BOUNDED CON四XT

时，应该权衡团队独立工作的价值以及能产生直接且丰富集成的价值，以这两种价值的成本~益

作为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团队之间的行政关系往往决定了系统的集成方式。由于汇报结构，

有技术优势的统一可能无怯实现。管理层所要求的合并可能并不实用。你不会总能得到你想要的

东西，但你至少可以评估出这些决策的代价，并反映给管理层，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小代价。

从一个现实的CONTEXTMAP开始，并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改变。

14.13.2 置身上下文中

开发软件项目时，我们首先是对自己团队正在开发的那些部分感兴趣（“设计中的系统”），

其次是对那些与我们交互的系统感兴趣。典型情况下，设计中的系统将被划分为一到两个

BOUNDED CONTEXT，开发团队的主力将在这些上下文中工作，或许还会有另外一到两个起支持作

用的Co盯EXT0 除此之外，就是这些CONTEXT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简单、典型的情

况，能让你对可能会遇到的情形有一些粗略的了解。

实际上，我们正是自己所处理的主要CONTEXT的一部分，这会在我们的CONTEXTMAP中反映

出来。只要我们知道自己存在偏好，并且在超出该CONTEXTMAP的应用边界时能够意识到已越界，

那么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14.13.3 转换边界

在画出BOUNDED CONTEXT的边界时，有无数种情况，也有无数种选择。但权衡时所要考虑

[ill] 的通常是下面所列出的某些因素。
首选较大的BOUNDED CONTEXT 

口当用一个统一模型来处理更多任务肘，用户任务之间的流动更顺畅。

口 一个内聚模型比两个不同模型再加它们之间的映射更容易理解。

口两个模型之间的转换可能会很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口 共享语言可以使团队沟通起来更清楚。

首选较小的BOUNDED CONTEXT 

口开发人员之间的构通开销减少了。

口 由于团队和代码规模较小， CONTINUOUS INTEGRATION更容易了。

口较大的上下文要求更加通用的抽象模型，而掌握所需技巧的人员会出现短缺。

口 不同的模型可以楠足一些特殊需求，或者是能够把一些特殊用户群的专门术语和

UBIQUITOUS LANGUAGE的专门术语包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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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BOUNDED CONTEXT之间进行深度功能集成是不切实际的。在一个模型中，只有那些

能够严格按照另一个模型来表述的部分才能够进行集成，而且，即便是这种级别的集成可能也需
要付出相当大的工作量。当两个系统之间有一个很小的接口时，集成是有意义的。

14.13.4 接受那些我们无法更改的事物：描述外部系统

最好从一些最简单的决策开始。一些子系统显然不在开发中的系统的任何Bour油田

CONTEXT中。一些无法立即淘汰的大型遗留系统和那些提供所需服务的外部系统就是这样的例 医E
子。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这些系统，井把它们与你的设计隔离开。

在做出假设时必须要保持谨慎。我们会很轻易地认为这些系统构成了其自己的Bour而ED
CONTEXT，但大多数外部系统只是勉强满足定义。首先，定义BOUNDED CONTEXT的目的是把模型

统一在特定边界之内。你可能负责遗留系统的维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明确地声明这一目的，
或者也可以很好地协调遗留团队来执行非正式的CONTINUOUS INTEGRATION，但不要认为遗留团队

的配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仔细检查，如果开发工作集成得不好，一定要特别小心。在这样的系

统中，不同部分之间出现语义矛盾是很平常的事情。

14.13.5 与外部系统的关系

这里可以应用3种模式。首先，可以考虑SEP础ATE WAY模式。当然，如果你不需要集成，就

不用把它们包括进来。但一定要真正确定不需要集成。只为用户提供对两个系统的简单访问确实
够用吗？集成要花费很大代价而且还会分散精力，因此要尽可能为你的项目减轻负担。

如果集成确实非常重要，可以在两种极端的模式之中进行选择 ： CONFO灿但ST模式或

ANTICORRUPTION LAYER模式。作为CONFORM1ST并不那么有趣，你的创造力和你对新功能的选择

都会受到限制。当构建一个大型的新系统时，遵循遗留系统或外部系统的模型可能是不现实的

回

（毕竟，为什么要构建新系统呢？）。但是，当对一个大的系统进行外围扩展肘，而且这个系
统仍然是主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遗留模型可能就很合适。这种选择的例子包括轻
量级的决策支持工具，这些工具通常是用Excel或其他简单工具编写的。如果你的应用程序确实
是现有系统的一个扩展，而且与该系统的接口很大，那么CONTEXT之间转换所需的工作量可能

比应用程序功能本身需要的工作量还大。尽管你已经处于另一个系统的BOUNDED CONTEXT中，

但你自己的一些好的设计仍然有用武之地。如果另一个系统有着可以识别的领域模型，那么只
要使这个模型比在原来的系统中更清晰，你就可以改进你的实现，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要严格地
遵照那个老模型。如果你决定采用CONFORM1ST设计，就必须全心全意地去做。你应该约束自己 [ill] 
只可以去扩展现有模型，而不能去修改它。

当正在设计的系统功能并不仅仅是扩展现有系统时，而且你与另一个系统的接口很小，或者

另一个系统的设计非常糟糕，那么实际上你会希望使用自己的BOUNDED CONTEXT，这意味着需要

构建一个转换层，甚至是一个ANTICORRUPTION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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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6 设计中的系统

你的项目团队正在构建的软件就是设计中的系统。你可以在这个区域内声明BOUNDED

CONTEXT，井在每个BOUNDED CONTEXT中应用CONTINUOUS lNTEGRAflON，以便保持它们的统一。

但应该有几个上下文呢？各个上下文之间又应该是什么关系呢？与外部系统的情况相比，这些问

题的答案会变得更加不确定，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情况可能非常简单：设计中的整个系统使用一个BOUNDED CONTEXT。例如，当一个少于10

人的团队正在开发高度相关的功能时，这可能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随着团队规模的增大， CONTINUOUS INTEGRATION可能会变得困难起来（尽管我也曾看到过一

些较大的团队仍能保持持续集成）。你可能希望采用SH础ED KE卧./EL模式，并把几组相对独立的

功能划分到不同的BOUNDED CONTEXT中，使得在每个BOUNDED CONTEXT中工作的人员少于10人。

在这些BOUNDED CONTEXT中，如果有两个上下文之间的所有依赖都是单向的，就可以建成

CUSTOMER/SUPPLIER D EVELOPMENT TEAM。

你可能认识到两个团队的思想截然不同，以致他们的建模工作总是发生矛盾。可能他们需要

从模型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者只是背景知识有某种不同，又或者是由于项目所采用的管理结

构而引起的。如果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你无怯改变或不想改变的，那么可以让他们的模型采用

SEP.成ATE WAY模式。在需要集成的地方，两个团队可以共同开发并维护一个转换层，把它作为唯

[ill] 一的CONTINUOUS INTEGRATION点。这与同外部系统的集成正好相反，在外部集成中， 一般由

ANTI CORRUPTION LAYER来起调节作用，而且从另一端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一般来说，每个BOUNDED CONTEXT对应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也可以维护多个BOUNDED

CONTEXT，但多个团队在一个上下文中工作却是比较难的（虽然并非不可能）。

14.13.7 用不同模型满足特殊需要

同一业务的不同小组常常有各自的专用术语，而且可能各不相同。这些本地术悟可能是非常

精确的，并且是根据他们的需要定制的。要想改变它们（例如，施行标准化的企业级术语），需

要大量的培训和分析，以便解决差异问题。即使如此，新术语仍然可能没有原来那个已经经过精

心调整的术语好用。

你可能决定通过不同的BOUNDED CONTEXT来满足这些特殊需要，除了转换层的CONTI阳ous

INTEGRATION以外，让模型采用SEP.且ATE WAY模式。 UBIQUITOUS LANGUAGE的不同专用术语将围

绕这些模型以及它们所基于的行话来发展。如果两种专用术语有很多重叠之处，那么S队RED

KE卧IBL模式就可以满足特殊化要求，同时又能把转换成本减至最小。

当不需要集成或者集成相对有限时，就可以继续使用已经习惯的术语，以免破坏模型。但这

也有其自己的代价和风险。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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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随着相同业务活动和实体的不同模型的发展，工作会有一定的重复。
但是，最大的风险或许是，它会成为拒绝改变的理由，或为古怪、狭隘的模型辩护。为了满

足特殊的需要，需要对系统的这一部分进行多大的定制？最重要的是，这个用户群的专门术语有
多大的价值？你必须在团队独立操作的价值与转换的风险之间做出权衡，并且留心合理地处理一
些没有价值的术语变化。 固

有时会出现一个深层次的模型，它把这些不同语言统一起来，并能够满足双方的要求。只有
经过大量开发工作和知识消化之后，深层次模型才会在生命周期的后期出现。深层次模型不是计
划出来的，我们只能在它出现的时候抓住机遇，修改自己的策略并进行重构。

记住，在需要大量集成的地方，转换成本会大大增加。在团队之间进行一些协调工作（从精
确地修改一个具有复杂转换的对象到采用S队阻DKERNEL模式）可以使转换变得更加容易，同时

又不需要完全的统一。

14.13.8 部署

在复杂系统中，对打包和部署进行协调是一项繁琐的任务，这类任务总是要比看上去难得多。
BOUNDED CONTEXT策略的选择将影响部署。例如，当CUSTO旧RISUPPLIER TE剧部署新版本时，

他们必须相互协调来发布经过共同测试的版本。在这些版本中，必须要进行代码和数据迁移。在
分布式系统中， 一种好的做法是把CONTEXT之间的所有转换层放在同一个进程中，这样就不会出
现多个版本共存的情况。

当数据迁移可能很花时间或者分布式系统无法同步更新时，即使是单－BOUNDED CONTEXT 

中的组件部署也是很困难的，这会导致代码和数据有两个版本共存。
由于部署环境和技术存在不同，有很多技术因素需要考虑。但BOUNDED CONTEXT关系可以

为我们指出重点问题。转换接口已经被标出。

绘制CON四XT边界时应该反映出部署计划的可行性。当两个CONTEXT通过一个转换层连接
时，要想更新其中的一个CONTEXT，新的转换层需要为另一个CONTEXT提供相同的接口。 S队RED~
KE即ffiL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工作，不仅在开发中如此，而且在部署中也同样应该如此。 SEP且ATE
WAY模式可以使工作简单很多。

14.13.9 权衡

通过总结这些指导原则可知有很多统一或集成模型的策略。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在无缝功能
集成的益处和额外的协调和沟通工作之间做出权衡。还要在更独立的操作与更顺畅的沟通之间做
出权衡。更积极的统一需要对有关子系统的设计有更多控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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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3 Co盯EXT关系模式的相对要求

14.13.10 当项目正在进行时

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从头开发一个项目，而是会改进一个正在开发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步是根据当前的状况来定义BOUNDED CONTEXT。这很关键。为了有效地定义上下文， CONTEXT

MAP必须反映出团队的实际工作，而不是反映那个通过遵守以上描述的指导原则而得出的理想组

£口

描述了当前真实的BOUNDED CON四XT以及它们的关系以后，下一步就是围绕当前组织结构来

加强团队的工作。在CONTEXT中加强CONTINUOUS INTEGRATION。把所有分散的转换代码重构到

ANTICORRUPTION LAYER中。命名现有的BOUNDED CONTEXT，并确保它们处于项目的UBlQUlTOUS

圆 LANGUAGE中。
现在可以开始考虑修改边界和它们的关系了。这些修改很自然地由相同的原则来驱动一一之

前已经描述了在新项目上使用这些原则，但我们应该把这些修改分成较小的部分，以便根据实际

情况做出选择，从而在只花费最少的工作和对模型产生最小破坏的前提下创造最大的价值。

下一节将讨论如何修改CONTEXT的边界。

14.14 转换

像建模和设计的其他方面一样，有关BOUNDED CONTEXT的决策并非不可改变的。在很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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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我们必须改变最初有关边界以及BOUNDED CONTEXT之间关系的决策，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

般而言，分割CONTEXT是很容易的，但合并它们或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很难。下面将介绍几种

有代表性的修改，它们很难，但也很重要。这些转换往往很大，无法在一次重构中完成，甚至无
怯在一次项目选代中完成。因为这个原因，我将把这些转换划分为一系列简单的步骤。当然，这

些只是一些指导原则，你必须根据你的特殊情况和事件对它们进行调整。

14.14.1 合并CONTEXT: SE阳RATE WAY• SHARED KERNEL 

合并BOUNDED CON四XT的动机很多：翻译开销过高、重复现象很明显。合并很难，但什么

时候做都不晚，只是需要一些耐心。

即使你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合井成一个采用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CONTEXT，也应该先过

渡到S队阻DKE卧IBL 。

(1）评估初始状况。在开始统一两个CON四XT之前，一定要确信它们确实需要统一。

(2）建立合并过程。你需要决定代码的共享方式以及模块应该采用哪种命名约定。 S出阻D 医E
KERNEL的代码至少每周要集成一次，而且它必须有一个测试套件。在开发任何共享代码之前，
先把它设置好。（测试套件将是空的，因此很容易通过！）

(3）选择某个小的子领域作为开始，它应该是两个CONTEXT中重复出现的子领域，但不是CORE

DOM础J的一部分。最初的合并主要是为了建立合并过程，因此最好选择一些简单且相对通用或

不重要的部分。检查已存在的集成和转换。选择那些经过转换的部分，其优势在于一开始就有用
于验证的转换机制，此外还可以简化转换层。

此时，我们有两个应对相同子领域的模型。基本上有3种合并方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模型，
井重构另一个CONTEXT，使之与第一个模型兼容。我们可以从整体上做出这个决策，把目标设置

为系统性地替换一个CONTEXT的模型，并保持被开发模型的内聚性。也可以一次选择一部分，到
最后两个模型可能会“两全其美”（但注意最后不要弄得一团糟）。

第三种选择是找到一个新模型，这个模型可能比最初的两个都深刻，能够承担二者的职责。
(4）从两个团队中共逃出2～4位开发人员组成一个小组，由他们来为子领域开发一个共享的

模型。不管模型是如何得出的，它的内容必须详细。这包括一些困难的工作：坝、别同义词和映射

那些尚未被翻译的术语。这个联合团队需要为模型开发一个基本的测试集。 ... 
(5）来自两个团队的开发人员一起负责实现模型（或修改要共享的现有代码）、确定各种细节 凰ιa

井使模型开始工作。如果这些开发人员在模型中遇到了问题， 就从第（3）步开始重新组织团队，并
进行必要的概念修订工作。

(6）每个团队的开发人员都承担与新的S队阻DKE卧IBL集成的任务。

(7）清除那些不再需要的翻译。 [lliJ 
这时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小的S队阻DKERNEL，并且有一个过程来维护它。在后续的项目迭代

中，重复第（3）～（7）步来共享更多内容。随着过程的不断巩固和团队信心的树立，就可以选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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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子领域了，同时处理多个子领域，或者处理CORE DOMAIN中的子领域。

注意：当从模型中选取更多与领域有关的部分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两个模型各自

采用了不同用户群的专用术语。聪明的做怯是先不要把它们合并到SHARED KERNEL中，除非工作

中出现了突破，得到了一个深层模型，这个模型为你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那两种专用术语的语言。

SHARED KERNEL的优点是它具有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部分优势，同时又保留了SEPARATE

WAY模式的一些优点。

以上这些是把模型的一些部分合并到S队RED KE胁厄L中的指导原则。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

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方告，它能够部分解决上述转换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两个模型中有一个毫无疑

问是符合首选条件的，那么就考虑向它过渡，而不用进行集成。不共享公共的子领域，而只是系

统性地通过重构应用程序把这些子领域的所有职责从一个BOUNDED CONTEXT转移到另一个

BOUNDED CONTEXT，从而使用那个更受青睐的Co盯EXT的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需要的增强。在

没有集成开销的情况下，消除了元余。很有可能（但也不是必然的）那个更受青睐的BOUNDED

CONTEXT最终会完全取代另一个BOUNDED CONTEXT，这样就实现了与合并完全一样的效果。在转

换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相当长或无陆确定），这种方怯具有SEPARATE WAY模式常见的优点和缺

点，而且我们必须拿这些优缺点与SHA阻DKE卧ffiL的利弊进行权衡。

14.14.2 合并CONTEXT : SHARED KERNEL• CONTINUOUS INTEGRATION 

如果你的S队阻DKERNEL正在扩大，你可能会被完全统一两个BOUNDED CONTEXT的优点所吸

引。但这井不只是一个解决模型差异的问题。你将改变团队的结构，而且最终会改变人们所使用

圆的语言。
这个过程从人员和团队的准备开始。

(1）确保每个团队都已经建立了CONTil叩OUS INTEGRATION所需的所有过程（共享代码所有权、

频繁集成等）。两个团队协商集成步骤，以便所有人都以同一步调工作。

(2）团队成员在团队之间流动。这样可以形成一大批同时理解两个模型的人员，井且可以把

两个团队的人员联系起来。

(3）澄清每个模型的精髓（参见第15章）。

(4）现在，团队应该有了足够的信心把核心领域合并到S队RED KE刚EL中。这可能需要多次

迭代，有时需要在新共享的部分与尚未共享的部分之间使用临时的转换层。 一旦进入到合并CORE

DOMAIN的过程中，最好能快速完成。这是一个开销高且易出错的阶段，因此应该尽可能缩短时

间，要优先于新的开发任务。但注意量力而行，不要超过你的处理能力。

有几种方式用于合并Co阻模型。可以保持一个模型，然后修改另一个，使之与第一个兼容，

或者可以为子领域创建一个新模型，井通过修改两个上下文来使用这个模型。如果两个模型已

经被修改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你就要注意了。你需要保留两个初始模型中的这些专业能力。

这就要求开发一个能够替代两个原始模型的更深层的模型。开发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统一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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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的，但如果你已经决定完全合井两个CONTEXT，就没有选择多种专门术语的空间了。这样
做的好处是最终模型和代码的集成变得更清晰了。注意不要影响到你满足用户特殊需要的能力。

(5）随着加REDK皿陋的增长，把集成频率提高到每天一次，最后实现ω阴阳OUSINIBGRAnON。 ~ 
(6）当S队阻D KE时也L逐渐把先前两个BOUNDED CONTEXT的所有内容都包括进来的时候，你

会发现要么形成了一个大的团队，要么形成了两个较小的团队，这两个较小的团队共享一个
CONTINUOUS INTEGRATION的代码库，而且团队成员可以经常在两个团队之间来回流动。

14.14.3 逐步淘汰遗留系统

好花美丽不常开，好景怡人不常在，就算遗留计算机软件也一样会走向终结。但这可不会自
动自发地出现。这些老的系统可能与业务及其他系统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掏汰它们可能需要很
多年。好在我们井不需要一次就把所有东西都淘汰掉。

这一话题的渺及面太广了，这里的讨论也只能战尝辄止。我们将讨论一种常见的情况：用一
系列更现代的系统来补充业务中每天都在使用的老系统，新系统通过一个ANTICORRUPTION LA YER 

与老系统进行通信。

首先要执行的步骤是确定测试策略。应该为新系统中的新功能编写自动的单元测试，但逐步
掏汰遗留系统还有一些特殊的测试需求。 一些组织在某段时间内会同时运行新旧两个系统。

在任何一次迭代中：

(1）确定遗留系统的哪个功能可以在一个迭代中被添加到某个新系统中 z
(2）确定需要在ANTICORRUPTION LAYER中添加的功能$

(3）实~！

(4）部署 E

有时，需要进行多次迭代才能编写一个与遗留系统的某个功能等价的功能单元，这时在计划
新的替代功能时仍以小规模的迭代为单元，最后一次性部署多次迭代。

部署涉及的变数太多，以至于我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基本情况。就开发而言，如果这些小规模、
增量的改动能够推到生产环境，那真是再好不过了。但通常情况，还是需要将他们组织成更大的
发布。在新软件的使用方面，用户培训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在成功部署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开发工
作。还有很多后勤问题需要解决。

一旦最终进入运行阶段后，应该遵循如下步骤。

(5）找出ANTJCORRUPTION LAYER中那些不必要的部分，井去掉它们 z

(6）考虑删除遗留系统中目前未被使用的模块，虽然这种做法未必实际。有趣的是，遗留系统设
计得越好，它就越容易被掏汰。而设计得不好的软件却很难一点儿一点儿地去除。这时，我们可以
暂时忽略那些未使用的部功，直到将来剩余部分已经被掏汰，这时整个遗留系统就可以停止使用了。
不断重复这几个步骤。遗留系统应该越来越少地参与业务，最终，替换工作会看到希望的曙

光并完全停止遗留系统。同时，随着各种组合增加或减小系统之间的依赖，ANTICORRUPTION LAYER 

圆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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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应地收缩或扩张。当然，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迁移那些只产生较小

ANTICORRUPTION LAYER的功能。但其他因素也可能会起主导作用，有时候在过渡期间可能必须经

历一些麻烦的转换。

14.14.4 OPEN HOST SERVICE• PUBLISHED LANGUAGE 

我们已经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协议与其他系统进行了集成，但随着需要访问的系统逐渐增多，

维护负担也不断增加，或者交互变得很难理解。我们需要通过PUBLISHED LANGUAGE来规范系统

之间的关系。

(1）如果有一种行业标准语言可用，则尽可能评估井使用它。

(2）如果没有标准语言或预先公开发布的语言，则完善作为HOST的系统的Co阻DOMAIN （参

[ill] 见第IS章）。

国

(3）使用COREDOMAD叫作为交换语言的基础，尽可能使用像）（｝.在L这样的标准交互范式。

(4) （至少）向所有参与协作的各方发布新语言。

(S）如果渺及新的系统架构，那么也要发布它。

(6）为每个协作系统构建转换层。

(7）切换。

现在，当加入更多协作系统时，对整个系统的破坏已经减至最小了。

记住， PUBLISHED LANGUAGE必须是稳定的，但是当继续进行重构时，仍然需要能够自由地

更改HOST的模型。因此，不妥把交换语言和HOST的模型等同起来。 保持它们的密切关系可以

减小转换开销，而你的HOST可以采用CONFORMIST模式。但是应该保留对转换层进行补充的权力，

在成本－效益的折中需要时，可以把这个权利分离出去。

项目领导者应该根据功能集成需求和开发团队之间的关系来定义BOUNDED CONTEXT。 一旦

BOUNDED CONTEXT和CONTEXT MAP被明确地定义下来并获得认可，就应该保持它们的逻辑一致

性。最起码要把相关的通信问题提出来，以便解决它们。

但是，有时模型上下文（无论是我们有意识地划定边界的还是自然出现的上下文）被错误地

用来解决系统中的一些其他问题，而不是逻辑不一致问题。团队可能会发现一个很大的CONTEXT

的模型由于过于复杂而无战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或透彻地分析。出于有意或无意的考虑，团队往

往会把CONTEXT分割为更易管理的部分。这种分割会导致失去很多机会。现在，值得花费一些功

夫仔细考查在一个大的CONTEXT中建立一个大模型的决策了。如果从组织结构或行政角度来看保

持一个大模型并不现实，如果实际上模型就是分裂的，那么就重新绘制上下文图，井定义能够保

持的边界。但是，如果保持一个大的BOUNDED CONTEXT能够解决迫切的集成需要，而且除了模型

本身的复杂性以外，这看上去是行得通的，那么分割CONTEXT可能就不是最佳的选择了。

在做出这种牺牲之前，还应该考虑其他一些能够使大模型变得易于管理的方怯。下两章将着

重讨论通过应用两种更广泛的原则（精炼和大型结构）来管理大模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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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精炼

\7 • D ＝ ρ 

\7 ·B =0 

θB 
V × E ＝一一一at 

θD 
V × H = J ＋吃一

(jf 

一一－James Clerk Maxwell, A Treatise on Electrici纱 αnd Mαgnetism, 1873 

上面这4个方程式，再加上其中的术语定义，以及它们所依赖的数学体系，表达了 19世纪经
典电磁学的全部内涵 。

如何才能专注于核心问题而不被大量的次要问题淹没呢？ LAYERED 也C四TEC叩可以
把领域概念从技术逻辑中（技术逻辑确保了计算机系统能够运转）分离出来，但在大

型系统中，即使领域被分离出来，它的复杂性也可能仍然难以管理。

精炼是把一堆混杂在一起的组件分开的过程，以便通过某种形式从中提取出最重要的内容，
而这种形式将使它更有价值，也更有用。模型就是知识的精炼。通过每次重构所得到的更深层的
理解，我们得以把关键的领域知识和优先级提取出来。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战略角度看一下
精炼，本章将介绍对模型进行粗线条划分的各种方式，并把领域模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精炼。
像很多化学蒸馄过程一样，精炼过程所分离出来的副产品（如GE阳阳C SUBDOMAJN和

COHERENT MEC阳NISM）本身也很有价值，但精炼的主要动机是把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提取出来， [ill] 
正是这个部分使我们的软件区别于其他软件并让整个软件的构建物有所值，这个部分就是Co阻
DOMAIN0 

领域模型的战略精炼包括以下部分：

(1）帮助所有团队成员掌握系统的总体设计以及各部分如何协调工作：
(2）找到一个具有适度规模的核心模型并把它添加到通用语言中，从而促进沟通E
(3）指导重构；

(4）专注于模型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
(5）指导外包、现成组件的使用以及任务委派。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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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展示对CORE DOMAIN进行战略精炼的系统性方撞，解释如何在团队中有效地统一认

识，并提供一种用于讨论工作的语言。

图15-1 战略精炼的导航图

像那些园丁为了让树干快速生长而修剪树苗一样，我们将使用一整套技术把模型中那些细枝

末节砍掉，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部分上……

15.1 模式： CORE DOMAIN 

在设计大型系统时，有非常多的组成部分一一它们都很复杂而且对开发的成功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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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导致真正的业务资产一一领域模型最为精华的部分一一被掩盖和忽略了。
难以理解的系统修改起来会很困难，而且修改的结果也难以预料。开发人员如果脱离自己熟

悉的领域，也会迷失方向（当团队中有新人加入时尤其如此，但老成员也面临同样的状况，除非
代码表达得非常清楚并且组织有序）。这样一来就必须分门别类地为人们安排任务。当开发人员
把他们的工作限定到具体的模块肘，知识的传递就更少了。这种工作上的划分导致系统很难平滑
地集成，也无能灵活地分配工作。如果开发人员没有了解到某项功能已经被实现了，那么就会出
现重复，这样系统会变得更加复杂。

以上只是难以理解的设计所导致的一部分后果。当失去了领域的整体视图肘，还存在另一个
同样严重的风险。

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设计部分进行同等的精化，而是必须分出优先级。 为了
使领域模型成为有价值的资产 ， 必须整齐地梳理出模型的真正核心， 并完全根据这个核心来创建
应用程序的功能。 但本来就稀缺的高水平开发人员往往会把工作重点放在技术基础设施上， 或者
只是去解决那些不需要专门领域知识就能理解的领域问题（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定义）。 @QQJ 

计算机科学家对系统的这些部分更感兴趣，他们认为通过这些工作可以让自己具备一些在其
他地方也能派上用场的专业技能，同时也丰富了个人简历。而真正体现应用程序价值并且使之成
为业务资产的领域核心却通常是由那些技术水平稍差的开发人员完成的，他们与DBA一起创建数
据模式，然后逐个特性编写代码，而根本没有对模型的概念能力加以任何利用。

如果软件的这个部分实现得很差，那么无论技术基础设施有多好，无论支持功能有多完善，
应用程序永远都不会为用户提供真正有吸引力的功能。这个严重问题的根源在于项目没有一个明
确的整体设计视图，而且也没有认请各个部分的相对重要性。

我曾经参与过的最成功的项目中，有一个开始时就受到了这种问题的困扰。这个项目的目标
是开发一个非常复杂的联合贷款系统。技术能力最强的开发人员在数据库映射层和消息传递接口
这些工作上忙得不亦乐乎，而业务模型则交到了那些不熟悉对象技术的新人手中。

唯一的例外是有一个领域问题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对象开发人员处理的，他为那些长期存在
的领域对象设计了一种添加注释的功能。通过把这些注释组织到一起，交易商能够看到他们或其
他人过去所做的一些决策的基本思想。这位开发人员还构建了一个优秀的用户界面，它为用户提
供了直观的访问，用户可以利用这个界面来灵活地使用注释模型的各种功能。

这些特性很有用处，而且设计得很好。它们被合并到最终产品中。
遗憾的是，它们只是一些次要特性。这位能力超群的开发人员把一种有趣的、通用的注释方

能建模出来，井干净利落地实现了它，最后交付到用户手中。同时，另一位能力上不太胜任的开
发人员却把关键的“贷款”模块弄得一团糟，项目差一点就因此失败。

在制定项目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资源分配给模型和设计中最关键的部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在规划和开发期间每个人都必须识别和理解这些关键部分。
这些部分是应用程序的标志性部分，也是目标应用程序的核心诉求，它们构成了臼阳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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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MAIN。 CoRE DOMAIN是系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因此：

对模型进行提炼。找到CORE DOMAIN并提供一种易于区分的方法把它与那些起辅助作用的模

型和代码分开。最有价值和最专业的概念要轮廓分明 。 尽量压缩CORE DOMAIN0 

让最有才能的人来开发CORE DOMAIN ， 并据此要求进行相应的招聘。 在CORE DOMAIN中努力

开发能够确保实现系统蓝图的深层模型和柔性设计。 仔细判断任何其他部分的投入，看它是否能

够支持这个提炼出来的CORE。

提炼Co阻DOM础4并不容易，但它确实会让一些决策变得容易。你需要技入大量的工作使你

的Co阻鲜明突出，而其他设计部分则只需依照常规做得实用即可。如果某个设计部分需要保密

以便保持竞争优势，那么它就是你的CoREDoM腊、其他的部分则没有必要隐藏起来。当必须在

两个看起来都很有用的重构之间进行抉择时（由于时限的缘故），应该首选对CORE DOMAIN影响

最大的那个重构。

4卡米※

本章中的模式能够使我们更容易发现、使用和修改CORE DOMAIN 。

15.1.1 选择核心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那些能够表示业务领域并解决业务问题的模型部分。

对CORE DOMAIN的选择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例如，很多应用程序需要一个通用的货币模型，

用来表示各种货币以及它们的汇率和兑换。另一方面，一个用来支持货币交易的应用程序可能需

要更精细的货币模型，这个模型有可能就是Co阳的一部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模型中可

能有一部分仍是非常通用的。随着对领域理解的不断加深，精炼过程可以持续进行，这会把通用

的货币概念分离出来，而只把模型中那些专有的部分保留在CORE DOM尬4中。

在运输应用程序中， Co阻可能是以下几方面的模型：货物是如何装船运输的，当集装箱转

~ 交时责任是如何转接的，或者特定的集装箱是如何经由不同的运输路线最后到达目的地的。在投

资银行中， CORE可能包括委托人和参与者之间的合资模型。

一个应用程序的Co阻DOMAIN在另一个应用程序中可能只是通用的支持组件。尽管如此，仍

然可以在一个项目中（而且通常在一个公司中）定义一个一致的CORE。像其他设计部分一样，

人们对COREDOMAIN的认识也会随着迭代而发展。开始时， 一些特定关系可能显得不重要。而最

初被认为是核心的对象可能逐渐被证明只是起支持作用。

下面几节（特别是GENE阳C SUBDOMAIN这节）将给出制定这些决策的指导。

15.1.2 工作的分配

在项目团队中，技术能力最强的人员往往缺乏丰富的领域知识。这限制了他们的作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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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倾向于分派他们来开发一些支持组件，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一知识的缺乏使他们远离了
那些能够学到领域知识的工作。

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是很重要的，方怯是建立一支由开发人员和一位或多位领域专家组成的联
合团队，其中开发人员必须能力很强、能够长期稳定地工作井且对学习领域知识非常感兴趣，而
领域专家则要掌握深厚的业务知识。如果你认真对待领域设计，那么它就是一项有趣且充满技术
挑战的工作。你肯定也会找到持这种观点的开发人员。

从外界聘请一些短期的专业人员来设计CoREDOM皿4的关键环节通常是行不通的，因为团队
需要积累领域知识，而且短期人员会造成知识流失。相反，充当培训和指导角色的专家可能非常
有价值，因为他们帮助团队建立领域设计技巧，并促进团队成员使用尚未掌握的高级设计原则。

出于类似的原因，购买CORE DOMAIN也是行不通的。人们已经在建立特定于行业的模型框架
方面付出了一些工作，著名的例子就是半导体行业协会SEMATECH创立的用于半导体制造自动
化的CIM框架，以及IBM为很多业务开发的San Francisco框架。虽然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
但除了能够促进数据交换的PUBLISHED LANGUAGE （参见第14章）以外，其他结果并不理想。 ~ 
Domain-Specific Application Frameworks[Fayad and Johnson 2000］一书介绍了这项工作的总体状

况。随着这个领域的进步，可能会出现一些更有用的框架。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自主开发的软件的最大价
值来自于对COREDOMAIN的完全控制。 一个设计良好的框架可能会提供满足你的专门使用需求的
高水平抽象，它可以节省开发那些更通用部分的时间，井使你能够专注于Co阻。但是，如果它
对你的约束超出了这个限度，可能有以下3种原因。

(1）你正在失去一项重要的软件资产。此时应该让这些限制性的框架退出你的CORE DOMAIN。
(2）框架所处理的部分并不是你所认为的核心。此时应该重新划定Co阻 DOMAIN的边界，把

你的模型中真正的标志J性部分识别出来。

(3）你的CORE DOMAIN并没有特殊的需求。此时应该考虑采用一种风险更低的解决方案，如
购买软件井与你的应用程序进行集成。

不管是哪种情况，创建与众不同的软件还是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一一需要一支稳定工作的团
队，他们不断积累和消化专业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一个丰富的模型。没有捷径，也没有魔
陆。

15.2 精炼的逐步提升

本章接下来将要介绍各种精炼技术，它们在使用顺序上基本没什么要求，但对设计的改动却
大不相同。

一份简单的DOM础-I VISION STATEMENT （领域愿景说明）只需很少的投入，它传达了基本概
念以及它们的价值。 Him乱IGHTED CORE （突出核心）可以增进沟通，并指导决策制定，这也只需
对设计进行很少的改动甚至无需改动。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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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积极的精炼方法是通过重构和重新打包显式地分离出GENERIC SUBDOMAIN，然后单独进行

匹丑 处理。在使用COHESIVE MEC旧NISM的同时，也要保持设计的通用性、易懂性和柔性，这两个方

面可以结合起来。只有除去了这些细枝末节，才能把CORE剥离出来。

重新打包出一个SEGREGATED CORE （分离的核心），可以使这个CORE清晰可见（即使在代码

中也是如此），并且促进将来在CORE模型上的工作。

最富雄心的精炼是ABSTRACT Co阻（抽象内核） ，它用纯粹的形式表示了最基本的概念和关

系（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全面的重新组织和重构）。

每种技术都需要我们连续不断地技入越来越多的工作，但刀磨得越薄，就会越锋利。领域模

型的连续精炼将为我们创造一项资产，使项目进行得更快、更敏捷、更精确。

首先，我们可以把模型中最普通的那些部分分离出去，它们就是GENERIC SUBOO川剧（通用子领

~ 域）。 GENERIC SUBOOMAIN与co阻DoMAIN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含义。

15.3 模式： GENERIC SUBDOMAIN 

模型中有些部分除了增加复杂性以外并没有捕捉或传递任何专门的知识。任何外来因素都会

使CORE DOMAIN愈发的难以分辨和理解。模型中充斥着大量众所周知的－般原则 ， 或者是专门的

细节，这些细节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 ， 而只是起到支持作用 。 然而 ， 无论它们是多么通用的

元素 ， 它们对实现系统功能和充分表达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

模型中有你想当然的部分。不可否认，它们确实是领域模型的一部分，但它们抽象出来的概

念是很多业务都需要的。 比如，各个行业（女口运输业、银行业或制造业）都需要某种形式的企业

组织图。再比如，很多应用程序都需要跟踪应收账款、开支分类账和其他财务事项，而这些都可

以用一个通用的会计模型来处理。

通常，人们投注了大量精力去处理领域的周边问题。我亲眼目睹过两个不同项目都分派了最

好的开发人员来重新设计带有时区的日期和时间功能，这些工作耗费了他们数周的时间。虽然这

样的组件必须正常工作，但它们并不是系统的概念核心。

即使这样的通用模型元素确实非常重要，整个领域模型仍然需要把系统中最有价值和最特别

的方面突出出来，而且整个模型的组织应该尽可能把重点放在这个部分上。当核心与所有相关的

因素混杂在一起时， 这一点会更难做到。

因此：

识别出那些与项目意图无关的内聚子领域。 把这些子领域的通用模型提取出来 ， 井放到单独

的MODULE中 。 任何专有的东西都不应放在这些模块中。

把它们分离出来以后， 在继续开发的过程中 ， 它们的优先级应低于CORE DOMAIN的优先级 ，

并且不要分派核心开发人员来完成这些任务（因为他们很少能够从这些任务中获得领域知识） 。

此外 ， 还可以考虑为这些GENERIC SUBDOMAIN使用现成的解决方案或 “公开发布的模型”

(PUBLISHE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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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发这样的软件包时，有以下几种选择。

选择1 ：现成的解决方案

有时可以购买一个己实现好的解决方案，或使用开源代码。
优点

口可以减少代码的开发。

口维护负担转移到了外部。

口代码已经在很多地方使用过，可能较为成熟，因此比自己开发的代码更可靠和完备。
缺点

口在使用之前，仍需要花时间来评估和理解它。

口就业内目前的质量控制水平而言，无法保证它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口它可能设计得过于细致了（远远超出了你的目的），集成的工作量可能比开发一个最小化
的内部实现更大。

口外部元素的集成常常不顺利。它可能有一个与你的项目完全不同的BOUNDED CONTEXT。
即使不是这样，它也很难顺利地引用你的其他软件包中的ENTITY。

口它可能会引人对平台、编译器版本的依赖等。

现成的子领域解决方案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但如果它们常常会带来麻烦，那么往往就得不
偿失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成功案例一一一些应用程序需要非常精细的工作流，它们通过API挂
钩（APihook）成功地使用了商用的外部工作流系统。我曾经还见过错误日志被深入地集成到应
用程序中。有时， GENE阳CSUBDOMAIN被打包为框架的形式，它实现了非常抽象的模型，从而可
以与你的应用程序集成来满足你的特殊需求。子组件越通用，其自己的模型的精炼程度越高，它
的用处可能就越大。 @Q7J 

选择2：公开发布的设计或模型

优点

口比自己开发的模型更为成熟，并且反映了很多人的深层知识。
口提供了随时可用的高质量文档。

缺点

口可能不是很符合你的需要，或者设计得过于细致了（远远超出了你的需要）。
Tom Lehrer ( 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喜剧作曲家）曾经讲过数学上的成功秘诀是 ： “抄袭！抄 l'J;’ 

袭。不要让任何人的工作逃过你的眼睛……但一定要把这叫做研究。”在领域建模中，特别是在 ’-- 
攻克GE阳阳C SUBDOMAJN时，这是金玉良言。

当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模型时，如 《分析模式》［Fowler 1996］一书中所列举的那些模型（参
见第11章），这种方怯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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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领域中已经有了一种非常正式且严格的模型，那么就使用它。会计和物理学是我们立即

能想到的两个例子。这些模型不仅精简和健壮，而且被人们广泛理解，因此可以减轻目前和将来

的培训负担（参见10.9.2节）。

如果在一个公开发布的模式中能够发现一个简化的子集，它本身是一致的而且能够满足你的

要求，那么就不要强迫自己完全实现一个这样的模型。如果一个模型已经有人很好地研究过了，

井且提供了完备的文档，甚至已经得到正规化，那么重新去设计它就没有意义了。

选择3：把实现外包出去

优点

口使核心团队可以脱身去处理Co阻DOMA时，那才是最需要知识和经验积累的部分。

口 开发工作的增加不会使团队规模无限扩大下去，同时又不会导致CORE DOMAIN知识的

匹E 分散。
口强制团队采用面向接口的设计，并且有助于保持子领域的通用性，因为规格已经被传递

到外部。

缺点

口仍需要核心团队花费一些时间，因为他们需要与外包人员商量接口、编码标准和其他重

要方面。

口 当把代码移交回团队时，团队需要艳费大量精力来理解这些代码。（但是这个开销比理解

专用子领域要小一些，因为通用子领域不需要理解专门的背景知识。）

口代码质量或高或低，这取决于两个团队能力的高低。

自动测试在外包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应该要求外包人员为他们交付的代码提供单元测试。

真正有用的方法是为外包的组件详细说明甚至是编写自动验收测试，这有助于确保质量、明确规

格并且使这些组件的再集成变得顺利。此外，“把实现外包出去”能够与“公开发布的设计或模

型”完美地组合到一起。

选择4：内部实现

优点

口易于集成。

口 只开发自己需要的，不做多余的工作。

口可以临时把工作分包出去。

缺点

口 需要承受后续的维护和培训负担。

口很容易低估开发这些软件包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Q2J 当然，这也可以与“公开发布的设计或模型”结合起来使用。

GENERIC SUBDOMAIN是你充分利用外部设计专家的地方，因为这些专家不需要深入理解你特

有的COREDOMA肘，而且他们也没有太大的机会学习这个领域。机密性问题可以不用过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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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模块几乎不涉及专有信息或业务实践。 GENE阳CSVBDOMAIN可以减轻对那些不了解领域
知识的人员进行培训而带来的负担。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CORE模型的范围将会不断变窄，而越来越多的通用模型将作为
框架被实现出来，或者至少被实现为公开发布的模型或分析模式。但是现在，大部分模型仍然需
要我们自己开发，但把它们与CORE DOM皿4模型区分开是很有价值的。

Em'两个与时区有关的故事

我曾经两次亲眼目睹项目中最好的开发人员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来解决各个时区的时间存储
和转换问题。虽然我对这样的工作安排总是持怀疑态度，但有时它是必要的，而且下面这两个项
目几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一个项目是为货物运输系统设计日程安排软件。为了安排国际运输，准确的时间计算是非
常必要的，而由于所有这些日程安排都是按照当地时间计算的，因此运输过程的安排必然需要进
行时间转换。

既然这项功能需求已经确定了，团队就开始了Co阻DOM皿4的开发井利用现有的时间类和一
些哑数据进行了一些早期的应用程序迭代。随着应用程序不断成熟，现有的时间类已无怯满足项
目的要求，而且由于很多国家的时间是不同的，再加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变得
异常复杂。此时，他们的需求更加明确了，他们开始寻找现成的解决方案，但却没有找到。这样，
除了自己构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

这项任务需要做一番研究井进行精确的设计，因此团队领导打算分派一位最好的程序员来完 @IQ] 
成它。但这项任务并不需要任何运输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做这项任务也不会获得这样的知识，
因此他们选择了一位临时在项目上工作的程序员。

这位程序员并没有从头开始工作。他研究了几个现有的时区实现，但大部分并不能满足需要，
于是他决定把BSD Unix的一个公共的解决方案改造一下，它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数据库和C语言
实现。他通过逆向工程找出了其中的逻辑，并编写了一个数据库导入例程。

事实证明问题比他预计的要难得多（如涉及特殊情况的数据库导人），尽管如此他仍然完成
了代码的编写井与ω阻进行了集成，最终完成了产品的交付。

在另一个项目上发生的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一家保险公司开发一个新的理赔处理系统，他们
打算把各种事件发生的时间记录下来（发生车祸的时间、下冰雹的时间等）。这些数据是按照当 ... 
地时间记录的，因此需要用到时区功能。 .... 

当我参加这个项目时，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位初级（但很聪明的）开发人员来从事这项任务，
尽管应用程序的准确需求仍在变化中，而且项目甚至还没有开始尝试第一次迭代。他已经开始尽
职尽责地基于假设来构建一个时区模型。

由于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这位开发人员假设时区组件应该足够灵活，以便处理任何可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286 第四部分战略设计

能的情况。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太难了，因此项目又分派了一位高级开发人员来帮助他。他们编写

了复杂的代码，但由于还没有具体的应用程序使用这些代码，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代码是否能正

确工作。

项目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时区代码从未派上用场。但如果项目不中断，那么简单地存储标

明时区的当地时间可能就足够了，甚至不需要转换，因为这些时间数据主要用作参考，而不是用

于计算。即使需要转换，由于所有数据都来自北美洲，时区转换也相对很简单。

过分关注时区带来的主要代价是忽略了COREDOMAIN模型。如果他们能够把同样的精力放在

回 核心模型上，可能早就为自己的应用程序开发出了一个有效的原型和一个初步的、可以工作的领

域模型。此外，那些长期稳定地在项目上工作的开发人员此时本来应该对保险领域有所了解了，

以便为团队积累关键知识。

有一件事情这两个团队都做得很正确，那就是把通用的时区模型明确地从CORE DOMAIN中分

离出来。如果在运输模型或保险模型中使用各自专用的时区MODULE，那么这会导致核心模型与

这个通用的支持模型藕合在一起，使得CORE模型更难以理解（因为它将包含无关的时区细节）。

而且时区模块可能更难维护（因为维护人员必须理解核心以及它与时区的相互关系）。

运输项目的篝畸

优点

口 GENE阳C模型与CORE分离

口 Co阳模型较成熟．因此资源的转移不会
妨碍它

口 明确知道需要什么功能

口 为跨国的日程安排提供了关键支持功能
口 GENERIC模块的任务使用了短期程序员

缺点

口 最好的程序员没有从事核心工作

保险项目的策略

优点

口 GENE阳C模型与Co阻分离

缺点

口 CORE模型未被开发出来，因此关注其他问题导致
核心模型继续被忽略

口 由于需求不明确，所以试图开发一个能满足所有
需求的模块，而实际上只需简单地提供北美地区
的时区转换功能就足够了

口 安排长期工作的程序员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们本
来应该成为领域知识的储备库

技术人员喜欢处理那些可定义的问题（如时区转换），而且很容易就能证明他们花时间做这

些工作是值得的。但严格地从优先级角度来看，他们应该先去完成CORE DOMAIN的工作。

15.3.1 通用不等于可重用

注意，虽然我一直在强调这些子领域的通用性，但我并没有提代码的可重用性。现成的解决

方案可能适用于某种特殊情况，也可能不适用，但假设你要自己实现代码（内部实现或外包出去），

[ill] 那么不要特别关注代码的可重用性。因为那样做会违反精炼的基本动机一一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大
部分精力投入到CORE DOMAIN工作中，而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在支持性的GE阳阳C SUBDOMAIN中投

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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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确实会发生，但不一定总是代码重用。模型重用通常是更高级的重用，例如，当使用公
开发布的设计或模型的时候就是如此。如果你必须创建自己的模型，那么它在以后的相关项目中
可能很有价值。但是，虽然这样的模型概念可能适用于很多情况，我们也不必把它开发成“万能
的”模型。我们只要把业务所需的那部分建模出来井实现即可。

尽管我们很少需妥考虑设计的可重用性，但通用子领域的设计必须严格地限定在通用概念的

范团之内 。 如果把行业专用的模型元素引入到通用子领域中，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它会妨碍
将来的开发。虽然现在我们只需要子领域模型的一小部分，但我们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如果把任
何不属于子领域概念的部分引入到设计中，那么再想灵活地扩展系统就很难了，除非完全重建原
来的部分并重新设计使用该部分的其他模块。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些行业专用的概念要么属于COREDOMAIN，要么属于它们自己的更
专业的子领域，而且这些专业的模型比通用子领域更有价值。

15.3.2 项目风险管理

敏捷过程通常要求通过尽早解决最具风险的任务来管理风险。特别是XP过程，它要求迅速
建立并运行一个端到端的系统。这种初步的系统通常用来检验某种技术架构，而且人们会试图建
立一个外围系统，用来处理一些支持性的GENE阳C SUBDOMAIN，因为这些子领域通常更易于分析。
但是要注意，这可能会不利于风险管理。

项目面临着两方面的风险，有些项目的技术风险更大，有些项目则是领域建模的风险更大一
些。端到端的系统是实际系统中最困难部分的“雏形” 一一它控制风险的能力也仅限于此。当使
用这种雏形肘，我们很容易低估领域建模的风险。这种风险包括未预料到存在复杂性、与业务专 区国
家的交流不够充分，或者开发人员的关键技能存在欠缺等。

因此，除非团队拥有精湛的技术井且对领域非常熟悉，否则第一个雏形系统应该以CORE
DOMAIN的某个部分作为基础，不管它有多么简单。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任何试图把高风险的任务放到前面处理的过程。 Co阻DOMAil咱就是高风
险的，因为它的难度往往会超出我们的预料，而且如果没有它，项目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本章介绍的大多数精炼模式都展示了如何修改模型和代码，以便提炼出COREDOMAIN。但是，
接下来的两个模式DOMAIN VISION STATEMENT和HIGHLIGHTED CO阳将展示如何用最少的投入通过

补充文档来增进沟通、提高人们对核心的认识并使之把开发工作集中到CORE上来． ．．．． ．

15.4 模式： DOMAIN V1s1or叫 STATEMENT

在项目开始时， 模型通常并不存在， 但是模型开发的需求是旱就确定下来的重点。 在后面的
开发阶段， 我们需要解释清楚系统的价值， 但这并不需要深入地分析模型。 此外 ， 领域模型的关
键方面可能跨越多个BOUNDED CONTEXT ， 而且从定义上看 ， 无法将这些彼此不同的模型组织起
来表明其共同的关注点。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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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项目团队都会编写“愿景说明”以便管理。最好的愿景说明会展示出应用程序为组织带

来的具体价值。一些愿景说明会把创建领域模型当作一项战略资产。通常，愿景说明文档在项目启

动以后就被弃之不用了，而在实际开发过程中从来不会使用它，甚至根本不会有技术人员去阅读它。

DOMAil叶 VISION STATEMENT就是模仿这类文档创建的， 但它关注的重点是领域模型的本质，

以及如何为企业带来价值。在项目开发的所有阶段，管理层和技术人员都可以直接用领域愿景说

明来指导资源、分配、建模选择和团队成员的培训｜｜。如果领域模型为多个群体提供服务，那么此文

档还能够显示出他们的利益是如何均衡的。

因此：

写一份CORE DOMAIN的简短描述（大约一页纸）以及它将会创造的价值， 也就是 “价值主张

那些不能将f尔的领域模型与其他领域模型区分开的方面就不要写了。展示出领域模型是如何实现

和均衡各方利益的。这份描述要尽量精简。尽早把它写出来， 随着新的理解随时修改它。

DOMAil叶 VISION STATEMENT可以用作一个指南，它帮助开发团队在精炼模型和代码的过程中

保持统一的方向。团队中的非技术成员、管理层甚至是客户也都可以共享领域愿景说明（当然，

[ill] 包含专有信息的情况除外）。
以下两个表格分别包含了航班预定系统和半导体工厂自动化系统的凶M础叫V!SJONSTA:四阳盯。

以下内容是DOMAIN VISION STATEMENT 

的一部分

航班预订系统

模型可以表示出乘客的优先级和航班预订策略，并根据

灵活的政策来平衡这些方面．乘客模型应该反映出航空公

司努力发展与回头客的关系这一点。因此，它应该用简明

的形式表示出乘客的历史记录、参与过的特殊活动以及与

战略企业客户的关系等。

表示出不同用户的不同角色（如乘客、代理商、经理），
以便丰富关系模型并为安全框架提供所需的信息。
模型应该支持高效的航线／座位搜索，并与其他已有的

航空预订系统集成．

以下内容是DOMAIN VISION STATEMENT 

的一部分

半导体工厂自动化

领域模型将表示出材料和设备在芯片厂中的状态，以便

提供必要的审计跟踪， 并支持自动化的工艺流程。
模型不包括工艺流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源，但必须通过下

载工艺配方来实现有选择性的流程自动化。

工厂状况的描述应该使管理人员能够理解，以便使他们

有更深层的认识并制定更好的决策。

以下内容虽然很重要，但它不是DOMAIN

VISION STATEMENT的一部分

航班预订系统

用户界面应该兼顾新老用户 ， 让老用户能够快速流畅地
操作，让新用户也能易于使用。
系统将提供Web访问，可以把数据传输到其他系统，或

通过其他的四提供访问，因此接口应该用却也来设计，并

使用转换层来服务Web页面或把数据转换到其他系统中。

彩色的动画logo将缓存到客户机器上，以便将来访问时

能够快速显示。
当客户提交预订时，在5秒钟内提供可以看到的确认信

息。
安全框架将验证用户的身份，然后根据分配给特定用户

角色的权限来限制他能够访问的具体特性．

以下内容虽然很重要， 但它不是DOMAIN

VISION STATEMENT的一部分

半导体工厂自动化

软件应该能够通过一个servlet提供Web访问，但它的结

构应该允许使用不同的接口 。
尽可能使用行业标准的技术，以避免内部开发，减少维

护成本，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郁的专业资源． 应该把开源

解决方案作为首选（虫日Apache Web服务器） 。

WebU务吉普将在专用服务器上运行。 应用程序将在另一

台单独的专用服务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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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号卡 号！＜－

DOMAIN VISION STATEMENT为团队提供了统一的方向。但在高层次的说明和代码或模型的完
整细节之间通常还需要做一些衔接…… ~ 

15.5 模式： HIGHLIGHTED CORE 

DOMA刑 VISION STAT卫MENT从宽泛的角度对CORE DOMAIN进行了说明 ， 但它把什么是具体核
心模型元素留给人们自己去解释和猜测。除非团队的沟通极其充分，否则单靠VISION STATEMENT 

是很难产生什么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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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团队成员可能大体上知道核心领域是由什么构成的 ， 但CORE DOMAIN中到底包含哪些元
素，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总是要
不断过滤模型以便识别出关键部分， 那么就会分散本应该投入到设计上的精力 ， 而且这还需要广
泛的模型知识。 因此 ， CORE DOMAIN必须要很容易被分辨出来。

对代码所做的重大结构性改动是识别CORE DOMAIN的理想方式，但这些改动往往无法在短期
内完成。事实上 ， 如果团队的认识还不够全面 ， 这样的重大代码修改是很难进行的。
通过修改模型的组织结构（如划分GE阳则C SUB DOMAIN和本章后面要介绍的一些改动），可

以用MODULE表达出核心领域。但如果把它作为表达Co阻 DOM皿4的唯一方怯，那么对模型的改
动会很大，因此很难马上看到结果。

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种轻量级的解决方案来补充这些激进的技术手段。可能有一些约束使你无
怯从物理上分离出Co阻，或者你可能是从已有代码开始工作的，而这些代码并没有很好地区分
出Co阻，但你确实很需要知道什么是CORE并建立起共识，以便有效地通过重构进行更好的精炼。
即使到了高级阶段，通过仔细挑选几个图或文挡，也能够为团队提供思考的定位点和切入点。

无论是使用了详尽的UML模型的项目，还是那些只使用很少的外部文档井且把代码用作主
要的模型存储库的项目（如XP项目），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极限编程团队可能采用更简洁的做怯，
他们更少地使用这些补充解决方案，而且只是临时使用（例如，在墙上挂一张手绘的图，让所有
人都能看到），但这些技术可以很好地结合到开发过程中。

把模型的一个特别部分连同它的实现一起区分出来，这只是对模型的一种反映，而不必是模
型自身的一部分。任何使人们易于了解CORE DOM皿4的技术都可以采用。这类解决方案有两种典
型的代表性技术。

15.5.1 精炼文档

我经常会创建一个单独的文档来描述和解释CORE DOMAIN。这个文档可能很简单，只是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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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概念对象的清单。它可能是一组描述这些对象的图，显示了它们最重要的关系。它可能在抽

象层次上或通过示例来描述基本的交互过程。它可能会使用m.在L类图或序列图、专用于领域的

非标准的图、措辞严谨的文字解释或上述这些元素的组合。精炼丈档并不是完备的设计丈挡。它

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切入点，描述并解释了核心，井给出了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核心部分的理由。精

炼文档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总体视图，指出了各个部分是如何组合到一起的，井且指导读者到相应

的代码部分寻找更多细节。

因此（作为HIGHLIGHTED CORE （突出核心）的一种形式）：

编写一个非常简短的文档（3～7页 ， 每页内容不必太多） ， 用于描述CORE DOMAIN以及CORE

元素之间的主要交互过程。

独立文档带来的所有常见风险也会在这里出现：

(1）文档可能得不到维护 E

(2）文档可能没人阅读；

(3）由于有多个信息来源，文档可能达不到简化复杂性的目的。

控制这些风险的最好方怯是保持绝对的精筒。剔除那些不重要的细节，只关注核心抽象以及

它们的交互，这样文档的老化速度就会减慢，因为这个层次的模型通常更稳定。

~ 精炼文档应该能够被团队中的非技术人员理解。把它当作一个共享的视图，描述每个人都应

该知道的东西，而且可以把它作为团队所有成员研究模型和代码的一个起点。

15 . 5.2 标明CORE

我以前参加过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项目，在上班的第一天，有人给了我一份200页的“领域

模型”文档的复印件，这个文档是花高价从一家行业协会购买的。我花了几天时间仔细研究了一

大堆类圈，它们涵盖了所有细节，从详细的保险政策组合到人们之间极为抽象的关系模型。这些

模型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有的只有高中生的水平，有的却相当好（有几个甚至描述了业务规则，

至少在附带的文本中做了描述）。但我要从哪里开始工作呢？要知道它有200页啊。

这个项目的人员热衷于构建抽象框架，我的前任们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以及

人与活动或协议之间的抽象关系模型。他们确实对关系进行了很好的分析，而且模型实验也达到

了专业研究项目的水准，但却并没有使我们找到开发这个保险应用程序的任何思路。

我对它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幅删减，找到一个小的CORE DOMAIN井重构它，然后再逐步添加其

他细节。但我的这个观点使管理层感到担心。这份文档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它是由整个行业的专．

家们编写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付给协会的费用远远超过付给我的费用，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慎重

考虑我所提出的要进行彻底修改的建议。但我知道必须有一个共享的Co阻DOMAlN视图，井让每

个人的工作都以它为中心。

我没有进行重构，而是走查了文档，井且还得到了一位既懂得大量保险业一般知识又了解我

们这个特殊应用程序的具体需求的业务分析师的帮助，把那些体现出基本的、区别于其他系统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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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部分标识出来，这些是我们真正需要处理的部分。我提供了一个模型的导航圈，它清晰地显
示了核心，以及它与支持特性的关系。 GI2J 

我们从这个角度开始了建立原型的新工作，很快就开发出了一个简化的应用程序，它展示了
一些必需的功能。

这沓两磅重的再生纸变成了一项有用的业务资产，而我做的只是加了少量的页标和一些黄色
标记。

这种技术并不仅限于纸面上的对象图。使用大量U孔{L图的团队可以使用一个 “原型”
(Stereotype）来识别核心元素。把代码用作唯一模型存储库的团队可以使用注释（可以采用Java

D oc 这样的结构），或使用开发环境中的一些工具。使用哪种特定技术都没关系，只要使开发人员
容易分辨出什么在核心领域内，什么在核心领域外就可以了。

因此（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回G甩IGHTED Co阻） ：

把模型的主要存储库中的CORE DOMAIN标记出来，不用特意去阐明其角色。使开发人员很容
易就知道什么在核心内 ， 什么在核心外。

现在，我们只做了很少的处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处理模型的人员就已经清晰地看到Co阻
DOMAIN了 ， 至少模型已经被整理得很好，使人们很容易分清各个部分的组成。

15.5.3 把精炼文档作为过程工具

理论上，在XP项目上工作的任何结对成员（两位一起工作的程序员）都可以修改系统中的
任何代码。但在实际中， 一些修改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需要更多的商量和协调。按照项目通常
的组织形式，当在基础设施层中工作时，变更的影响可能很清楚： 但在领域层中 ， 影响就不那么
明显了。

从COREDOMAIN的概念来看，这种影响会变得清楚。更改Co阻DOMAIN模型会产生较大的影
响。对广泛使用的通用元素进行修改可能要求更新大量的代码，但不会像COREDOMAIN修改那样
产生概念上的变化。

把精炼文档作为一个指南。如果开发人员发现精炼文档本身需要修改以便与他们的代码或模
型修改保持同步，那么这样的修改需要大家一起协商。这种修改要么是从根本上修改CORE
DOMAIN元素或关系：要么是修改Co阻 DOMAIN的边界，把一些元素包含进来，或是把一些元素 巨型
排除出去。不管使用什么沟通渠道（包括新版本的精炼文档的分发） ， 模型的修改都必须传达到
整个团队。

如果精炼文档概括了CORE DOMAIN的核心元素，那么它就可以作为一个指示器一一用以指
示模型改变的重要程度。当模型或代码的修改影响到精炼文档时 ， 需要与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协
商。 当对精炼文档做出修改时 ， 需要立即通知所有团队成员，而且要把新版本的文档分发给他
们。 CORE外部的修改或精炼文档外部的细节修改则无需协商或通知，可以直接把它们集成到系
统中 ， 其他成员在后续工作过程中自然会看到这些修改。这样开发人员就拥有了XP所建议的完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292 第四部分战略设计

金的自治性。

3卡－＞t号

尽管VISION STATEMENT和HIGHLIGHTED Co阻可以起到通知和指导的作用，但它们本身并没有

修改模型或代码。具体地划分GENERIC SUBDOM尬J可以除去一些非核心元素。接下来的几个模式

@TI 着眼于从结构上修改模型和设计本身，目的是使Co阻DOMAIN更明显，更易于管理。

15.6 模式： COHESIVE MECHANISM 

封装机制是面向对象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把复杂算法隐藏到方法中，再为方怯起一个一看

就知道其用途的名字，这样就把“做什么”和“如何做”分开了。这种技术使设计更易于理解和

使用。然而它也有一些先天的局限性。

计算有时会非常复杂，使设计开始变得膨胀。机械性的“如何做”大量增加，把概念性的“做

什么”完全掩盖了。为解决问题提供算法的大量方法掩盖了那些用于表达问题的方法。

这种方怯的扩散是模型出问题的一种症状。这时应该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的理解，从而找到

更适合解决问题的模型和设计元素。首先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是找到一个能使计算机制变得简单的

模型。但有时我们会发现，有些计算机制本身在概念上就是内聚的。这种内聚的计算概念可能井

不包括我们所需的全部计算。我们讨论的也不是一种万能的计算器。把内聚部分提取出来会使剩

下的部分更易于理解。

因此：

把概念上的COHESIVE MECHANISM （内聚机制）分离到一个单独的轻量级框架中。要特别注

意公式或那些有完备文档的算法。用一个INTENTION-REVEALING INTERFACE来暴露这个框架的功

能。现在， 领域中的其他元素就可以只专注于如何表达问题（做什么）了 ， 而把解决方案的复杂

细节（如何做）转移给了框架。

然后，这些被分离出来的机制承担起支持的任务，从而留下一个更小的、表达得更清楚的

CORE DOMAIN，这个核心以更加声明式的方式通过接口来使用这些机制。

把标准的算法或公式识别出来以后，可以把一部分设计的复杂性转移到一系列已经过深入

研究的概念中。在这种方蓓的引导下，我们可以放心地实现一个解决方案，而且只需进行很少

的尝试和改错。我们可以依靠其他一些了解这种算法或至少能够查到相关资料的开发人员。这

回个好处类似于从公开发布的GENERIC SUBDOMAIN模型获得的好处，但找到完备的算陆或公式计

算的机会比利用通用子领域模型的机会更大一些，因为这种水平的计算机科学已经有了较深入

的研究。但是，我们仍常常需要创建新的算怯。创建的算怯应该主要用于计算，避免在算注中

混杂用于表达问题的领域模型。二者的职责应该分离。 Co阻 DOMAIN或GENERfC SUBDOMAIN的

模型描述的是事实、规则或问题。而COHESIVE MECHANISM则用来满足规则或者用来完成模型指

定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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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噩，从组织结构图中分离出一个COHESIVE MECHANISM 

我曾经在一个项目上经历过这种分离过程，这个项目需要一种非常详细的组织结构图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表示出一个人正在为谁工作以及他属于哪个分支部门，模型还提供了一个接口，通
过这个接口可以提出和回答相关的问题。由于大部分问题都类似于“在这个指挥链中谁有权批准
这件事”或“在这个部门中谁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因此团队意识到大部分复杂性都来自于遍
历组织树中的特定分支，从中搜索特定的人员或关系。这恰好是成熟的图系统所能够解决的问题，
图是一个由弧连接的节点集合（弧叫做边）以及遍历图所需的规则和算法组成。
负责这项工作的开发人员开发出了一个图的遍历框架，并把它实现为一种COHESIVE

胞C队NISM。这个框架使用了标准的图术语和算怯，大多数计算机专业人员都很熟悉这些术语和
算搓，而且它们在教科书中也大量出现。这位开发人员井没有实现一个完整的概念框架，而只是
实现了它的一个子集，该子集涵盖了组织模型所需的功能。而且由于采用了INTENTION-REVEALING
IN四即'ACE，因此获取答案的方式井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现在，组织模型可以用标准的图术语简单地把每个人表示为一个节点，把人们之间的关系表
示为连接这些节点的边（弧）。这样，使用这个图框架机制就可以找到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 [ill] 

如果这个机制被混杂到领域模型中，那么将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模型会与一个用于解决问
题的特殊方怯藕合在一起，这将限制将来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组织的模型将变得异常复杂和混
乱。把该机制与模型分开的好处是可以用声明式的风格来描述组织，使组织结构变得更清晰。而
且用于图操作的复杂代码被分离到一个单纯的、基于成熟算蓓的机制框架中，从而可以进行单独
的维护和单元测试。

COHESIVE MECHANISM的另一个例子是用一个框架来构造SPECIFICATION对象，并为这些对象

所需的基本的比较和组合操作提供支持。利用这个框架， CORE DOMAIN;f日G卧IBRIC SUBDOMAIN可

以用SPECIFICATION模式中所描述的清晰的、易于理解的语言来声明它们的规格（参见第10章）。
这样，比较和组合等复杂操作可以留给框架去完成。

来朱来

15.6.1 GENERIC SUBDOMAIN与COHESIVE MECHANISM的比较

GENERIC SUBDOMAIN与COHESIVE MEC队NISM的动机是相同的一一都是为CORE DOM剧减负。 l!r:m 
区别在于二者所承担的职责的性质不同。 GENE阳CSUBDOMAIN是以描述性的模型作为基础的，它 …· 
用这个模型表示出团队会如何看待领域的某个方面。在这一点上它与CORE DOMAIN没什么区别，
只是重要性和专门程度较低而已。 COHESIVE MECHANISM并不表示领域，它的目的是解决描述性

模型所提出来的一些复杂的计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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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提出问题， COHESIVE MECHANlSM解决问题。

在实践中，除非你识别出一种正式的、公开发布的算法，否则这种区别通常并不十分清楚，

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在后续的重构中，如果发现一些先前未识别的模型概念会使这种机制变得

[ill] 更为简单，那么就可以把这种算法精炼成一种更纯粹的机制，或者转换为一个GENE阳C

SUBDOMAIN 。

15.6.2 MECHANISM是CORE DOMAIN一部分

我们几乎总是想要把MEC队NISM从CORE DOMAfN中分离出去。例外的情况是MEC队.NlSM本身

就是专有的并且是软件的一项核心价值。有时，非常专用的算法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如果一个

非常高效的算战（用于计算日程安排）是运输物流应用程序中的标志性特性之一，那么该机制就

可以被认为是概念核心的一部分。我以前参加过一个投资银行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非常

专业的风险评估算蓓，它无疑是COREDOMAIN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个算陆是高度机密的，甚至

大部分核心开发人员都看不到它们）。当然，这些算怯可能是一个用于预测风险的规则集的特殊

实现。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深层的模型，从而用一种封装的解决机制把这些规则

显式地表达出来。

但那只是将来要做的进一步改进。是否做这个决定取决于成本－效益分析。实现新设计的难

度有多大？当前设计有多难理解和修改？采用更高级的设计后，对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来说，设计

会得到多大程度的简化？当然，有人对新模型的组成有什么想怯吗？

E盟，绕了一圈 ME CHA川又重新回到组织结构圈中

实际上，在我们完成了前面示例中的组织模型一年之后，其他开发人员又重新设计了它，

取消了分离的图框架。他们认为对象数量在增加，而且把这种MEc队NTSM分离到单独的包中也

[§] 会变得很复杂，于是觉得这二者没必要如此。相反，他们把节点行为添加到组织ENηTY的父类

中。但他们保留了组织模型的声明式公共接口。他们甚至在组织ENηTY中保持了MECHANISM的

封装。

绕弯路之后又返回到原来的老路上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并不会退回到起点。最终结果通常是

得到了一个更深层的模型，这个模型能够更清楚地区分出事实、目标和MEc队NlSM。实用的重构

在保留中间阶段的重要价值的同时还能够去除不必要的复杂性。

15.7 通过精炼得到声明式风格

声明式设计和“声明式风格”是第10章的一个主题，但在本章的战略精炼这个话题上，有必

要特别提一下这种设计风格。精炼的价值在于使你能够看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不让无关细节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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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注意力，井通过不断削减得到核心。如果领域中那些起到支持作用的部分提供了一种简练的
语言，可用于表示CORE的概念和规则，同时又能够把计算或实施这些概念和规则的方式封装起
来，那么CORE DOMAIN的重要部分就可以采用声明式设计。

COHESIVE MECHANISM用途最大的地方是它通过一个INTENTION-REVEALING INTERFACE来提供
访问，井且具有概念上一致的ASSERTION和SIDE-EFFECT-F阻E FUNCTION。利用这些MEC旧NISM和
柔性设计， CORE DOMAIN可以使用有意义的声明，而不必调用难懂的函数。但最不同寻常的回报
来自于使Co阻DOMAIN的一部分产生突破，得到一个深层模型，而且这部分核心领域本身成为了
一种语言，可以灵活且精确地表达出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深层模型往往与相对应的柔性设计一起产生。柔性设计变得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一组易
于理解的元素，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它们组合到一起来完成复杂的任务，或表达复杂的信息，就像
单词组成句子一样。此时，客户代码就可以采用声明式风格，而且更为精炼。

把GE阳则C SUBDOM刷提取出来可以减少混乱，而COHESIVE MEC队NISM可以把复杂操作封
装起来。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更专注的模型，从而减少了那些对用户活动没什么价值的、分散注意
力的方面。但我们不太可能为领域模型中所有非Co阻元素安排一个适当的去处。 SEGREGATED
Co阻（分离的核心）采用直接的方法从结构上把CORE DOMAIN划分出来。

15.8 模式： SEGREGATED CORE 

模型中的元素可能有一部分属于CORE DOMAIN，而另一部分起支持作用。核心元素可能与一
般元素紧密搞合在一起。 CORE的概念内聚性可能不是很强，看上去也不明显。这种混乱性和辑
合关系抑制了CORE. 设计人员如果无法清晰地看到最重要的关系，就会开发出脆弱的设计。

通过把GENE阳CSUBDOMAIN提取出来，可以从领域中清除一些干扰性的细节，使CORE变得更
清楚。但识别和澄清所有这些子领域是很困难的工作，而且有些工作看起来并不值得去做。同时，
最重要的Co阻DOMAIN仍然与剩下的那些元素纠缠在一起。

因此：

对模型进行重构．把核心概念从支持性元素（包括定义得不清楚的那些元素）中分离出来，
并增强CORE的内聚性，同时减少它与其他代码的搞合。把所有通用元素或支持性元素提取到其
他对象中，并把这些对象放到其他的包中一一即使这会把一些紧密相合的元素分开。

这里基本上采用了与GENERIC SUBDOMAIN－样的原则，只是从另一个方向来考虑而己。那些
在应用程序中非常关键的内聚子领域可以被识别出来，井分离到它们自己的内聚包中。如何处理
剩下那些未加区分的元素虽然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略低。这些元素或多或少地可以保留在原先
的位置，也可以放到包含了重要类的包中。最后，越来越多的剩余元素可以被提取到GENE阳C
SUBDOMAll咱中。但就目前来看，使用哪种简单解决方案都可以，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SEGREGATED
CORE （分离的核心）上即可。

因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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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重构得到SEGREGATED CORE的一般步骤如下所示。

[ill] (1）识别出一个CORE子领域（可能是从精炼文档中得到的）。

ο）把相关的类移到新的MODULE中，井根据与这些类有关的概念为模块命名。

(3）对代码进行重构，把那些不直接表示概念的数据和功能分离出来。把分离出来的元素放

到其他包的类（可以是新的类）中。尽量把它们与概念上相关的任务放在一起，但不要为了追求

完美而浪费太长时间。把注意力放在提炼Co阻子领域上，并且使CORE子领域对其他包的引用变

得更明显且易于理解。

(4）对新的SEGREGATED CORE MODULE进行重构，使其中的关系和交互变得更简单、表达得更

清楚，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并澄清它与其他MODULE的关系（这将是一个持续进行的重构目标）。

(5）对另一个Co阻子领域重复这个过程，直到l完成SEGREGATED CORE的工作。

15.8.1 创建SEGREGATED CORE的代价

有时候，把CORE分离出来会使得它与那些紧密藕合的非CORE类的关系变得更晦涩，甚至更

复杂，但CORE DOMAIN更清晰了，而且更易于处理，因此获得的好处还是足以抵偿这种代价。

SEG阻GATED CORE使我们能够提高Co阻DOMAIN的内聚’性。我们可以使用很多有意义的方式
来分解模型，有时在创建SEG阻GATED CO阻时，可以把一个内聚性很好的MOD叽E拆分开，通过

牺牲这种内聚性来换取COREDOM.J哑J的内聚性。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企业软件的最大价值来自

于模型中企业的那些特有方面。

当然，另一个代价是分离Co阻需要付出很大的工作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做出SEGREGATED

CORE的决定时，有可能需要开发人员对整个系统做出修改。

当系统有一个很大的、非常重要的BOUNDED CONTEXT时，但模型的关键部分被大量支持性

[ill] 功能掩盖了，那么就需要创建SEGREGATED CORE了。

15.8.2 不断发展演变的团队决策

就像很多战略设计决策所要求的一样，创建SEGREGATED CORE需要整个团队一致行动。

这一行动需要团队的一致决策，而且团队必须足够自律和协调才能执行这样的决策。困难之

处在于既要约束每个人使其都使用相同的CORE定义，又不能一成不变地去执行这个决策，由

于CORE DOMAIN也是不断演变的（像任何其他设计方面一样），在处理SEGREGATED CORE的过

程中我们会不断积累经验，这将使我们对什么是核心什么是支持元素这些问题产生新的理解。

我们应该把这些理解反馈到设计中，从而得到更完善的CORE DOMAIN和！ SEGREGATED Co阻

MODULE的定义。

这意味着新的理解必须持续不断地在整个团队中共享，但个人（或编程对）不能单方面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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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解擅自采取行动。无论团队采用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团队一致通过也好，由领导者下命
令决定也好 ， 决策过程都必须具有足够的敏捷性，可以反复纠正。团队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以
便使每个人都共享同一个Co阻视图。

E翅，把货物运输模型的CORE分离出来
我们从图 15-2所示的模型开始，把它作为货物运输调度软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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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回
注意，与实际应用程序所需的模型相比，这个模型是高度简化的。 真实的模型过于复杂，不

适合作为例子。因此 ， 尽管这个示例的复杂程度可能不足以驱使我们创建SEG阻GATED CO阻，但
可以把这个模型想象得十分复杂，很难解释，而且无怯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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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运输模型的实质是什么？通常“梗概”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据此，我们可能会注意到

Pricing （定价）和Invoice （发票）上飞 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看一下DOMA时VISION STATEMENT。以

下就是从愿景说明中摘录的：

…·提高操作的可见性，并提供史快速可靠地满足客户需求的工具……

这个应用程序并不是为销售部门设计的，而是供公司一线操作人员使用。因此，我们把所有

与金钱有关的问题（当然很重要）归结为支持性作用。已经有人把一些这样的项放到一个单独的

包（Billing）中。我们可以保留这个包，井进一步确认它起到支持作用。

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货物处理上：根据客户需求来运输货物。我们把与这些活动直接相

关的类提取出来放到一个新的包Delivery中，这样就产生了一个SEGREGATED CORE，如图 15-3

所示。

大部分操作都只是把类移动到新的包中，但模型本身也有几处改动。

尸？叫 首先， Custom叫greem创对Handling Step进行了约束。这是团队在分离CORE过程中获得的

性旦J 典型理解。由于团队把注意力放在有效、正确的运输上，显然Customer Agreement中的运输约束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在模型中显式地表达出来。

另一项更改更有实效。在重构之后的模型中， Customer Agreement直接连接到］Cargo，而不再

需要通过Customer进行导航（在预订Cargo时， Customer Agreement必须像Customer一样连接到

C缸go）。在实际运输时， Customer与运输作业的关系不如Agreement与作业的关系紧密。而在原

来的模型中，必须根据Customer在运输中的角色找到正确的Customer，然后再查询其Customer

Agreement0 这种交互使得模型的表述不易理解。新的关联使那些最重要的场景变得尽可能简单

和直接。现在就很容易把Customer完全从CORE中分离出去了。

那么到底是否应该把Customer提取出来呢？我们的关注点是要满足Customer的需求，因此最

初看上去Customer应该属于CORE。然而，由于运输期间的交互现在可以直接访问Customer

Agreement了，因此就不再需要Customer类。这样Customer的基本模型就非常通用了。

Leg是否应该保留在CORE中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我的意见是Co阻应保持最小

化，而且Leg与Transport Schedule 、 Routing Service和Location具有更紧密的联系，而这三者都不

需要在CORE中。但是，如果这个模型描述的很多场景都涉及Leg，那么我就会把它移到］Delivery

包中，即使把它与上面那些类分开显得有些不协调。

在这个例子中，所有类定义都与先前相同，但精炼通常都需要对类进行重构，以便分离出通

用职责和领域专有职责，然后就可以把核心分离出来了。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SEG阻GATED CO阻，重构就完成了。但剩下的Shipping包正是“把CORE

提取出来后剩下的所有东西”。我们可以再进行其他的重构过程，以便得到更清晰的打包方式，

①原文bottom line是一个双关语，其可以指财务盈亏结算， 也可以指概览。因此，作者才说可能会先注意到财务上

的东西． 一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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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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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按照客户需求可靠地运输货物是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

299 

回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国

300 第四部分战略设计

Cargo 

cargo Id 
weight 
HazMat code 

Bill of Lading 

Customer 

Customer 

: Customer Agreement 

Customer 
Agreement 

· Pricing Model 

{Agreement may constrain route} 
{Agreement may 

Route Specification 

origin: Location 
destination: Location 
customs (opt): Location 

∞叫叫

{Itinerary must satisfy specification} 

。” l I Itinerary 

collection of Legs 

t 
Handling Step 

collection of Equipment 

og1st1cs 

id 

Transport 
Schedule 

Leg 

load 
山让oad

Equipment 
Inventory 

Router 

Location 

Equipment 

图 15-4 完成SEGREGATED CORE之后留下的有意义的非Co阻子领域MODULE

这种效果不是一次就能实现的，可能需要经过多次重构。于是，我们最后得到了一个

SEGREGATED CORE包、一个GENE阳C SUBDOMAIN和两个起支持作用的领域专用包。在有了更深

层的理解后，可能会为Customer创建一个GENERIC SUBDOMAIN，或者将Customer专用于运输。

识别有用的、有意义的MODULE是一项建模活动（正如第5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开发人员和

领域专家在战略精炼中进行协作，这种协作是知识消化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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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模式： ABSTRACT CORE 

且

通常，即便是Co阻DOMAIN模型也会包含太多的细节，以至于它很难表达出整体视图。

专长 号卡 米

我们处理大模型的方法通常是把它分解为足够小的子领域，以便能够掌握它们并把它们放到
一些独立的MODULE中。这种简化式的打包风格通常是行之有效的，能够使一个复杂的模型变得易
于管理。但有时创建独立的MOD叽E反而会使子领域之间的交互变得晦涩难懂，甚至变得更复杂。

当不同MODULE的子领域之间有大量交互时，要么需要在MODULE之间创建很多引用，这在
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划分模块的价值；要么就必须间接地实现这些交互，而后者会使模型变得晦涩
难懂。

我们不妨考虑采用横向切割而不是纵向切割的方式。多态性（polymorphism）允许我们忽略
抽象类型实例的很多细节变化。如果MOD叽E之间的大部分交互都可以在多态接口这个层次上表
达出来，那么就可以把这些类型重构到一个特定的CORE MODULE中。

这里井不是寻找技术上的技巧。只有当领域中的基本概念能够用多态接口来表达时，这才是
一种有价值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把这些分散注意力的细节分离出来可以使MODULE解辑，同
时可以精炼出一个更小、更内聚的CORE DOMAIN。 [ill] 

因此：

把模型中最基本的概念识别出来，并分离到不同的类、抽象类或接口中。设计这个抽象模型， ft’ 
使之能够表达出重要组件之间的大部分交互。把这个完整的抽象模型放到它自己的MODULE中， ... 
而专用的、详细的实现类则留在由子领域定义的MODULE中。
现在，大部分专用的类都将引用ABSTRACT CORE MODULE，而不是其他专用的MODULE 。

ABSTRACT CO阻（抽象核心）提供了主要概念及其交互的简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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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ABSTRACT CORE井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例如，如果把MODULE之间频繁引用的所有类

都自动移动到一个单独的MODULE中，那么结果可能是一团糟，而且毫无意义。对ABSTRACTCORE 

进行建模需要深入理解关键概念以及它们在系统的主要交互中扮演的角色。换言之，它是通过重

构得到更深层理解的。而且它通常需要大量的重新设计。

如果项目中同时使用了ABSTRACT CORE和精炼文档，而且精炼文档随着应用程序理解的加深

而不断演变，那么抽象核心的最后结果看起来应该与精炼文档非常类似。当然， ABS四ACT CORE 

是用代码编写的，因此更为严格和完整。

·：！＜－号＋＜－ ※

15.10 深层模型精炼

精炼并不仅限于从整体上把领域中的一些部分从CORE中分离出来。它也意味着对子领域（特

别是COREDOMAIN）进行精炼，通过持续重构得到更深层的理解，从而向深层模型和柔性设计推

进。精炼的目标是把模型设计得更明显，使我们可以用模型简单地把领域表示出来。深层模型把

领域中最本质的方面精炼成一些简单的元素，使我们可以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解决应用程序中的

~ 重要问题。
尽管任何带来深层模型的突破都有价值， 但只有CORE DOMAIN中的突破才能改变整个项目的

轨道。

15.11 选择重构目标

当你遇到一个杂乱无章的大型系统时，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在XP社区中，答案往往是以下

之一：

(1）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进行重构；

(2）从影响你工作的那部分开始一一也就是完成具体任务所需要的那个部分。

这两种做越我都不赞成。第一种做住并不十分可行，只有少数完全由顶尖的程序员组成的团

队才是例外。第二种做法往往只是对外围问题进行了处理，只治其标而不治其本，回避了最严重

的问题。 最终这会使代码变得越来越难以重构。

因此，如果你既不能全面解决问题，又不能“哪儿痛治哪儿”，那么i主怎么办呢？

(1）如果采用“哪儿痛治哪儿”这种重构策略，要观察一下根源问题是否渺及Co阻 DOMAIN

或CORE与支持元素的关系。如果确实涉及，那么就要接受挑战，首先修复核心。

ο）当可以自由选择重构的部分时，应首先集中精力把CORE DOMAIN更好地提取出来，完善

对CORE的分离，并且把支持性的子领域提炼成通用子领域。

[ill] 以上就是如何从重构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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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人分工合作来制作“艾滋病纪念拼被”（AIDS Quilt ) 

石土谷一家小设计公司签了一份为卫星通信系统创建模拟器的合同。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1二他们正在开发一个MODEL-DRIVEN DESIGN，这个设计能够表示和模拟各种网络条件和

故障。

但开发团队的领导者却有点不安。问题本身太复杂了。为了澄清模型中的复杂关系，他们已
经把设计分解为一些在规模上便于管理的内聚MODULE，于是现在便有了的很多MODULE。在这
种情况下，开发人员要想查找某个功能，应该到哪个MODULE中去查呢？如果有了一个新类，应 医E
该把它放在哪里？这些小软件包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协同工作的呢？而且以后还
要创建更多的MODULE。

开发人员互相之间仍然能够进行很好的沟通，而且也知道每天都要做什么工作，但项目领导
者却不满足这种一知半解的状态。他们需要某种组织设计的方式，以便在项目进入到更复杂的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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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能够理解和掌控它。

他们进行了头脑风暴活动，发现了很多潜在的办怯。开发人员提出了不同的打包方案。有一

些文档给出了系统的全貌，还有一些使用建模工具绘制的类图一一新视图可以用来指引开发人员

找到正确的模块。但项目领导者对这些小花招并不满意。

他们可以用模型把模拟器的工作流程简单地描述出来，也可以说清楚基础设施是如何序列化

数据的，以及电信技术层怎样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路由选择。模型中包含了所有细节，却没有一

条清楚的主线。

领域的一些重要概念丢失了。但这次丢失的不是对象模型中的一两个类，而是整个模型的

结构。

经过一两周的仔细思考之后，开发人员有了思路。他们打算把设计放到一个结构中。整个模

拟器将被看作由一系列层组成，这些层分别对应于通信系统的各个方面。最下面的层用来表示物

理基础设施，它具有将数据位从一个节点传送到另一个节点的基本能力。它的上面是封包路由层，

与数据流定向有关的问题都被集中到这一层中。其他的层则表示其他概念层次的问题。这些层共

同描述了系统的大筑情况。

他们开始按照新的结构来重构代码。为了不让MOD叽E跨越多个层，必须对它们重新定义。

在一些情况下，还需要重构对象职责，以便明确地让每个对象只属于一个层。另一方面，藉由应

[ill] 用这些新思路的实际经验，概念层本身的定义也得到了精化。层、 MOD叽E和对象一起横变，最

后，整个设计都符合了这种分层结构的大体轮廓。

这些层并不是MOD叽E，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代码工件。它们是一种全局性的规则集，用于约

束整个设计中的任何MOD叽E或对象（甚至包括与其他系统的接口）的边界和关系。

实施了这种分层级别之后，设计重新变得易于理解了。人们基本上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某个特

定功能。分工不同的开发人员所做的设计决策可以大体上直相保持一致。这样就可以处理更加复

杂的设计了。

即使将MODULE分解，一个大模型的复杂性也可能会使它变得很难掌握。 MODULE确实把设

计分解为更易管理的小部分，但MODULE的数量可能会很多。此外，模块化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设

计的一致性。对象与对象之间，包与包之间，可能应用了一堆的设计决策，每个决策看起来都合

情合理，但总的来看却非常怪异。

严格划分BOUNDED CONTEXT可能会防止出现破坏和混淆，但其本身对于从整体上审视系统

井无任何助益。

精炼可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COREDOMAIN，并将子领域分离出来，让它们承担支持性

的职责。但我们仍然需要理解这些支持性元素，以及它们与COREDOMAIN的关系，还有它们互相

之间的关系。理想的情况是，整个CORE DOM础4非常清楚和易于理解，因此不再需要额外的指导，

匹E 但我们并不总能处于这样好的境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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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项目的规模如何，人们总需要有各自的分工，来负责系统的不同部分。如果没有任何协
调机制或规则，那么相同问题的各种不同风格和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就会提杂在一起，使人们很
难理解各个部分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也不可能看到整个系统的统一视图。从设计的一个部分学
到的东西并不适用于这个设计的其他部分，因此项目最后的结果是开发人员成为各自MODULE
的专家，一旦脱离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就无怯互相帮助。在这种情况下， CONTINUOUS INTEGRATION 

根本无怯实现，而BOUNDED CONTEXT也使项目变得支离破碎。

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如果因为缺少一种全局性的原则而使人们无法根据元素在模式（这些模
式被应用于整个设计）中的角色来解释这些元素，那么开发人员就会陆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境地。

我们需要理解各个部分在整体中的角色，而不必去深究细节。
“大型结构”是一种语言，人们可以用它来从大局上讨论和理解系统。它用一组高级概念或

规则（或两者兼有）来为整个系统的设计建立一种模式。这种组织原则既能指导设计，又能帮助
理解设计。另外，它还能够协调不同人员的工作，因为它提供了共享的整体视图，让人们知道各
个部分在整体中的角色。

设计一种应用于整个系统的规则（或角色和关系）模式，使人们可以通过它在一定程度上了
解各个部分在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即使是在不知道各个部分的详细职责的情况下）。
这种结构可以被限制在一个Born、IDED CONTEXT中，但通常情况下它会跨越多个BOUNDED

CONTEXT，并通过提供一种概念组织把项目涉及的所有团队和子系统紧密结合到一起。好的结构
可以帮助人们深入地理解模型，还能够对精炼起到补充作用。

// ＼、－一 输入「扩 \ 
( ~STEM 飞 （ UBIQUITOUS 

二－一二 J 在它的指导下 ／刁＼ ME旧HOR J \ LANG川E / 
// ＼、／／ 迸行思考 ＼＼～～一一／／ 注＼飞 一／／

( MODEL-DRIVEN \ / 
\ D四·cN J 一－－『＼ ／／一～～＼ 把名称输入\,_ - - - /-......_ 分层 / \ 3』± 
'-7－－－气ο＼ ＼～～一〉址：：：：川比un γ

/ \ 把易变的行为分离到 ＼、二一一／／
通过它来发
现／精炼结构

解梢的

图 16-1 一些大型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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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大型结构都无怯用UML来表示，而且也不需要这样做。这些大型结构是用来句画和

解释模型及设计的，但在设计中并不出现，它们只是用来表达设计的另外一种方式。在本章的示

例中，你将看到许多添加了大型结构信息的非正式的UML图。

当团队规模较小而且模型也不太复杂时，只需将模型分解为合理命名的MODULE，再进行一

定程度的精炼，然后在开发人员之间进行非正式的协调，以上这些就足以使模型保持良好的组织

结构了。

大型结构可以节省项目的开发费用，但不适当的结构会严重妨碍开发的进展。本章将探讨－

~ 些能成功构建这种设计结构的模式。

16.1 模式： EVOLVING ORDER 

很多开发人员都亲身经历过由于设计结构混乱而产生的代价。为了避免棍乱，项目通过架构

从各个方面对开发进行约束。一些技术架构确实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如网络或数据持久化问题，

但当我们在应用层和领域模型中使用架构时，它们可能会产生自己的问题。它们往往会妨碍开发

人员创建适合于解决特定问题的设计和模型。一些要求过高的架构甚至会妨碍编程语言本身的使

用，导致应用程序开发人员根本无能使用他们在编程语言中最熟悉的和技术能力很强的一些功

能。而且，无论架构是面向技术的，还是面向领域的，如果其限定了很多前期设计决策，那么随

着需求的变更和理解的深入，这些架构会变得束手束脚。

近年来，一些技术架构（如J2EE）已经成为主流技术，而人们对领域层中的大型结构却没

有做多少研究，这是因为应用程序不同，其各自的需求也大为不同。

在项目前期使用大型结构可能需要很大的成本。随着开发的进行，我们肯定会发现更适当的

结构，甚至会发现先前使用的结构妨碍了我们采取一种使应用程序更清晰和简化的路线。这种结

构的一部分是有用的，但却使你失去了其他很多机会。你的工作会慢下来，因为你要寻找解决的

办曲或试着与架构师们进行协商。但经理会认为架构已经定下来了，当初选这个架构就是因为它

能够使应用程序变得简单一些，那为什么不去开发应用程序，却在这些架构问题上纠缠不清呢？

即使经理和架构团队能够接受这些问题，但如果每次修改都像是一场攻坚战，那么人们很快就会

疲乏不堪。

一个没有任何规则的随意设计会产生一些无法理解整体含义且很难维护的系统。但架构中早

期的设计假设又会使项目变得束手束脚，而且会极大地限制应用程序中某些特定部分的开发人员

／设计人员的能力。很快．开发人员就会为适应结构而不得不在应用程序的开发上委曲求全，要

~ 么就是完全推翻架构而又回到没有协调的开发老路上来。

问题并不在于指导规则本身应不应该存在，而在于这些规则的严格性和来掘。如果这些用于

控制设计的规则确实符合开发环境，那么它们不但不会阻碍开发，而且还会推动开发在健康的方

向上前进，并且保持开发的一致性。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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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种概念上的大型结构随着应用程序一起演变，甚至可以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凤格。
不要依此过分限制详细的设计和模型决策，这些决策和模型决策必须在掌握了详细知识之后才能
确定。

有时个别部分具有一些很自然且有用的组织和表示方式，但这些方式井不适用于整体，因此
施加全局规则会使这些部分的设计不够理想。在选择大型结构时，应该侧重于整体模型的管理，
而不是优化个别部分的结构。因此，在“结构统一”和“用最自然的方式表示个别组件”之间需
要做出一些折中选择。根据实际经验和领域知识来选择结构，井避免采用限制过多的结构，如此
可以降低折中的难度。真正适合领域和需求的结构能够使细节的建模和设计变得更容易，因为它
快速排除了很多选项。

大型结构还能够为我们做设计决策提供捷径，虽然原则上也可以通过研究各个对象来做出这
些决策，但实际上这会耗费太长时间，而且产生的结果可能不一致。当然，持续重构仍然是必要
的，但这种结构可以帮助重构变得更易于管理，并使不同的人能够得到一致的解决方案。

大型结构通常需要跨越BOUNDED CONTEXT来使用。在经历了实际项目上的迭代之后，结构
将失去与特定模型紧密联系的特性，也会得到符合领域的CONCEPTUAL CONTOUR的特性。这并不
意味着它不能对模型做出任何假设，而是说它不会把专门针对局部情况而做的假设强加于整个项
目。它应该为那些在不同CONπXT中工作的开发团队保留一定的自由，允许他们为了满足局部需
要而修改模型。

此外，大型结构必须适应开发工作中的实际约束。例如，设计人员可能无益控制系统的某些 [ill] 
部分的模型，特别是外部子系统或遗留子系统。这个问题有多种解决方式，如修改结构使之更适
应特定外部元素，或者指定应用程序与外部元素的关联方式，或者使结构变得足够松散，以灵活
应对难以处理的现实情况。

与CONTEXTMAP不同的是，大型结构是可选的。当使用某种结构可以节省成本并带来益处时，
并且发现了一种适当的结构，就应该使用它。实际上，如果一个系统简单到把它分解为MODULE
就足以理解它，那么就不必使用这种结构了。当发现一种大型结构可以明显使系统变得更清晰，
而又没有对模型开发施加一些不自然的约束时，就应该采用这种结构。使用不合适的结构还不如
不使用它，因此最好不要为了追求设计的完整性而勉强去使用一种结构，而应该找到尽可能精简
的方式解决所出现问题。要记住宁缺勿滥的原则。

大型结构可能非常有帮助，但也有少数不适用的情况，这些例外情况应该以某种方式被标记
出来，以便让开发人员知道在没有特殊注明时可以遵循这种结构。如果不适用的情况开始大量出
现，就要修改这种结构了，或者干脆不用它。

来朱辛卡

如前所述，要想创建一种既为开发人员保留必要自由度同时又能保证开发工作不会陷入棍乱
的结构绝非易事。尽管人们已经在软件系统的技术架构上投入了大量工作，但有关领域层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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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还很少见。 一些方陆会破坏面向对象的范式，如那些按应用任务或按用例对领域进行分解

的方住。整个领域的研究还很贫婿。我曾经在一些项目上看到过几个通用的大型结构模式。本章

将讨论4种模式，其中可能会有一种符合你的需要，或者能够为你提供一些思路，从而找到一种

~ 适合你的项目的结构。

16.2 模式： SYSTEM METAPHOR 

隐喻思维在软件开发（特别是模型）中是很普遍的。但极限编程中的“隐喻”却具有另外一

种含义，它用一种特殊的隐喻方式来使整个系统的开发井然有序。

－＞！＜－号＊ .，各

一栋大楼的防火墙能够在周围发生火灾时防止火势从其他建筑蔓延到它自身，同样，软件“防

火墙”可以保护局部网络免受来自更大的外部网的破坏。这个“防火墙”的隐喻对网络架构产生

了很大影响，井且由此而产生了一整套产品类别。有多种互相竞争的防火墙可供消费者选择，它

们都是独立开发的，而且人们知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即使网络的初学者也很容易掌握

这个概念。这种在整个行业和客户中的共同理解很大一部分上得益于隐喻。

然而这个类比却井不准确，而且防火墙从功能上来看也是把双刃剑。防火墙的隐喻引导人们

开发出了软件屏障，但有时它并不能起到充分的防护作用，而且会阻止正当的数据交换，同时也

无告防护来自网络内部的威胁。例如，无线LAN就存在漏洞。防火墙这个形象的隐喻确实很有用，

但所有隐喻也都是有弊端的曲。

软件设计往往非常抽象且难于掌握。开发人员和用户都需要一些切实可行的方式来理解系

统．并共享系统的一个整体视圈。

从某种程度上讲，隐喻对人们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刻地影响，它已经渗透到每个设计中。系统

有很多“层”，层与层之间依次叠放起来。系统还有“内核”，位于这些层的“中心”。但有时隐

喻可以传达整个设计的中心主题，井能够在团队所有成员中形成共同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系统实际上就是由这个隐喻塑造的。开发人员所做的设计决策也将与系统隐

喻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使其他开发人员能够根据同一个隐喻来解释复杂系统中的多个部分。开

匹E 发人员和专家在讨论时有一个比模型本身更具体的参考点。

SYS'IEM~位D\PHOR （系统隐喻）是一种松散的、易于理解的大型结构，它与对象范式是协调的。

由于系统隐喻只是对领域的一种类比，因此不同模型可以用近似的方式来与它关联，这使得人们能

够在多个Bour叫DEDCoN1田T中使用系统隐喻，从而有助于协调各个Bo山IDEDCON1自r之间的工作。

SYS四M METAPHOR是极限编程的核心实践之一，因此它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方桂但eek

2000）。遗憾的是，很少有项目能够找到真正有用的METAPHOR，而且人们有时还会把一些起反作

①当我在一次座谈会中听到Ward Cunningham举防火墙这个示例后，终于明白了SYSTEM METAPHOR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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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隐喻思想灌输到领域中。有时使用太强的隐喻反而会有风险 ， 因为它使设计中掺杂了一些与
当前问题无关的类比，或者是类比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它本身并不恰当。

尽管如此， SYSTEM METAPHOR仍然是众所周知的大型结构，它对一些项目非常有用，而且很
好地说明了结构的总体概念。

因此：

当系统的一个具体类比正好符合团队成员对系统的想象， 并且能够引导他们向着一个有用的
方向进行思考时， 就应该把这个类比用作一种大型结构。围绕这个隐喻来组织设计， 并把它吸收
到UBIQUITOUS LANGUAGE中 。 SYSTEM METAPHOR应该既能促进系统的交流，又能指导系统的开
发。 它可以增加系统不同部分之间的一致性 ， 甚至可以跨越不同的BOUNDED CONTEXT。但所有
隐喻都不是完全精确的，因此应不断检查隐喻是否过度或不恰当，当发现它起到妨碍作用时 ． 要
随时准备放弃它。

“幼稚隐喻” 以及我们为什么不需要它

由于在大多数项目并不会自动出现有用的隐喻 ， 因此XP社区中的一些人开始谈论“幼稚隐
喻”（Naive Metaphor ）， 他们所说的幼稚隐喻就是领域模型本身。

这个术语的一个问题在于， 一个成熟的领域模型绝对不会是“幼稚的”。实际上，“工资处理 [fill 
就像一条装配线”这个隐喻与模型的实际情况相比要幼稚得多 ， 因为模型是软件开发人员与领域
专家进行了多次知识消化的选代过程才得到的，它已经紧密结合到应用程序的实现中，并经过了
实践的检验。

“幼稚隐喻”这个术语应该停止使用了。

SYSTEM METAPHOR并不适用于所有项目。 从总体上讲， 大型结构并不是必须要用的。在极限
编程的12个实践中， SYSTEM METAPHOR的角色可以由UBIQUITOUS LANGUAGE来承担。当项目中发
现一种非常合适的 SYSTEM 胞TAPHOR或其他大型结构肘 ，应该用它来补充UBIQUITOUS
LANGUAGE。

16.3 模式： RESPONS旧ILITY LAYER 

在本书从头至尾的讨论中，单独的对象被分配了一组相关的、范围较窄的职责。职责驱动的
设计在更大的规模上也适用。

叼C 叼＜ "'T<" 

如果每个对象的职责都是人为分配的 ， 将没有统一的指导原则和－致性， 也无法把领域作为
一个整体来处理。 为了保持大模型的一致， 有必要在职责分配上实施一定的结构化控制。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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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领域有了深入的理解后，大的模式会变得清晰起来。 一些领域具有自然的层次结构。某

些概念和活动处在其他元素形成的一个大背景下，而那些元素会因不同原因且以不同频率独立发

生变化。如何才能充分利用这种自然结构，使它变得更清晰和有用呢？这种自然的层次结构使我

们很容易想到把领域分层，这是最成功的架构设计模式之一 （［Buschmann et al. 1996］等）。

所谓的层，就是对系统进行划分，每个层的元素都知道或能够使用在它“下面”的那些层的

服务，但却不知道它“上面”的层，而且与它上面的层保持独立。当我们把MODULE的依赖性固

出来时，图的布局通常是具有依赖性的MODULE出现在它所依赖的模块上面。按照这种方式，可

以将各层的顺序梳理出来，最终，低层中的对象在概念上不依赖于高层中的对象。

这种自发的分层方式虽然使跟踪依赖性变得更容易，而且有时具有一定的直观意义，但它对

@2J 模型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也不能指导建模决策。我们需要一种具有更明确目的的分层方式。

这个模块本来应
该放在4层甚至5
层的，为什么不
这样呢？

这个模块本来应
该在下一层中。

, , , , , , 

、
、、

、
、

、、
、

、、

图 16-2 自发的分层，这些包描述了什么事情

在一个具有自然层次结构的模型中，可以围绕主要职责进行概念上的分层，这样可以把分层

和职责驱动的设计这两个强有力的原则结合起来使用。

这些职责必须比分配给单个对象的职责广泛得多才行，我们稍后就会举例说明这一点。当设

计单独的MODULE和AGGREGATE时，要将其限定在其中一个主要职责上。这种明确的职责分组可

以提高模块化系统的可理解性，因为MODULE的职责会变得更易于解释。而高层次的职责与分层

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系统的组织原则。

分层模式有三主中变体最适合按职责幸全」墨，我们把这种变体称为REL脱ED LAY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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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πM （松散分层系统） [Buschmann et al. 1996, p. 4坷，如果采用这种分层模式，某一层中的
组件可以访问任何比它低的层，而不限于只能访问直接与它相邻的下一层．

因此：

注意观察模型中的概念侬赖性， 以及领域中不同部分的变化频率和变化的原因。如果在领域
中发现了自然的层次结构，就把它们转换为宽泛的抽象职责。这些职责应该描述系统的高层目的
和设计。对模型进行重构．使得每个领域对象、 AGGREGATE和MODULE的职责都清晰地位于一个

职责层当中。

这是一段很抽象的描述，但通过几个示例就可以把它说清楚了。本章开头的卫星通信模拟器 医卫
就对职责进行了分层。我曾经在各种领域（如生产控制和财务管理）中看到过使用RESPONSIBJLITY
LAYER （职责层）所产生的良好效果。

’
－
、

1 
．
、
，
，
，

a

．
、

』

a

、
“
，

，
唱、

J· 
、

E
A
，

下面的示例详细研究了RESPONSIBILITY LAYER，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体会一下如何去发

现任何一种大型结构，以及它是如何指导和约束建模与设计的。、

~深入研究运输系统的分层

让我们看一下把REsPONSIBILITY LAYER应用于前面几章所讨论的货运应用程序会有什么效果。
当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应用程序时，开发团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他们已经创建了一个

MODEL-D阳VEN DESIGN，井且提炼出了一个Co阻DOMAil呼。但随着设计变得充实，他们在如何把

所有部分协调为一个整体上遇到了麻烦。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能够显示出整个系统主题并且让每个
人都达成一致看怯的大型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中有代表性的一个部分，如图 16-3和图 16-4所示。

Customer 
Router 

Cargo origin 
destination 
customs clea阳ice (opt)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 Itinerary 

Route Specification 

。 ［ Itinerary 卡｛order load 

* 

tracking id 
weight 
HazMatcode 

! {Itinerary must satisfy specification} 

• 

is preferred 
回* 1 unload 

图 16-3 货运路线的一个基本的运输领域模型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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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旦旦旦
~望出旦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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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HazMat C功d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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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ustomer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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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return an Itinerary l 

1 set itinerary 1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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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qu 
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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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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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 在预订期间使用模型来制定一个货运路线

团队成员研究运输领域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井且已经观察到了一些自然的概念层次结构。

他们发现在讨论运输时间表（安排好的货轮航次或火车班次）时不需要涉及所运输的货物。而

当讨论对一个货物的跟踪时，如果不知道它的运输信息，那么就很难进行跟踪。概念依赖性是

非常清楚的。团队很容易就区分出两个层 ： “作业”层和这些作业的基础层（他们把这个层叫做

“能力”层）。

ι‘作业” 职责 ·

公司的活动，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计划的活动，都被组织到“作业”层中。最明显的作业

对象是C缸go，它是公司大部分日常活动的焦点。 Route Specification是Cargo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

分，它规定了运输需求。 Itinerary是运输计划。这些对象都是Cargo聚合的一部分，它们的生命周

期与一次进行中的运输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ι‘能刀” 职责 自

[ill] 这个层反映了公司在执行作业时所能利用的资惊。 Transit Leg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为

货轮制定航程时间表，货轮具有一定的货运能力，这个能力有可能被完全利用，也有可能未被完

全利用。

当然，如果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经营一个运输船队的话，那么Transit Leg 将是作业层中的一员。

但这个系统的用户并不需要关心这个问题（如果公司同时从事经营船队和经营货运这两种业务，

井且希望协调它们，那么开发团队可能需要考虑不同的分层方案，或许要把作业层分成两个不同

的层，如“运输作业”和“货物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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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稍微复杂一点儿的决策是把Customer放在哪里。在一些企业中，客户只是一些临时对象。
例如，在邮递公司中，只有在技递包裹的时候，才需要知道客户对象，技递完成之后，大部分客
户就被忘记了，直到出现下一次投递。这种性质决定了在针对个人客户的包裹投递服务中，客户
仅仅与作业相关。但在我们假想的这家运输公司中，需要与客户保持长期关系，而且大部分业务
都来自回头客。考虑到企业用户的这些意图， Customer应该属于“能力”层。正如我们看到的，
这并非一个技术决策，而是试图掌握井交流领域知识。

由于Cargo与Customer之间的关联可以限定在一个遍历方向，因此Cargo REPOSITORY需要通过
一个查询来查找某个特定Customer的所有Cargo。不管怎样，按照这种方式来设计都有很好的理
由，但在使用了大型结构以后，现在它变成一项必须要满足的需求了。

Cargo Cargo 
* 

Cargo Repositoη 

。
byCustomerld(String) : Collection 

Customer Customer 

图 16-5 由于双向关联会破坏分层，因此用查询来代替它 回

Cargo 。rigin

de喝tination 
customs clearance (opt) 

Router 

Route Specification 

附
出
刽
址

tracking id 
weight 
HazMat code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 1tinerary 

* 

{ ltineraiγmust satisfy specification} 

0 .. 1 
Itinerary 

~ 
Transport Leg 

{ordered) load 
unload 
is preferred 

回

础
【h
皿
咀

Customer 

图16-6 初次对模型进行分层

虽然作业层与能力层的区别使这张图看上去很清楚了，但次序仍需要进一步细化。经过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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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的实验之后，团队将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个特性上。在很大程度上，最初的两个层主要考虑的

是当前的情况或计划。但Router （以及其他很多未在图中画出的元素）并不是当前的作业或计划

的一部分。它是用来帮助修改这些计划的。因此团队定义了一个新的层，让它来负责决策支持

(Decision Support）。

． “决策支持”职责层 ’

软件的这个层为用户提供了用于制定计划和决策的工具，它具有自动制定一些决策的潜能

（例如，当运输时间表发生变动时，自动重新制定运送Cargo的路线）。

Router是一个SERVICE，能帮助预订代理（booking agent）选择运送货物的最佳路线。因此Router

明显属于决策支持层。

现在模型中的元素基本上都按照这3个层来组织了，唯一例外的是Transport Leg的“is

prefeηed”属性。这个属性存在的原因是公司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使用自己的货轮，或者是

那些签订了优惠合同的公司的货轮。 is preferred属性用于使Router优先选择这些首选的运输工具。

这个属性与“能力层”毫无关系。它是一个用于指导决策制定的策略。为了使用新的RESPONSIBILITY

[ill LAYER，需要对模型进行重构。

Router I I Router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 Itinerary I I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 Itinerary 

。 I I Route川

Transport Leg I I Transport Leg 

load 
unload 
is preferred 

load 
m咀oad

o. __ 

图 16-7 对模型进行重构，使之符合新的分层结构

Only "Capαbi lily ” 
陀sponsibilities remain. 

这次重构使Route Bias Policy变得更清楚，同时使得Transport Leg更专注于运输能力的基本概

念。基于对领域的深刻理解而发现的大比例结构总是能够使模型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

~ 现在，这个新模型更加符合大比例结构了。如图 16-8所示。

开发人员在熟悉了选定的分层结构后，很容易区分出各个部分的角色和依赖关系。大比例结

构的价值随着复杂度的增加而增加。

注意，虽然我使用了一个修改后的UML图来演示这个例子，但这只是为了表示分层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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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方式。 U孔伍中并没有这种表示峰，因此这些是作为额外的信息加上去的，目的是让读者
看得更清楚。如果在你的项目中，代码就是最终的设计文档，那么最好可以使用一种可以按层查
看类（或至少按照层来报告与这些类有关的信息）的工具。

大型结构第 16 章

Router 

Route Bias Policy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 Itinerary 
盹
业
u
m
w临赵

origin 
destination 
customs clearance (opt) 

{Itinerary must satisfy speei 「ication}

Route Specification 

Cargo 

tracking id 
weight 
HazMat code 

M叫
』
明
社

Itinerary 
0 .. 1 

Transport Leg 
附
问h
R皿
锢

Customer 
load 
unload 

{ordered} 

重构后的模型图 16-8

回

’大比例结构如何影响后续设计 ·

一旦采用了一种大比例结构，后续的建模和设计决策就必须要把它考虑在内。为了说明这一
点，假设我们必须在这个己分层的设计中增加一个新特性。领域专家们刚刚告诉我们一些针对特
定类别危险品的航线约束。有些危险品在某些货轮或港口上是禁止装载的。我们必须使Router遵
守这些规则。

有很多可行的方怯。在未使用大比例结构时，一种吸引人的设计方告是让拥有Route
Specification和Hazardous Material ( HazMat）代码的对象负责把这些航线规则加进来，这个对象
就是Car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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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Specification 

－一－－－ • HazMat code 

＼＼划 I HazMat Route Policy 
a Route Specification""- I Service 
with aU ne坦难ssary n ' 
prohibitions 

Cargo 

tracking id 
weight 
HazMat code 

getFullRouteSpecification() nu nv nu n
LV 

nn 
?I·-
niv 

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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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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咿

明
一
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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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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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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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l

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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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k

－

川

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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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

-
m 

刷
。m
m
一
町

俨A
a
k
u
u
－

w
H

向V
－

n
u
内i
w－

a
L
V

n 

customer r· 

routeSpeci 日cationFor(Code)'

0 .. 1 
I时ncrary

回 图16-9 用于制定危险货物运送路线的一种可能的设计

a HazMat Route I I a Rau阳 ｜

P豆豆兰主旦旦旦 | | 一－－－ ! 
旦旦斟且
主皿监旦旦

豆豆豆但

[Custom町的 Route Specification和儿．他Cargo属性还像以前那样创建和分配］

getFu 1 !RouteSpecification() 

I rou时pecifi圳onFors_hazMatCode)
ρ
u
v
 

t 
剑
”

ρ
L
V
 

r piv 

a Route 

I return a Route Specification I I ’ I S ecification 

卢－ - - l 

and( customerRouteS pecification) 

I re阳m combined RouteSpecification 

re阳 rn combined 卢…白…“…－…－…－…－…－
‘ξ－：－－－’－寸

l ro u凶（a Route Specification) I 
create 

turn an ltmerarv 
《……一一一一一…L……一一…一＿＿＿: ＿＿…………一一－…一－一＿＿J 

民t 阳明可过

图 16-10

问题是这种设计并不适合大比例结构。 HazMat Route Policy Service并没有问题，它非常适合

承担决策支持层的职责。问题在于Cargo （一个作业层对象）对HazMat Route Policy Service （一

个决策支持层对象）的依赖上。只要项目还采用目前的分层，就不能使用这个模型，因为开发人

员会认为设计将遵循分层结构，而这种依赖会使开发人员感到糊涂。

可能的设计选择总会有很多，这里我们只选择另外一种设计，这种设计符合大比例结构的规

则。 HazMat Route Policy a务本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们需要把使用它的职责转移到别处。

让我们尝试让Router来承担在搜索航线之前收集相关规则的职责。这意味着要修改Router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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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把规则可能依赖的那些对象包括进来。下面就是一种可能的设计，如图 16-11所示。

』～～－～二 a Cargo 

专～～～－＼＼
an Hi阳叫 satisfying the ～仑 ~＼ 
Customer’s Route · 
Specification and relevant 
routing policies 

Router 

route( Cargo) Itinerary 
route(RouteSpecification) : Itinerary 

Route Bias Policy 

HazMat Route Policy 
Service 

\ 
a Route Specification 
with all necessary "--
prohibitions ＼飞

附
叫
我
以
棋
运

routeSpeciticationFor(Code) 

Route Specification 

。rigm

destination 
customs clearance (opt) 

Cargo 

tracking id 
weight 
HazMat code 

{Itinerary must satisty specification} 盹
』一
叫
母

Itinerary 
0 .. 1 

Transport Leg 
盹
【丑
恒

{ordered} Customer 
load 
unload 

回

回

符合分层结构的一种设计

一种典型的交互如图16-12所示。

现在的这个设计井不一定就比前面那个设计史好。二者都是各有利弊。但如果项目的所有人
员都采用一致的方式来制定决策，那么整体的设计就更容易理解，因此这也值得在细小的设计选
择上做出一些适度的折中。

图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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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2

如果所采用的结构强制性地要求我们做出很多别扭的设计选择，那么就要遵循EVOLVING

ORDER （演变的顺序），在项目进行过程中评估这种结构，井修改甚至放弃它。

选择适当的层

要想找到一种适当的RESPONSIBILITY LAYER或大比例结构，需要理解问题领域井反复进行实

验。如果遵循EVOLV剧G ORDER，那么最初的起点井不是十分重要，尽管差劲的选择确实会加大

工作量。结构可能最后演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下面将给出一些指导方针，无论是刚开始选择－

~ 种结构，还是对已有结构进行转换，这些指导方针都适用。

当对层进行删除、合井、拆分和重新定义等操作时，应寻找井保留以下一些有用的特征。

口场景描述。层应该能够表达出领域的基本现实或优先级。选择一种大比例结构与其说是

一种技术决策，不如说是一种业务建模决策。层应该显示出业务的优先级。

口概念依赖性。“较高”层概念的意义应该依赖“较低”层，而低层概念的意义应该独立于

较高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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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CONCEPTUAL CONTOUR。如果不同层的对象必须具有不同的变化频率或原因，那么层应该
能够容许它们之间的变化。

在为每个新模型定义层时不一定总要从头开始。在一系列相关领域中，有些层是固定的。
例如，在那些利用大型固定资产进行运作的企业（如工厂或货运）中，物流软件通常可以被

组织为“潜能”层（上面例子中的“能力”层的另外一个名称）和“作业”层。
口潜能层。 我们能够做什么？潜能层不关心我们打算做什么，而关心能够做什么。企业的
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组织方式是潜能层的核心。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
也明确界定了企业的潜能。这个层几乎存在于任何业务领域中，但在那些相对来说依靠
大型固定资产来支持业务运作的企业中（如运输和制造业）尤其突出。潜能也包括临时
性的资产，但主要依赖临时资产来运作的企业可能会强调临时资产的层（这个层在例子
中被称为“Capability”），这一点稍后会讨论。

口作业层。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利用这些潜能做了什么事情？像潜能层一样，这个层也
应该反映出现实状况，而不是我们设想的状况。我们希望在这个层中看到自己的工作和 ~ 
活动：我们正在销售什么，而不是能够销售什么。通常来说，作业层对象可以引用潜能
层对象，它甚至可以由潜能层对象组成，但潜能层对象不应该引用作业层对象。

在这类领域很多（也许是大部分）现有的系统中，这两个层可以涵盖一切对象（尽管可能会
有某种完全不同的和更清晰的分解结构）。它们可以跟踪当前状况和正在执行的作业计划，以及
问题报告或相关文档。但跟踪往往是不够的。当项目要为用户提供指导或帮助或者要自动制定一
些决策时，就需要有另外一组职责，这些职责可以被组织到作业层之上的决策支持层中。

口决策支持层 。 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或制定什么策略？这个层是用来作出分析和制定决策的。
它根据来自较低层（如潜能层或作业层）的信息进行分析。决策支持软件可以利用历史
信息来主动寻找适用于当前和未来作业的机会。

决策支持系统对其他层（如作业层或潜能层）有概念上的依赖性，因为决策并不是凭空制定
的。很多项目都利用数据仓库技术来实现决策支持。在这样的项目中，决策支持层实际上变成了
一个独特的BOUNDED CONTEXT，井且与作业软件具有一种CUSTOMER/SUPPLIER关系。在其他项目
中，决策支持层被更深地集成到系统中，就像前面的扩展示例讲到的那样。分层结构的一个内在
的优点是较低的层可以独立于较高的层存在。这样有利于在较老的作业系统上分阶段引入新功能
或开发高层次的增强功能。

另一种情形是软件实施了详细的业务规则或陆律需求，这些规则或需求可以形成一个
RESPONSIBILITY LA YER。

口策略层 。 规则和目标是什么？规则和目标主要是被动的，但它们约束着其他层的行为。 ... 
这些交互的设计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有时策略会作为一个参数传给较低层的方战。有时 ·“· 
会使用STRATEGY模式。策略层与决策支持层能够进行很好的协作，决策支持层提供了用
于搜索策略层所设定的目标的方式，这些目标又受到策略层所设定的规则的约束。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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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层可以和其他层使用同一种语言来编写，但它们有时是使用规则引擎来实现的。这并不

是说一定要把它们放到一个单独的BOUNDED CONTEXT中。实际上，通过在两种不同的实现技术中

严格使用同一个模型，可以减小在这两种实现技术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 当规则与它们所应用的

对象是基于不同模型编写的时候，要么复杂度会大大增加，要么对象会变得十分笨拙而难以管理。

如固16-13所示，

摆 分析机市IJ
f也

几乎没有状态，
因此很少改变

管理分析
优化利用率
缩短周期时间

吉棋DJ普坦
策略
约束
（基于业务目标
或法律 ）

运盟主
反映出业务实际
状况 （活动和计
划） 的状态

嚣11)}1 

反映出业务实际
状况 （资源） 的
状态

状态的改变
非常缓慢

产品优先级
零部件的工艺配方

究
嬉
辞

状态的改变非常快 库存
未完成的零部件的状态

力能
输
工
性
运

川M
m扩

备

备
过

设
设
涵

中适率叛变改态状

图16-13 工厂自动化系统中的概念依赖性和切合点

很多企业并不是依靠工厂和设备能力来运营的。举两个例子，在金融服务或保险业中，潜能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前的运营状况决定的。 一家保险公司在考虑签保单承担理赔责任时，要根据

当前业务的多样性来判断是否有能力承担它所带来的风险。潜能层有可能会被合并到作业层中，

这样就会演变出一种不同的分层结构。

[ill] 这些情况下经常出现的一个层是对客户所做出的承诺（见图 16-14 ）。

口承诺层。 我们承诺了什么？这个层具有策略层的性质，因为它表述了一些指导未来运

营的目标；但它也有作业层的性质，因为承诺是作为后续业务活动的一部分而出现和

变化的。

潜能层和承诺层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有的领域中（如一家提供很多定制运输服务的运输公

司），这两个层都很重要，因此可以同时使用它们。与这些领域密切相关的其他层也会用到。我

们需要对分层结构进行调整和实验，但一定要使分层系统保持简单，如果层数超过4或5，就比较

难处理了。层数过多将无法有效地描述领域，而且本来要使用大比例结构解决的复杂性问题又会

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我们必须对大比例结构进行严格的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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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出~ 
分析机制 几乎没有状态， 风险分布7

因此很少改变 投资组什分析
谈判丁具

策略 状态的改变 准备金限制f 旺且 约束 非常缓慢 资产配置日标

重E丰
（基于业务国标
或法律 ）

？喂］但ll1 
反映出业务处理 状态的改变频率适中 客户协议
和各户合同的状态 联营协议

当电±
反映州业务实际 状态的改变非常快 ＊偿贷款的状态
状祝 （活动和计’ 应计款项
划 ） 的状态 支付和分配

图 16-14 投资银行系统中的概念依赖性和切合点

虽然这5个层对很多企业系统都适用，但并不是所有领域的主要概念都涵盖在这5个层中。有
些情况下，在设计中生硬地套用这种形式反而会起反作用，而使用一组更自然的RESPONSIBILITY
LAYER会更有效。如果一个领域与上述讨论毫无关系，所有的分层可能都必须从头开始。最后，
我们必须根据直觉选择一个起点，然后通过EVOLVlNG ORDER来改进它。

16.4 模式： KNOWLEDGE LEVEL 

Knowledge Level 

p a eve! 1 T时 ｜

“KNOWLEDGE LEVEL是”一纽描述了另一组对象应该有哪些行为的对象。

[Martin Fowler, "Accountability”, www.martinfowler.com] 

当我们需要让用户对模型的一部分有所控制，而模型又必须满足更大的一组规则肘，可以利
用KNOWLEDGE LEVEL （知识级别）来处理这种情况。它可以使软件具有可配置的行为，其中实体
中的角色和关系必须在安装时（甚至在运行时）进行修改。

在 《分析模式》 [Fowler 1996, pp. 24一27］一书中，知识级别这种模式是讨论在组织内部对责
任进行建模的时候提到的，后来在会计系统的过账规则中也用到了这种模式。虽然有几章内容涉
及此模式，但并没有为它单独开一章，因为它与书中所讨论的大部分模式都不相同。 KNo叽EDGE

因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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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并不像其他分析模式那样对领域进行建模，而是用来构造模型的。

为了使问题更具体，我们来考虑一下“责任”（accountability）模型。组织是由人和一些更

小的组织构成的，井且定义了他们所承担的角色和互相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组织用于控制这些角

色和关系的规则大不相同。有的公司分为各个“部门”，每个部门可能由一位“主管”来领导，

他要向“副总裁”汇报。而有的公司则分为各个“模块”（module），每个模块由一位“经理”来

领导，他要向“高级经理”汇报。还有一些组织采用的是“矩阵”形式，其中每个人都出于不同

的目的而向不同的经理汇报。

一般的应用程序都会做一些假设。当这些假设井不恰当时，用户就会在数据录入字段中输入

~ 与预期不符的数据。由于语义被用户改变，因此应用程序的任何行为都可能会失败。用户将会想

出一些迁回的办怯来执行这些行为，或者关闭一些高级特性。他们不得不费力地找出他们的操作

与软件行为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这样他们永远也得不到良好的服务。

当必须要对系统进行修改或替换时，开发人员（或迟或早）会发现，有一些功能的真实含义

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它们在不同的用户社区或不同情况下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不破坏

这些互相叠加的含义的前提下修改任何东西都是非常困难的。要想把数据迁移到一个“更合适”

的系统中，必须要理解这些奇怪的部分，并对其进行编码。

E缸，员工工资和养老金系统 ， 第1部分
一家中等规模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有一个用于计算工资和养老金代扣的简单程序。如图

16-15和图 16- 16所示。

Retire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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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u 阳

矶
山

1·J 
* Department 

name String 

因
图16-15 原来的模型，在新的需求下被过多地约束

但现在，管理层决定办公室行政人员应该进入“固定受益”（Defined Benefit）退休计划。

问题在于办公室行政人员是按小时付薪酬的，而这个模型不支持混合计算。因此必须修改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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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 : Hourly Employee 

widget design : De口artment
m缸y : Hourly Employee 

bob : Hourly Employee 

jack : Salaried Ernolove坦

job ti tl e =“eng111ee 

jil l : Salaried Employee 

job title =“manager” 

图 16-16 用原来的模型表示出来的一些员工

下面的模型提议非常简单，只是把约束去掉了， 如图 16-17所示。但也会出现一些错误，如
图16-18所示。

Retirement Plan 
* Department 

name String 

Defined Contribution I I Defined Benefit I I Hourly Employee 11 Salaried Employee 

图16-17 提议的模型，现在的情况是约束过少了

sim1leton Defined Contribution 
tom : Hourly Employee 

Bob从Defined Contributio口

bob : Hourly Emp l ove⑤ 

iack Salaried Em口lovee

（间定代:J'U ） 当造成了Defined
Benefit （固定受检〉

sinl!lctnn Defined Ren哩fit

job title ＝＇‘叩阳” I i川alar ied Emplovee 

job title = "manager” 

图16-18 员工可能会与错误的计划关联起来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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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型中，每个员工随便加入哪一种退休计划都可以，因此每位办公室行政人员都可以

改变退休计划。管理层最后放弃了这个模型，因为它没有反映出公司的策略。 一些行政人员可以

选择“固定受益”计划，而另外一些则不能。要是使用这个模型，连门卫也可以改变退休计划。

管理层需要一个能够实施以下策略的模型 ：

办公室行政人员按小时付薪酬，且采用固定受益退休计划 。

这个策略暗示出job title （工作头衔）字段现在表示了一个重要的领域概念。开发人员可以重

构模型，用Employee Type （员工类型）把这个概念明确显示出来，如图16-19和图 16-20所示。

Retirement Plan 

Defined Contribution I I Defined Benefit 

事 l Employee Type 

JOb title : String 

Hourly Employee I I Sala ried Employee 
Type 门 背pc

图 16-19 Type对象能够满足需求

bob: Em口lovee

Employee 

name : Strmg 

Department 

name : String 

singleton : Defined Benefit 

iill : Em口lovee mana11er : Salaried Emolovee 
且应

图16-20 每个Employee Type被指定一个Retirement Plan 

需求可以像下面这样用UBIQUITOUS LANGUAGE来表述出来：

一个EMPLOYEE TYPE可以被指定两种RETIRE旧NT PLAN中的任何一种，也可以被指

定两种工资中的任何一种。

因 EMPLOYEE受EMPLOYEE TYPE约束。

只有superuser （超级用户）才能编辑Employee Type对象，而且只有当公司策略变更时，他才

能修改此对象。人事部门的普通用户只能修改Employee对象，或只能将这些对象指定为另一种

Employee Type 。

这种模型可以满足需求。开发人员认识到了一两个隐含的概念，但这只是灵机一动才想到的。

他们并没有具体的思路可供追查下去，因此他们暂时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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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模型可能引起问题。但在一个过于灵活的系统中，如果任何可能的关系都允许存在，问
题一样糟糕。这样的系统使用起来会很不方便，而且会导致组织无怯实施自己的规则。

让每个组织完全定制自己的软件也是不现实的，即使组织能够担负得起定制软件的费用 ， 组
织结构也可能会频繁变化。

因此，这样的软件必须为用户提供配置选项，以便反映出组织的当前结构。问题是，在模型
对象中添加这些选项会使这些对象变得难于处理。要求的灵活性越高，模型就会变得越复杂。

如果在一个应用程序中 ， ENTITY的角色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很大变化 ， 那么
复杂性会显著增加。在这种情况下 ， 无论是一般的模型还是高度定制的模型．都无法满足用户的
需求。 为了兼顾各种不同的情形 ， 对象需要引用其他的类型， 或者需要具备一些在不同情况下包
括不同使用方式的属性。 具有相同数据和行为的类可能会大量增加 ， 而这些类的唯一作用只是为
了满足不同的组装规则。

在我们的模型中嵌入了另一个模型，而它的作用只是描述我们的模型。 KNo叽EDGE LEVEL 

分离了模型的这个自我定义的方面，并清楚地显示了它的限制。

KNOWLEDGE LEVEL是REFLECTION （反射）模式在领域层中的一种应用，很多软件架构和技
术基础设施中都使用了它， ［Buschmann et al. 1 996］ ）中给出了详尽介绍。 REFLECTION模式能够使
软件具有“自我感知”的特性，井使所选中的结构和行为可以接受调整和修改， 从而满足变化需要。
这是通过将软件分为两个层来实现的， 一个层是“基础级别”（base level ），它承担应用程序的操 巨型
作职责；另一个是“元级别”（meta level），它表示有关软件结构和行为方面的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把这种模式叫做知识“层” (layer）。虽然REFLECTION与分层很类
似，但反射却包含双向依赖关系。

Java有一些最基本的内置REFLECTION机制，它们采用的是协议的形式，用于查询一个类的方
法等。这样的机制允许用户查询有关它自己的一些设计信息。 CORB A也有一些扩展（但类似）
的REFLECTION协议。 一些持久化技术增加了更丰富的自描述特性，在数据表与对象之间提供了部
分自动化的映射。还有其他一些技术例子。这种模式也可以在领域层中使用。

KNOWLEDGE LEVEL与REFLECTION所使用的术语比较

Fowler的术语

知识级别

操作级别

POSA＇由的术语

元级别

基础级别

要明确的一点是，编程语言的反射工具并不是用于实现领域模型的KNOWLEDGE LEVEL的。
这些元对象描述的是语言构造本身的结构和行为。相反 ， KNOWLEDGE LEVEL必须使用普通对象
来构造。

① POSA是Pattern-Orienled So_斤ware ArchilecJure[Buschmann et al. 1996）一书的缩写。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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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LEVEL具有两个很有用的特性。首先，它关注的是应用领域，这一点与人们

所熟悉的REFLECTION模式的应用正好相反。其次，它并不追求完全的通用性。正如一个

SPECIFICATION可能比通用的断言更有用一样，专门为一组对象和它们的关系定制的一个约束

集可能比一个通用的框架更有用。 KNOWLEDGE LEVEL显得更简单，而且可以传达设计者的特

臣E 别意图。

四

因此：

创建一组不同的对象， 用它们来描述和约束基本模型的结构和行为。把这些对象分为两个“级

别

像所有有用的思想一样， REFLECTION和KNO叽EDGE LEVEL可能令人们感到振奋，但不应滥

用这种模式。它确实能够使对象不必为了满足各种不同情形下的需求而变得过于复杂，但它所引

人的间接性也会使系统变得更模糊。如果KNo叽EDGE LEVEL太复杂，开发人员和用户就很难理解

系统的行为。负责配置它的用户（或超级用户）最终将需要具备程序员的技能，甚至需要掌握处

理元数据的技能。如果他们出现了错误，应用程序也将会产生错误行为。

而且，数据迁移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KNOWLEDGE LEVEL中的某个结构发生

变化时，必须对现有的操作级别中的对象进行相应的处理。新旧对象确实可以共存，但无论如何

都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所有这些问题为KNOWLEDGE LEVEL的设计人员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设计必须足够健壮，

因为不仅要解决开发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将来用户在配置软件时可能会出现

的各种问题。如果得到合理的运用， KNOWLEDGE LEVEL能够解决一些其他方式很难解决的问题。

如果系统中某些部分的定制非常关键，而要是不提供定制能力就会破坏掉整个设计，这时就可以

利用知识级别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些受限制的对象让他想到了KNo叽EDGE LEVEL模式，他决定尝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一下模

型，才发现本来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观察模型的。

从图 16-21可以看出，受限制的对象都在KNOWLEDGE LEVEL中，而可以自由编辑的对象都在

操作级别中，区分得非常清楚。虚线上面的所有对象描述了类型或长期策略。 Employee Type有

效地把行为加在Employee上。

这位开发人员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家，这使另一个人又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按照KNOWLEDGE

LEVEL对模型进行组织后，模型变得更清晰了，这使她一下子发现了昨天困扰她的那个问题一一

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被合并到同一个模型中。昨天她在团队讨论所使用的语言中就听到了这个问

题，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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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irement Plan 
Employee Type 

Defined Contribution I I Defined Benefit Hourly Employee Type I I Salaried Employee 
Type 

‘ 
Employee Department 

name String * 
name String 

图 16-21 从现有模型中识别出隐含的KNo帆.EDGE LEVEL 

一个Employee Type可以被指定两种Retirement Plan中的任何一种，也

可以被指定两种工资中的任何一种。

但这实际上并不是用UBIQUITOUS LANGUAGE中来表达的声明。模型中并没有“payroll”（工资）。
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需妥来讲话，而没有使用实际就有的通用语言。 pa严0日的概念在模型中是隐
含的，与Employee Typet昆在一起。在分离出KNOWLEDGE LEVEL0,前，它并不明显，而且这个声
明中的所有元素都出现在同一个级别上，只有一个元素例外。 [ill] 
根据这种理解，她重构了一个真正支持该声明的模型。

为了让用户控制那些制约对象之间关联的规则，开发团队开发了一个包含隐含KNOWLEDGE
LEVEL的模型。

Retirement Plan 
nv

- η

一鸣

”
-AM 

O

- 
M
-k 

m
-
U 

E

-b 
。

Payroll 

Hourly Payroll Hourly Payroll 

‘ 
Employee Department 

回name String name: Stnng 

图 16-22 Payroll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它已与Employee Type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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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ton : Defined Benefit 

bob: Emplo叩ee 。在ice admin : Hourly Employee 
卫眨

singleton: Hourly Payroll 

iii! Em口loyee

singleton Salaried Payroll 

图16-23 每个Employee τ'ype现在都有一个Retirement Plar讶I]－个Payroll

特有的访问约束和一种“事物一事物”型的关系对开发团队起到了提示的作用，使他们看出

了隐含的KNOWLEDGE LEVEL。一旦KNOWLEDGE LEVEL被分离出来，它就能够使模型变得非常清

[ill] 晰，从而可以通过提取出Payroll将两个重要的领域概念分开。

像其他大比例结构一样， KNo帆EDGE LEVEL也不是必须要使用的。没有它，对象照样能工

作，而且团队可能仍能够认识到他们需要将Employee Type与Payroll分离。当项目进行到某个时刻，

这种结构看起来已经没什么作用了，那么就可以放弃它。但现在它对于描述系统很有用，并且能

够帮助开发人员理解模型。

米击卡米

乍看上去， KNOWLEDGE LEVEL像是RESPONSIBILITY LAYER （特别是策略层）的一个特例，但

它并不是。首先，两个级别之间的依赖性是双向的，而在层次结构中，较低的层不依赖于较高的

层。

实际上， RESPONSIBlLITY LAYER可以与其他大部分的大比例结构共存，它提供了另一种用来

[ill] 组织模型的维度。

16.5 模式：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 

在深入理解和反复精炼基础上得到的成熟模型中，会出现很多机会。通常只有在同一个领域

中实现了多个应用程序之后，才有机会使用PLUGGABLE COMPO阳NTF队阻WORK （可插入式组件

框架）。

采朱来

当很多应用程序需要进行互操作时，如果所有应用程序都基于相同的一些抽象，但它们是独

立设计的，那么在多个BOUNDED CONTEXT之间的转换会限制它们的集成。各个团队之间如果不

能紧密地协作，就无法形成一个SHARED KERNEL。重复和分裂将会增加开发和安装的成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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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操作会变得很难实现。

一些成功的项目将它们的设计分解为组件，每个组件负责提供某些类别的功能。通常所有组
件都插入到一个中央hub上，这个hub支持组件所需的所有协议，并且知道如何与它们所提供的接
口进行对话。还有其他一些将组件连在一起的可行模式。对这些接口以及用于连接它们的hub的
设计必须要协调，而组件内部的设计则可以更独立一些。

有几个广泛使用的技术框架支持这种模式，但这只是次要问题。 一种技术框架只有在能够解
决某类重要技术问题的时候才有必要使用，如在设计分布式系统或在不同应用程序中共享一个组
件时。可插入式组件框架的基本模式是职责的概念组织，它很容易在单个的Java程序中使用。

因此：

从接口和交互中提炼出一个ABSTRACT CORE，并创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要允许这些接口的
各种不同实现被自由替换。同样，无论是什么应用程序，只要它严格地通过ABSTRACT CORE的接
口进行操作，那么就可以允许它使用这些组件。

高层抽象被识别出来，并在整个系统范围内共享，而特化（specialization）发生在MODULE
中。应用程序的中央hub是S队RED KE卧IBL内部的旭STRACTCO阻。但封装的组件接口可以把多个

BOUNDED CONTEXT封装到其中，这样，当很多组件来自多个不同地方时，或者当组件中封装了用
于集成的已有软件时，可以很方便地使用这种结构。 [ill] 

这并不是说不同组件一定要使用不同的模型。只要团队采用了CONTINUOUS INTEGRATE, 

或者为一组密切相关的组件定义了另一个SHARED KERNEL，那么就可以在同一个CONTEXT中开
发多个组件。在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这种大比例结构中，所有这些策略很容易
共存。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选择是使用一种PUBLISHED LANGUAGE来编写hub的插入接口。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也有几个缺点。一个缺点是它是一种非常难以使用的

模式。它需要高精度的接口设计和一个非常深入的模型，以便把一些必要的行为捕获到
ABSTRACT CO阻中。另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它只为应用程序提供了有限的选择。如果一个应用程
序需要对CORE DOMAIN使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那么可插入式组件框架将起到妨碍作用。开
发人员可以对模型进行特殊修改，但如果不更改所有不同组件的协议，就无法修改ABSTRACT
CORE。这样一来， Co陋的持续精化过程（也是通过重构得到更深层理解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
会陷入僵局。

[Fayad and Johnson 2000］中详细介绍了在几个领域中使用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的大胆尝试，其中包括对SEMATECH CIM框架的讨论。要想成功地使用这些框架，
需要综合考虑很多事情。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人们的理解不那么成熟，要想设计一个有用的框
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解。 PLUGGABLE COMPONENT F队MEWORK不适合作为项目的第一个大比

例结构，也不适合作为第二个。最成功的例子都是在完全开发出了多个专门应用之后才采用这
种结构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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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噩， SEMATECH CIM 框架
在一家生产计算机芯片的工厂中，一组一组的硅片（称为lot）从一台机器传送到另一台机

器，通过上百道加工工序，直到印刷上微电路并完成蚀刻。工厂需要一个软件来跟踪每个lot,

记录下来它上面已经完成的加工，然后指挥工人或自动设备把它送到下一台正确的机器上，并

~ 进行下一次正确的加工。这样的软件称为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

工厂使用了数十家供应商生产的数百台不同的机器，每道工序都仔细设计了定制的配方。为

这个复杂的棍合加工过程开发h伍S软件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而且费用也十分高昂。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 SEMATECH （一家行业协会）开发了CIM框架。

CIM框架庞大而复杂，它有很多方面，但只有两个方面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首先，这个

框架为半导体岛IBS领域的基本概念定义了抽象接口，换言之，以ABSTRACT CORE的形式定义了

CORE DOMAIN。这些接口定义既包括行为上的，也包括语义上的。

< Interface>

Lot 

Wrapper for 
Legacy Part

Tracking 
Svstem 

< loterface>

Process Flow 

< Interface>

Process 
Operation 

Custom 
Implementation 

图 16-24 高度简化的CIM接口子集，提供了一些实现样例

< Interface>

Machine 

< Interface>

Process 
Machine 

Tool-Specific 
Implementation 

from Vendor 

如果某家供应商生产了一种新的机器，他们必须开发Process Machine接口的一个专用实

现。只要他们遵守该接口，他们的机器控制组件就可以插入到任何基于CIM框架的应用程序中。

在定义了这些接口之后， SEMATECH又定义了组件在应用程序中进行交互时需要遵守的规

则。任何基于CIM框架的应用程序都必须实现一个协议，通过这个协议来为那些已经实现部分接

§ZJ 口的对象提供服务。如果这个协议已经实现，而且应用程序严格遵守抽象接口，那么这个应用程
序就可以使用这些接口所提供的服务，而不用管它们是如何实现的。这些接口以及为了使用接口

而实现的协议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具有严格限制的大比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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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系统中的处理

｜ 世 ｜I ~ I 
| 获取下一个操作J | 

| ｜ 获取 V一个操d

严一一一一一一再一Z- r…－－一一一－－－－一－－ 1

操作Z是否受支持

｜川旦 Aoolica创

把lot X注jlJtfiJ机器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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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器Y上选抨工艺配方 I I 

载入配方 ! 
一一一一「

用户把一个lot放到下一台机器上，并把这次操作记录到计算机中图 16-25

这个框架需要使用专门的基础设施。它主要使用CORRA来提供持久化、事务、事件和其他

技术服务。但它的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的定义很有趣，它允许人们独立开发软件，

并把开发出来的软件平滑地集成到庞大的系统中。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系统中的所有细节，但每个
人都理解整体视图。

，
，
、

j 
、

，，

数千人是如何分工来制作一个由40 000多块组成的“艾滋病纪念拼被”的？

几条简单的规则为“艾滋病拼图被子”提供了一种大比例结构，而细节则由各个志愿者来完

成。注意规则重点关注的3个方面， 一是整体任务（纪念那些因艾滋病而死去的人们）， 二是各个

小块所具有的那些使其容易拼到整体中的特性， 三是处理更大的块的能力（如把它折叠起来）。

，

木
，
．
、

... 
、.. , 

以下就是艾滋病纪念拼被的一个拼块的制作方法

［摘自文滋病纪念拼被网站， www .aidsquilt.org] 

回

回

设计拼块

把要纪念的人的名字写到拼块上。可以自由加入其他一些信息，如出生、死亡日期和出生地

等，每个拼块仅限一人……

选择你的材料

记住，被单要被折叠和打开许多次，因此材料的耐久性很重要。由于胶会随着时间失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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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最好把东西缝到拼块上。最好使用重量适中、不具有拉伸性的布料，如棉帆布或毛葛。

设计可以采用横向或纵向，但最终镶好边的拼比必须是3英尺 × 6英尺（佣cm × 180cm ） 一一不能

多也不能少！裁剪布料时，每个边留出2～3英寸的镶边。如果你自己不能镶边，我们会为你代劳。

无需为拼块缝制夹层，但建议在背面缝一个衬垫，这样当把拼块放到地上时，可以保持干净，也

有助于保持布料不变形。

制作拼块

制作拼块时可能会用到以下技术。

口缝饰：在背景布料上缝上其他的织物、信件或小的纪念品。不要使用胶水，因为它很容

易失效。

口用颜料涂色 ： 刷上纺织颜料或快速上色染料，也可以使用不褪色的墨水笔。不要使用“棉

花彩” ＠，因为它的黠性太大了。

口模绘：用铅笔把你的设计固到布料上，然后把得到的模板垫高，再用刷子涂上纺织颜料

或不褪色的标记。

口拼贴：在拼块上使用的材料一定不要把布料划破（因此不要使用玻璃和金属片），还要注

意不要使用体积很大的物品。

口照片 ： 加照片或信件的最好方怯是把它们影印到烫印转印纸（iron-on transfer）上，再由

烫印转印纸印到100%的纯棉布料上，再把这块布料缝到拼块上。 也可以用乙烯材料把照

巨型 片塑封起来，再缝到拼块上（不要放在中央，以避免折叠）。

16.6 结构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约束

本章所讨论的大比例结构很广泛，从非常宽松的SYSTEM METAPHOR到严格的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结构，而且，甚至在一个通用的结构模式中，在

制定规则上也可以选择多种不同的严格程度。

例如， RESPONSIBILITY LA YER规定了一种用于划分模型概念以及它们的依赖性的方式，但我

们也可以添加一些规则，来指定各个层之间的通信模式。

假设有一家制造厂，每个零件在哪台机器上加工（根据工艺配方）完全由软件来指挥。正确

的加工命令是从策略层发出的，并在作业层执行。但工厂的实际生产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实际

情况将与软件的规则不符。现在，作业层必须妥反映出工厂的实际情况，这意味着当一个零件偶

然被放到一台错误的机器上时，机器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它。这种异常情况需要以某种方式传递到

更高的层。然后，决策制定层可以利用其他策略来纠正这种情况，可以把该零件重新送到修理流

程或直接丢弃它。但作业层不知道较高层的任何信息。通信必须是单向的，不能让较低层产生对

① 棉花彩（puffy paint ） 一种绘画颜料，可以画在纸、 石头、 木头、 金属等上， 干后用电吹风加热即可产生浮凸效果．

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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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层的依赖性。

通常，这种信号传递是通过某种事件机制实现的。每当作业层对象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它们

就将生成事件。策略层对象将监听来自较低层的相关事件。如果一个事件违反了某个规则，该规

则将执行一个动作（规则定义的一部分）来给出适当的响应，或者生成一个事件反馈给更高的层，
以便帮助更高的层做出决策。

例如，在银行中，当投资组合中的某些部分发生变动时，资产的价值会发生改变（作业层）。
当这些值超过投资组合的配置限制时（策略层），交易商可能就会接到通知，然后他可以通过买
入或卖出资产来恢复平衡。

我们可以为每种不同的情况设计不同的事件机制，也可以让特殊层中的对象在交互时遵守一
种一致的模式。结构越严格， 一致性就越高，设计也越容易理解。如果结构适当的话，规则将推 巨型
动开发人员得出好的设计。不同的部分之间会更协调。

另一方面，约束也会限制开发人员所需的灵活性。在异构系统中，特别是当系统使用了不同
的实现技术肘，可能无法跨越不同的BOUNDED CONTEXT来使用非常特殊的通信路径。

因此一定要克制，不要滥用框架和死板地实现大比例结构。大比例结构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
它具有概念上的一致性，并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领域。每条结构规则都应该使开发变得更容易
实1见。

16.7 通过重构得到更适当的结构

在当今这个时代，软件开发行业正在努力摆脱过多的预先设计，因此一些人会把大比例结构
看作是倒退回了过去那段使用爆布架构的令人痛苦的年代。但实际上，只有深入地理解领域和问
题才能发现一种非常有用的结构，而获得这种深刻的理解的有效方式就是迭代开发过程。

团队要想坚持EVOLVING ORDER原则，必须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大胆地反复思考大比例

结构。团队不应该一成不变地使用早期构思出来的那个结构，因为那时所有人对领域或需求的理
解都不够完善。

遗憾的是，这种情变意味着最终的结构不会在项目一开始就被发现，而且我们必须在开发过
程中进行重构，以便得到最终的结构。这可能很难实现，而且需要高昂的代价，但这样做是非常
必要的。有一些通用的方法可以帮助控制成本井最大化收益。

16.7.1 最小化

控制成本的一个关键是保持一种简单、轻量级的结构。不要试图使结构面面俱到。只需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即可，其他问题可以留到后面一个一个地解决。

开始最好选择一种松散的结构，如SYSTEM METAPHOR或几个RESPONSIBILITY LAYER。不管怎

样， 一种最小化的松散结构可以起到轻量级的指导作用，它有助于避免混乱。

回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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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 沟通和自律

整个团队在新的开发和重构中必须遵守结构。要做到这一点，整个团队必须理解这种结构。

必须把术语和关系纳入到UBIQUITOUS LANGUAGE中。

大比例结构为项目提供了一个术语表，它概要地描述了整个系统，井且使不同人员能够做出

一致的决策。但由于大多数大比例结构只是松散的概念指导，因此团队必须要自觉地遵守它。

如果很多人不遵守结构，它慢慢就会失去作用。这时，结构与模型和实现的各个部分之间的

关系无怯总是在代码中明确地反映出来，而且功能测试也不再依赖结构了。此外，结构往往是抽

象的，因此很难保证在一个大的团队（或多个团队）中一致地应用它。

在大多数团队中，仅仅通过沟通是不足以保证在系统中采用一致的大比例结构的。至关重要

的一点是要把它合并到项目的通用语言中，并让每个人都严格地使用UBIQUITOUS LANGUAGE。

16.7.3 通过重构得到柔性设计

其次，对结构的任何修改都可能导致大量的重构工作出现。随着系统复杂度的增加和人们理

解的加深，结构会不断演变。每次修改结构时，必须修改整个系统，以便遵守新的秩序。显然这

需要付出大量工作。

但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糟糕。根据我的观察，采用了大比例结构的设计往往比那些未采用的

设计更容易转换。即使是从一种结构更改为另一种结构（例如，从METAPHOR改为LAYER）也是

如此。我无战完全解释清楚这是什么原因。部分原因是当完全理解了某个系统的当前布局之后，

再重新安排它就会更容易，而且先前的结构使得重新布局变得更容易。还有部分原因是用于维护

先前结构的那种自律性已经渗透到了系统的各个方面。但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原因，因为当一个系

统先前已经使用了两种结构时，它的更改甚至史加容易。

~ 一件新皮茄克穿起来又硬又不舒服，但穿了一天之后，肘部经过若干次弯曲后就会变得更容

易弯曲。再穿几天之后，肩部也会变得宽松，茄克也更容易穿上了。几个月后，皮质开始变得柔

软，穿着会更舒适，也更容易穿上。同样，对模型反复进行合理的转换也有相同效果。不断增加

的知识被合并到模型中，史改的妥点已经被识别出来，并且史改也变得史灵活，同时模型中一些

稳定的部分也得到了简化。这样，底层领域的更显著的CONCEPTUAL CONTOUR就会在模型结构中

浮现出来。

16.7.4 通过精炼可以减轻负担

对模型施加的另一项关键工作是持续精炼。这可以从各个方面减小修改结构的难度。首先，

从CORE DOMAIN中去掉一些机制、 GENE阳C SUB DOMAIN和其他支持结构，需要重构的内容就少

多了。

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把这些支持元素简单地定义成符合大比例结构的形式。例如，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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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SPONSIB!LITY LAYER系统中，可以把GE阳阳C SUBDO旧时定义成只适合放到某个特定层中。当

使用了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的时候，可以把GE阳阳C SUBDOMAIN定义成完全由某

个组件拥有，也可以定义成一个S队REDKE卧吼，供一组相关组件使用。这些支持元素可能需要
进行重构，以便找到它们在结构中的适当位置，但它们的移动与CORE DOMAIN是独立的，而且移
动也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因此更容易实现。最后，它们都是次要元素，因此它们的精化不会影
响大局。

通过精炼和重构得到更深层理解的原理甚至也适用于大比例结构本身。例如，最初可以根据
对领域的初步理解来选择分层结构，然后逐步用更深层次的抽象（这些抽象表达了系统的基本职
责）来代替它们。这种极高的清晰度使人们能够透彻地理解领域，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它也是一
种使系统的整体控制变得更容易、更安全的手段。 [ill]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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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领域驱动设计的综合运用

亡于r面3章给出了战略层面上应用领域驱动设计的很多原则和技术。在一个大的、复杂
口丁 的系统中，可能需要在一个设计中综合运用几种策略。那么，大型结构如何与

CONTEXT MAP共存？应该把构造块放到哪里？第一步先做什么？第二步和第三步呢？如何设

计你的战略？

17.1 把大型结构与BOUNDED CONTEXT结合起来使用

图 17-1

战略设计的3个基本原则（上下文、精炼和大型结构）并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而是互为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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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并且以多种方式进行互动。例如，一种大型结构可以存在于一个BOUNDED CONTEXT中，也可
以跨越多个BOUNDED CONTEXT存在，井用于组织CON四XTMAP。

前面的RESPONSIBILITY LAYER的例子被限定在一个BOUNDED CONTEXT中。这是解释这一思想
的最简单的方峙，也是该模式的一般用告。在这样的简单场景中，层名称的含义仅用于该
CONTEXT, *CONTEXT中的模型元素或子系统接口的名称也是如此。

/ 

/ 

,,, 

/ Operations 

/ Potential 

\ 
\ 
、气，－

～－一一一

·、、‘
飞、

一一一一

\ 
\ 

\ 

/ 
/ 

图 17-2 在单一的BOUNDED CONπXT内部构造一个模型

这样的局部结构在一个非常复杂但统一的模型中是很有用的，它使系统所能承受的复杂度上
限提高了，进而使得在一个BOUNDED CONTEXT中可以维护更多的对象。

但是在很多项目中，更大的挑战是理解怎样使各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如图 17-3所示。
这些部分可能被划分到不同的BOUNDED CONTEXT中，但是各个部分在整个集成系统中的作用是什
么，它们之间又是如何互相关联的？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就可以用大型结构来组织CONTEXTMAP。
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的术语适用于整个项目（或至少是项目中某个明确限定的部分）。 E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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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在不同BOUNDED CONTEXT的组件关系上所使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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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打算采用RESPONSIBILITY LAYER模式，但你有一个遗留系统，它的组织结构与你想要

采用的大型结构不一致。那么是否必须放弃LAYERS模式？不必，但是你必须确定遗留系统在新结

构中的位置，如图17-4所示。实际上， RESPONSIBILITY LAYER可能有助于刻画遗留系统的特征。

遗留系统所提供的SERVICE可以被限定到几个层中。如果我们能够说出遗留系统与哪几个特定的

RESPONSIBILITY LAYER丰目符，那么这就非常精确地描述了遗留系统的范围和角色的关键方面。

ANTICORRUPTION 
LAYEAf巳SERVICE坟现
给其他CONTEXT

／』－～＼

当（
挚 i

\ 

\ 遗留的
Shipping 

\ Coo时ination
’ 应州程序

盹 I CONTEXT 
耀自
择自 I 

.1 I 
’/ 
\/ 
\/ 

、
、
、

REPOSITORY按μ把查询
i去留系统的复杂性封装起来

传输计划
CONTEXT 

一一－～
，，，、、、

、、、

传输网络 \- 
CONTEXT I 

/ 
,/ 

、、～

图 17-4 允许一些组件跨越多个层的结构

如果遗留子系统的功能是通过一个FACADE来访问的，那么设计肘，该FACADE所提供的每个

SERVICE应该只在一个层中，不跨越多个层。

在这个示例中， Shipping Coordination应用程序是一个遗留系统，它的内部机制是作为一个

无差别的整体呈现出来的。但如果项目团队已经很好地建立了一种跨CONTEXT MAP的大型结构，

那么团队可以选择在他们的CONTEXT中按照已经熟悉的层来组织模型，如图 17-5所示。

当然，由于每个BOUNDED CONTEXT都是其自己的命名空间，因此在一个CONTEXT中可以使

用一种结构来组织模型，而在相邻的CONTEXT中则可以使用另一种结构，然后再使用一种别的

结构来组织CONTEXT MAP。但是，使用过多的结构会损害大型结构作为项目统一概念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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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5 在一个CONT卫XT中和整个CONTEXT MAP （作为一个整体）中使用同一种结构

17.2 将大型结构与精炼结合起来使用

大型结构和精炼的概念也是互为补充的。大型结构可以帮助解释Co阻DOMAIN内部的关系以 [ill] 
及GENERIC SUBDOMAJN之间的关系，如图 17-6所示。

同时，大型结构本身可能也是COREDOM皿J的一个重妥部分。例如，把潜能层、作业层、策
略层和决策支持层区分开，能够提炼出对软件所要解决的业务问题的基本理解。当项目被划分为
多个BOUNDED CONTEXT时，这种理解尤其有用，这样COREDOMAIN的模型对象就不会具有过多的
含义。

17.3 首先评估

当对一个项目进行战略设计时，首先需要清晰地评估现状。

(1）画出CONTEXT MAP。你能画出一个一致的图吗？有没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情况？
(2）注意项目上的语言使用。有没有UBIQUITOUS LANGUAGE？这种语言是否足够丰富，以便

帮助开发？

(3）理解重点所在。 CoREDoMAIN被识别出来了吗？有没有DOMAIN VISION STATEMENT？你能

写一个吗？

(4）项目所采用的技术是遵循MODEL-D阳VEN DESIGN，还是与之相悖？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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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团队开发人员是否具备必要的技能？

(6）开发人员是否了解领域知识？ 他们对领域是否感兴趣？

腿
根
烬 D」

E二3

Routing Policy Billing Policy Commitments 

盹
筐
阳
帽

C二3
C二3

E二二 E二2
E二2

Money 
四
4－u
4平

四
川
幅
照

-
nu

- 
- j -

9u

- 
－

ρ
U
WF
 

均

－u
－

ny

-
-
- 

组
“

『

l
l

叫I
I
I
·

r
l 

o
e
－
－
←l
』

。

－
－

3

E

－
d

一
－
一

户U
－
O

飞
－
一

－
nt

－
「
L

c:::::J Shipment Banking 

c:::::J 
C二3

图 17-6 通过分层把CORE DOMAIN的MODULE （用和框显示）和GENE阳C SUBDOMA剧分

得更清楚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第 17 章领域驱动设计的综合运用 341 

当然，我们不会发现完美的答案。我们现在对项目的了解永远不如将来的了解深入。但这些
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起点。当知道了这些问题的初步答案后，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可以得出更精炼的答案，特别是CONTEXT MAP 、 DOMAIN
VISION STATEMENT，以及其他创建出来的工件，这些答案都反映出了变化的情况和新的理解。

17.4 由谁制定策略

传统上，架构是在应用程序开发开始之前建立的，并且在这种组织中，负责建立架构的团队
比应用开发团队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我们并不一定得遵循这种传统的方式，因为它井不总是十分
有效。

14gg叶
战略设计必须明确地应用于整个项目。项目有很多组织方式，这一点我并不想做过多的说明。 I 1 i 

149创但是，要想使决策制定过程更有效，需要注意一些基本问题。 '--'-"-"-'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曾见过的两种在实践中具有一定价值的风格（摒弃了传统的“由

高层制定决策”的做怯）。

17.4.1 从应用程序开发自动得出的结构

一个非常善于沟通、懂得自律的团队在没有核心领导的情况下照样能够很好地工作，他们能
够遵循EVOLVING ORDER来达成一组共同遵守的原则，这样就能够有机地形成一种秩序，而不用
靠命令来约束。

这是极限编程团队的典型模式。从理论上讲，任何一对儿编程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
完全自发地创建一种结构。通常，让团队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来承担大型结构的一些监管职
责有利于保持结构统一。如果这位承担监管职责的非正式的领导人也是一位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发
人员（仲裁者和协调员），而不是决策的唯一制定者，那么这种方告将特别有效。在我见过的极
限编程团队中，这样的策略设计领导者可能会自动出现，而且通常在教练中产生。不管这个自动
出现的领导人是谁，他仍然是开发团队的成员之一。由此可见，开发团队必须至少有几位具有这
样才干的人，由他们来制定一些运用到整个项目中的设计决策。

当多个团队使用同一种大型结构时，密切相关的团队可以开始非正式的协作。在这种情况下，
对这种大型结构，每个应用程序团队仍会产生各自的想怯 ， 而其中一些具体选择会由一个非正式
的委员会来讨论，这个委员会由各个团队的代表组成。在评估了这些选择对设计的影响之后，委
员会决定是采用它、修改它，还是放弃它。团队在这种松散的合作关系下一起前进。这种安排要
想发挥作用，需要保证 ： 团队数目相对较少，各个团队之间能够一致地保持彼此协调，他们的设
计能力大致相同，而且他们的结构需求基本一致，可以通过同一种大型结构来满足。 ~ 
17.4.2 以客户为中心的架构团队

…~~m~－~脚时确实需如…睐。叫果脱时政血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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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会设计出失败的模型，但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架构团队可以把自己放在与应用开发团队

平等的位置上，帮助他们协调大型结构、 BOUNDED CONTEXT边界和其他一些跨团队的技术问题。

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架构团队必须把思考的重点放在应用程序的开发上。
在组织结构图中，这样的团队看起来与传统的架构团队没什么分别，但实际上二者在每一项

活动中都存在不同。架构团队的成员是真正的开发协作者，他们与开发人员一起发现模式，与各

个团队一起通过反复实验进行精炼，并亲自动手参与开发工作。

这种场景我曾经见到过几次，项目最终会由一位架构师来领导，下面列出的大部分工作都会

由他来完成。

17.5 制定战略设计决策的6个要点

决策必须传达到整个团队

显然，如果不能确保团队中的所有人都知道策略井去遵守它，那么策略也就失去了作用。这

个要求引导人们以架构团队（具有正式的“权威”）为中心组织到一起，以便在整个项目中应用

一致的规则。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脱离实际开发工作的架构师往往会被人们忽略或躲开。

如果架构师没有实践经验，又试图把他们自己的规则强加于实际的应用程序，那么他们所设计出

来的模式就会不切实际，这时开发人员除了忽略他们之外别无选择。

在一个沟通良好的项目中，应用开发团队所产生的策略设计实际上会更有效地传播到每个

人。这样策略将会实际发挥作用，而且具有权威性，因为它是通过集体智慧制定的决策。

无论开发什么系统，都不要用管理层所授予的权力来强制地推行战略决策，而应该更多地关

~ 注开发人员与策略之间的实际关系。
决策过程必须收集反馈意见

无论是建立组织原则、大型结构还是那些微妙的精炼，都需要真正理解项目的需求和领域概

念。那些唯一具有这方面深层次知识的人就是应用程序开发团队的成员。这解释了为什么架构团

队所创建的应用架构很少对项目产生帮助，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架构师都非常有才能。

与技术基础设施和架构不同，战略设计虽然影响到所有的开发工作，但是它本身并不需要编

写很多代码。战略设计真正需要的是应用开发团队的参与。经验丰富的架构师可以听取来自各个

团队的想毯，井促进总体解决方案的开发。

我曾经与一个技术架构团队合作过，这个团队把成员轮流派到使用其架构的各个应用开发团

队中。这种流动性使架构团队亲身体验到了开发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把如何应用框架的知

识传播给了开发人员。战略设计同样需要这种紧密的反馈循环。

计划必须允许演变

有效的软件开发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过程。如果最高层的决策已经固定下来，那么当团队需要

对变更做出响应时，选择就会更少。遵循EvOLVING ORDER这一原则，可以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它强调的是根据理解的不断加深来调整大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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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很多设计决策过早地固定下来时，开发团队可能会束手束脚，失去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因
此，虽然那些为了协调项目而制定的原则可能很有价值，但原则必须能够随着项目开发生命周期
的进行而完善和变化，而且不能过分限制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能力，因为开发工作本来就已经很
难了。

有了积极的反馈之后，当构建应用程序的过程中遇到障碍或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时，创
新就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了。 [ill] 

架构团队不必把所有最好、最聪明的人员都吸收进来

架构层次的设计确实需要技术精湛的人员，而这样的人员总是供不应求。项目经理往往会把
那些最有技术天分的开发人员调到架构团队和基础设施团队中，因为他们想要充分利用这些高级
设计人员的技能。在项目经理看来，开发人员都希望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或是攻克那些“更有趣”
的问题。而且，加入精英团队本身也会赢得威望。

这样往往会把那些技术能力较差的人留下来构建应用程序。但要想开发出优秀的应用程序，
是需要设计技巧的，因此这样安排注定会造成项目失败。即使战略团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战略设
计，应用程序开发团队也没有能力把它实现出来。

相反，架构团队几乎从来不会把那些缺乏设计技巧但精通领域知识的开发人员吸纳进来。战
略设计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任务，把那些精通深层次领域知识的开发人员排除在外只会使架构
师的工作更难进行。而且同样也需要领域专家的参与。

所有应用程序团队都应该有一些技术能力很强的设计人员，而且任何从事战略设计的团队也
都必须具有领域知识，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聘用更多高级设计人员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使架
构团队偶尔从事一下开发工作也会很有帮助。我相信有很多有用的方法，但任何有效的战略团队
必须要与一个有效的应用程序团队通力合作。

战略设计需要遵守简约和谦逊的原则

任何设计工作都必须精炼而简．约，而战略设计尤为需要简约。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设计失误
也有可能会变成可怕的隐患。把架构团队单分出来时要格外慎重，因为他们将更少感知他们为应
用程序开发团队所设置的障碍。同时，架构师对其主要职责的过度关注会使他们迷失方向。我就
曾多次看到过这种情况，甚至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有了一个好的想法后，又会引出另一个想
法，想也太多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过度设计的架构，这种体系结构反而起到了负面作用。 ~ 
相反，我们必须严格地约束自己，从而使设计出来的组织原则和核心模型精简到只包含那些

能够显著提高设计清晰度的内容。事实上，几乎任何事物都会对其他某个事物构成障碍，因此每
个元素都必须是确实值得存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谦逊的态度，才能认识到我们自己认为的最佳
思路可能会妨碍其它人。

对象的职责要专一，而开发人员应该是多面手

良好的对象设计的关键是为每个对象分配一个明确且专一的职责，并且把对象之间的互相依 ... 
赖减至最小。人们有时会试图让团队中的交流像软件中的交直那样整齐。其实在一个优秀的项目 I.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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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会有很多人参与其他人的事情。开发人员有时也处理框架，而架构师有时也会编写应用程序

代码。所有人员都可以互相交流。这看似混乱但却行之有效。因此，应该让对象职责专一，而让

开发人员成为多面手。

把战略设计与其他设计区分开，是为了帮助澄清所渺及的工作，但必须指出：这两种设计活

动并不意味着有两种人员。虽然基于深层模型创建柔性设计是一种高级设计活动，但细节问题也

至关重要，因此战略设计工作必须由接触编码工作的人来完成。战略设计源自应用设计，然而战

略设计需要一个总体的开发活动视图，这个视图可能跨越多个团队。人们总喜欢想出各种办能把

工作分得很细，以使得设计专家不必了解业务，而领域专家也不用知道技术。确实， 一个人能学

的知识是有限的，但过于专业化也会削弱领域驱动设计的力量。

17.5.1 技术框架同样如此

技术框架提供了基础设施层，从而使应用程序不必自己去实现基础服务，而且技术框架还能

帮助把领域与其他关注点隔离开，因此它能够极大地加速应用程序（包括领域层）的开发。但技

术框架也是有风险的，那就是它会影响领域模型实现的表达能力，并妨碍领域模型的自由改变。

[ill] 甚至当框架设计人员并没有特意去干涉领域层或应用层的时候，情况同样如此。
用于克服战略设计缺点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技术架构。遵守演变、简约等原则并且让应用程序

开发团队参与进来，就能够得到一组持续精化的服务和规则，这些服务和规则能够真正有助于应

用程序的开发，而不会妨碍开发。如果架构不按照这种方式来做，那么它们要么会抑制应用程序

开发的创造力，要么会被人们绕过去，从而导致应用程序为了能够把开发进行下去而根本不使用

架构。

有一种态度肯定会使框架流于失败。

不要编写“傻瓜式”的框架

在划分团队时，如果认为一些开发人员不够聪明，无法胜任设计工作，而让他们去做开发工

作，那么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失败，因为他们低估了应用程序开发的难度。如果这些人在设计方

面不够聪明，就不应该让他们来开发软件。如果他们足够聪明，那么这种隔离只会造成障碍，使

他们得不到所需的工具。

这种态度还会损害团队之间的关系。我就曾经在这样傲慢自大的团队中感到瘦惫不堪，于是

我每次谈话都得向开发人员道歉，我自己也因为有这样自大的同事而感到难堪（我恐怕永远也无

陆改变这样的团队）。

注意，把无关的技术细节封装起来与我所反对的这种“傻瓜式”的预打包完全不同。框架可

以为开发人员提供有力的抽象和工具，使他们不用去做那么多苦差事。有用的封装和“傻瓜式”

的预打包之间的区别很难用一种通用的方式描述出来，但只要问问框架设计人员他们对将要使用

工具／框架／组件的那些人有什么期望，就可以看出区别。如果设计人员对框架的用户非常尊重，

那么他们的工作方向可能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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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 注意总体规划

由Christopher Alexander领导的一群建筑师（设计大楼的建筑师）在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中提
倡“聚少成多地成长”（piecemeal growth）。他们非常好地解释了总体规划失败的原因。 区到

如果没有某种规划过程，那么俄勒冈州大学的校园永远不会像剑桥大学校园那样庞大、和谐
而井井有条。

总体规划是解决这种难题的传统方法。 它试图建立足够多的指导方针，来保持整体坏境的一
致性，同时仍然为每憧建筑保留自由度，并为适应局部需妥预留下广阔的空间 。

··将来这所大学的所有部分将构成一致的整体，因为它们只是被“插入”到总体设计的各
个位置中 。

··实际上总体规划会失败，因为它只是建立了一种极权主义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有机的秩
序。 它们过于生歧，因此不容易根据自然变化和不可预抖的社会生活变化来做tl: 调整。 当这些变
化发生时……总体规划就过时了，而且不再被人们遵守。即使人们遵守总体规划……它们也没有
足够详细地指定建筑物之间的联系，人口规模、功能均衡等这些用来帮助每憧建筑的局部行为和
设计j良好地符合整体环境的方面 。

…·试图笃驭这种总体规划过程非常类似于在小孩的填色本上填充颜色……这个过程最多
也不过是得到一种极为平常的秩序。

…·因此，通过总体规划是无法得到一种有机的秩序的，因为这个规划既过于精确，又不够
细致。 它在整体上过于精确了 ， 而在细节上又不够细纹。

…总体规划的存在疏远了用户［因为，从根本上讲］大部分重妥决策已经确定下来了 ， 因此
社区成员对社区未来的建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 。

一一－摘自 Oregon E早eriment, pp. 16-28 [Alexander et al. 1975] 

Alexander和他的同事倡议由社区成员共同制定一纽原则，并在“聚少成多地成长”的每次行
动中都应用这些原则，这样就会形成一种“有机秩序”，并且能够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调整。 [ill]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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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开发最前沿的项时体验有趣的思想和工具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但我认为如果软
件得不到有效的应用，那么一切都将成为空谈。事实上，检验软件成功与否的最有效

的方法是让它运行一段时间。近年来，我从自己经历过的项目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这里我们来谈一下其中5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认真尝试了领域驱动设计，但它们并没有系
统地采用这种方怯，当然也没有在这个名头下进行开发。这5个项目都完成了软件交付工作，
其中4个项目坚持采用模型驱动的设计方峙，井得到了相应的设计结果，而有一个项目却偏离
了轨道。 一些应用程序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和改变，但有一个程序一直没有进步，还有一个很早
就结束了。

第1章中描述的PCB设计软件的beta 版本在业内引起了一次很大的轰动，但遗憾的是，发起
该项目的公司在它的营销方面做得非常失败，最终公司草草收场。少数一些保留了beta版副本的
PCB工程师现在仍在使用该软件。像所有缺乏支持的软件一样，它会被继续使用下去，直到其中
集成的某个程序发生重大改变为止。

第9章中介绍的贷款软件在我提到的突破之后，经历了3年波澜不惊的发展。在此之后，该项
目脱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在重组的过

程中，从一开始就领导这个项目的经理被解聘了，

一些核心开发人员也随他一起离开。新的团队有

一套稍微不同的设计思想，他们不是完全遵循对

象建模。但保留了具有复杂行为的独特的领域层 ，

而且在他们的开发团队中依旧非常重视领域知

识。在新公司独立运转7年后，该软件仍在不断增

加新的功能。它在业内是该领域领先的应用程序，

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机构服务，也是公司最大

的收入来源。

在领域驱动方怯广为流行之前，很多项目的

软件将创建得更快、更高效。但项目最终仍不免按传统的套路发展，导致先前精炼的深层模型无

后记

网
川
阻

一片新种植的橄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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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被充分利用，更谈不上去增强它的能力了。可能我的期望过高了，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项目

就无撞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为用户提供稳定的价值。

我曾经与另一位开发人员结对做过一个项目，我们为客户编写一个实用工具，客户用这个工

具来开发他们的核心产品。所需的功能及功能组合相当复杂。我很喜欢这个项目的工作，我们也

开发出了一个具有ABSTRACT CORE的柔性设计。这个软件交付以后，每个人涉及的工作也就结束

[ill] 了。由于项目交接之后就与我们无关了，交接过程显得有些突兀，因此我估计那些用来支持元素
组合的特性可能很难被客户理解，而且有可能被替换为更典型的条件选择逻辑。但这种情况并没

有马上发生。当我们交付软件的时候，程序包含一个完整的测试套件和一个精炼文挡。新的团队

成员用这个文档来指导他们的工作。他们对这个软件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很高兴地发现我们的设

计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当我在一年之后听到他们的评论时，我知道我们的UBIQUITOUS LANGUAGE 

已经传递到了新团队，而且这种语言仍然充满活力并继续发展。

7年之后

又一年过去了，我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团队遇到了新的需求，开发人员们发现用原来的

设计已经无法满足这些新需求。他们不得不修改

设计，这一改几乎使原来的设计面目全非。在了

解了一些细节之后，我发现我们原来的模型用来

解决这些问题时显然十分鳖脚。往往就是在这个

时候有可能产生一次突破，形成一个更深层的模

型，特别是在这个例子中，开发人员已经积累了

大量的深层领域知识和经验。事实上，他们确实

形成了新的理解，井最终根据这些理解对模型和

设计进行了转换。

他们小心翼翼地、委婉地告诉了我这件事情，我猜他们可能是担心我在听到如此多的先前

工作被丢弃后会感到不捕。但是我对自己的设计并没有这种守旧情结。 一个成功的设计并不一

定要永远保持不变。如果把人们赖以工作的一个系统封闭起来，那么它将会变为一项永久的、

谁也不敢碰的遗留资产。深层模型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懂它，井据此产生新的理解，而柔性设

计可以促进后续的修改。他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模型，这个模型更符合用户关心的需求。他

们的设计解决了实际问题。变更是软件的固有性质，这个程序在拥有它的团队的手中得到了继

续发展。

本书很多章节中都提到过运输的例子，这个例子大体上是基于一家大型国际集装箱运输公司

的项目。在早期，项目的领导者们采用了领域驱动的方棒，但他们一直没有建立一种支持该方怯

的开发文化。几支具有不同设计技术水平和对象经验的团队分头开始创建模块，但他们之间的工

~作只是由团队领导者之间的非正式合作和一个主要负责客户事务的架构团队来粗略地协调。我们
确实开发出了一个合理的、深层的COREDOMAJN模型，也有一个可使用的UBIQUITOUS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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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的文化非常不利于迭代开发，因此我们过了很长时间才形成了一个可用的内部版本。
因此，问题到了后期才暴露出来，而此时修复的话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
们发现模型的某些方面会引起数据库性能问题。反馈（无论是实现问题，还是模型修改）是
MODEL-DRIVEN DESIGN的一个自然的部分，但那时我们感觉到自己已经在开发这条路上走得太远
了，以至于很难再修改模型的基本部分了。相反，我们对代码做了修改，使它更有效，但代码与
模型的联系却被削弱了。最初的版本也暴露出在技术基础设施扩展方面的局限性，这使管理层感
到担忧。项目组聘请了专家来修复基础设施问题，项目恢复了开发。但实现与领域建模之间却始
终没有形成一个闭环。

有几个团队交付了不错的软件一一－实现了复杂的功能，模型也表达得很清楚。而有些团队交
付的软件却很生硬，模型退化为数据结构（尽管他们保留了UBIQUITOUS LANGUAGE的痕迹）。可
能使用CONTEXT MAP会有所帮助，因为各个团队的开发结果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用
UBIQUITOUS LANGUAGE开发出来的Co阻模型确实帮助团队把各自的工作整合为一个系统。

虽然范围缩小了，项目还是替换了几个遗留系统。尽管大部分设计都不够灵活，但整体设计
还是通过一个共享的概念集凝聚到了－起。经过几年之后，系统本身已经退化为一项遗留资产，
但它仍在为全球业务提供全天候的服务。虽然成功团队的影响渐渐扩大，但整个项目最后还是走
到了尽头，即便公司有着雄厚的财力。项目文化从来没有真正采纳过MODEL-DRIVEN DESIGN。现
在的新开发是在不同平台上进行的，我们的工作只是间接影响他们，因为新开发人员需要遵从
(CONFORM）他们的遗留系统。 [ill] 
在一些领域中，像运输公司最初设定的那样宏伟的目标是不可信的。更好的做怯是开发小的、

确保能够交付的应用程序，井坚持用最简单的设计来实现简单的功能。这种保守的方能有它自己
的用武之地，可以使项目范围保持精简，井且使项目具有快速晌应的能力。但集成的、模型驱动
的系统所提供的价值是那些拼凑起来的系统无陆提供的。但我们还有一种方怯，那就是使用领域
驱动设计构建深层模型和柔性设计，这样，具有丰富功能的大型系统就能够逐步增长。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Evant，这是一家开发库存管理系统的公司，我曾在这家公司做过辅助支持

的工作，也为公司已经很健壮的设计文化作出了一点贡献。有些人把这个项目看作是极限编程的
典型代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也广泛应用了领域驱动设计。在这个项目中，模型被不断精炼，
并且用更柔性的设计表达出来。这个项目在2001年的“dot com”泡沫破裂以前一直在快速发展。
不过随后由于投资断流，公司一度萎缩，软件开发也基本上陷入休眠状态，看起来离倒闭的日子
不远了。但在2002年夏季， Evant被一个世界排名前十的零售商看中。这家潜在的客户喜欢Evant
的产品，但产品需要改变设计，以便扩展系统来支持大量库存规划操作。这是Evant的最后机会。
虽然项目人员已萎缩至4人，但团队仍然有实力。他们都具有精湛的技术，并且掌握了大量领

域知识，而且其中一位成员还精通系统的扩展问题。他们有着非常高效的开发文化，代码库也实现
了柔性设计，因此便于修改。在那个夏天，这4位开发人员经过艰巨的努力终于使系统能够处理数
以十亿计的规划元素以及数百个用户。借助于这些强大功能， Evant赢得了这家大客户。不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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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被另一家公司收购，这家公司希望利用他们的软件以及他们所展示出的能力来应对新的需求。

领域驱动的设计文化（以及极限编程文化）在公司过渡期间幸存下来并获得了新生。现在，

~ 模型和设计仍在不断发展，比两年前我工作的时候要丰富和灵活得多。而且Evant团队井没有被

收购它的公司同化，相反，在Evant团队成员的带动下，公司现有项目团队正在向Evant团队的开

发文化转变。这个故事还远未结束。

没有哪个项目会用到本书中介绍的所有技术。尽管如此，我们很容易通过几个方面辨认出一

个项目是否采用了领域驱动设计。标志性的特征是把“理解目标领域并将学到的知识融合到软件

中”当作首要任务。其他工作都以它为前提。团队成员在项目中有意识地使用通用语言，并且不

断对语言进行精化。由于他们不断地学习越来越多的领域知识，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满足于现有领

域模型的质量。他们把持续精化视作机会，把不适当的模型视作风险。他们知道，开发出高质

的、能够清晰反映出领域模型的软件并非易事，因此他们一丝不苟地运用设计技巧。他们也因为

遇到障碍而跌倒过，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百折不挠，继续前进。

未来展望

气候、生态系统和生物学以前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是与物理或化学恰好相反的“软”领域。

然而，近来人们认识到这种“跑乱”的表象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技术挑战，这意味

着要去发现和理解这些非常复杂的现象之中蕴含的规律。当下，“复杂性”领域是众多科学的前

沿。虽然有才能的软件工程师通常都认为纯粹的技术任务是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但领域驱动

设计展现了一个同样富有挑战性（甚至具有更大挑战性）的新领域。业务软件大可不必是拼凑而

成的杂乱系统。与复杂的领域“搏斗”，把它转化为可理解的软件设计，这对于优秀的技术人员

来说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挑战。

由外行创建复杂软件的时代还远未到来。虽然掌握了一些初级技术的众多编程人员可以开发

出特定种类的软件，但他们绝对无法开发出能在危急关头拯救公司的软件。真正需要做的是：工

[_ill] 具构建人员必须确保他们开发出的工具能够提高那些优秀软件开发人员的能力和工作效率。真正
需要做的是：更加透彻地研究领域模型，并在可运行的软件中把它们表示出来。我非常希望能够

尝试出于这个目的而设计的新工具和技术。

然而，尽管好的工具很有价值，但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都放在工具上而忽视掉一个基本事

实二一创建好的软件是一项需要学习和思考的活动。建模需要想象力和自律。好的工具能够帮助

我们思考或避免分心。企图自动实现一些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完成的任务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这样

做的话，产生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利用己有的工具和技术，我们可以开发出比当今大多数项目更有价值的系统。我们可以编写

优秀的软件，这样的软件使用起来是一种乐趣，它在扩展的时候不会对我们构成限制，反而会为

~ 我们创造新的机会，并且会不断为其使用者提供价值。

更多书籍请关注我爱电子书：www.52doc.com



附录

工己的第一部“舰车”是一部已经使用了8年的标致（Peugeot），这是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别
"J~人送给我的。有人把这款车称为“怯国的梅赛德斯”，这辆车制造精良，驾驶起来非

常舒适，而且一直也没出过什么毛病。但到我手里时，它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因此到了该出毛病
的时候，而且需要更多保养。

标致是一家老牌公司，数十年来一直沿着自己的发展路线前进。它有自己的机械术语、设计
和特殊风格，甚至零部件的拆卸有时也不是标准的。这导致标致车只有标致公司的专家才能修理，
维修费用对于一个刚毕业的、没多少收入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在一次平常的养护中，我把车开到当地一家机修工那里检查漏袖问题。他检查了底盘，告诉
我袖是“从距离车尾大概2/3位置处的一个小箱子里漏出来的，这个小箱子看起来与前后轮之间
的制动力分配有关”。随后他拒绝了为我修车，建议我去找到英里之外的经销商。任何机修工都
可以修理福特或本田汽车，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车开起来更方便而且维修费用也较低的缘故，尽管
它们在机械制造上与标致汽车同样复杂。

虽然我确实喜欢这部车，但我再也不想拥有一部古怪的车了。有一天车被检出了一个问题，
而对它的维修费用相当昂贵。我实在是受不了这辆标致了，于是就把车送给了当地一家接受汽车
捐赠的慈善机构。然后我买了一辆旧的本田思域，买这辆车的钱跟修那辆标致的费用差不多。 ~ 

领域开发缺乏标准的设计元素，因此每个领域模型和对应的实现都很奇怪且难以理解。此外，
每个团队都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 （或齿轮，或雨刷）。在面向对象设计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对象、
引用或消息，这些都是有用的抽象。但这并不足以约束领域设计的选择范围，也无法支持对领域
模型进行简练的讨论。

“一切都是对象”这个观点就好像木匠或建筑师把房屋归纳为“一切都是房间” 一样。房间
有大有小，有电源插座和水池的大房间可以做饭，也有楼上用来睡觉用的小房间。描述一栋普通
的房子可能需要许多页纸的篇幅。建造和使用房屋的人意识到房屋遵循着一些模式，这些模式有
具体的名称，如“厨房”。这种语言使人们能够对房屋设计进行简练的讨论。

此外，并非所有的功能组合都是实用的。为什么不建一个既能供我们洗澡又能供我们睡觉的
房间呢？这样不是很方便吗？但长期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习惯，我们把“浴室”和“卧室”分开。
毕竟，洗路设施往往可以与更多的人共用，而卧室则不然。洛室需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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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那些共处一个卧室的人也不能未经允许而同时使用这个浴室。而且，洛室需要装备特殊的、

昂贵的设施。浴缸和卫生间通常设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它们需要相同的基础设施（水和排水管道），

而且二者都需要保护隐私。

另一类需要安装特殊设施的房间是我们用来做饭的房间，也称为“厨房”。与洛室相比，厨

房设有隐私需求。由于厨房的设计同样很昂贵，因此通常一所房屋（即使是很大的房屋）只有一

个厨房。这种单一性也促使我们形成了准备全家共用的食物和共同用餐的习惯。

当我说我需要一所有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和一个开放式厨房的房屋时，我把大量的信息打包

到一句很短的话里，并且避免了很多愚蠢的错误，如把抽水马桶放在冰箱旁边。

~ 在每个设计领域（如汽车、皮划艇或软件）中，我们都会把设计建立在已有模式上，在已有

主题范围内即兴发挥。有时我们必须发明一些全新的东西。但是，以标准的模式元素为基础，可

以避免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已经存在了解决方案的问题上，从而集中精力关注我们的特殊问题。此

外，根据传统的模式来建立自己的设计可以避免产生过于特殊的、很难交流的设计。

虽然软件设计领域不像其他设计领域那么成熟，各种情况变化多端，无能像汽车零部件或房

屋那样具体地应用模式，但不管怎样都不能仅仅停留在“一切都是对象”这种层次上，至少要分

清“螺栓”和“弹簧”。

20世纪70年代，一群由Christopher Alexander[Alexander et al. 1977］领导的建筑师提出了一种

共草和标准化设计思想的理念。他们的“模式语言”把一些经过事实检验的解决方案组合在一起，

用来解决一些公共的问题（这些问题比“厨房”要复杂多了，可能会使Alexander的一些读者望而

却步）。他们的目的是让房屋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并且在这些模式的指导下

建造出优美的建筑物，为房屋的使用者提供实用的功能，井让他们产生良好的体验。

无论建筑师们是怎样想的，这种模式语言已经对软件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20世纪90

年代，软件模式被应用在很多方面，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特别是在详细设计（Gamma et al］和技

术架构[Buschmann et al. 1996］方面获得了显著成功。近来，模式被用于描述基本的面向对象设计

技巧[Larman 1998］以及企业架构[Fowler 2002, Alur et al. 2001］。模式语言现在已成为组织软件设

计思想的主流技术。

模式名称应该作为团队语言中的术语来使用，我在本书中就是这样使用它们的。当在讨论中

出现模式名时，一律采用了英文小体大写格式，以便于区分。

以下是本书讨论模式时所采用的格式。有的模式与这个基本格式略有不同，因为我喜欢具体

~ 问题具体对待，而且我认为可读性比严格的结构更为重要…

模式：模式名称

［概念的说明 。 有时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或引起读者兴趣的文字。］

［上下文。对概念与其他模式相关性的简单解释。有些情况下是一段简单的模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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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书中的大部分上下文讨论都是在每章的引言以及其他叙述段落中给出的，而不是在

模式中给出的。

［问题讨论］

问题小结

通过解决问题的讨论形成一个解决方案。

因此：

解决方案小结。

结果。实现考虑。示例。

号！＜－ 升~ .，，卡］

来来 ※

结论。简单解释这种模式如何引出后续模式。

［实现问题的讨论。 在Alexander最初的格式中，这个讨论应该放在一个段落内，描述问题的

解决，本书一般是按照Alexander的方越来组织的。但有些模式需要较长的实现讨论。为了保证核

心模式讨论的紧凑，我把这些较长篇幅的实现讨论移到了模式讨论的后面。

此外，较长的示例，特别是涉及多个模式组合的示例，也放在模式之外进行讨论。］ fi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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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以下是本书中所选用的术语、模式名和其他概念的简要定义。

AGG阻GATE （聚合） 一一聚合就是一组相关对象的集合，我们把聚合作为数据修改的单元。

外部对象只能引用聚合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把它称为根。在聚合的边界之内应用一组一致的规

则。

分析模式（analysis pattern ） 一一分析模式是用来表示业务建模中的常见构造的概念集合。

它可能只与一个领域有关，也可能跨多个领域［Fowler 1997, p. 8］。

ASSERTION （断言） 一一断言是对程序在某个时刻的正确状态的声明，它与如何达到这个状

态无关。通常，断言指定了一个操作的结果或者一个设计元素的固定规则。

BOUNDED CONTEXT （限界上下文）一一特定模型的限界应用。限界上下文使团队所有成员能

够明确地知道什么必须保持一致，什么必须独立开发。

客户（client ） 一一一个程序元素，它调用正在设计的元素，使用其功能。

内聚（cohesion ） 一寸里辑上的协定和依赖。

命令，也称为修改器命令（command/modifier）一一使系统发生改变的操作（例如，设置变

量）。它是一种有意产生副作用的操作。

CONCEPTUAL CONTOUR （概念轮廓） 一一领域本身的基本一致性，如果它能够在模型中反映

出来的话，则有助于使设计更自然地适应变化。

上下文（context）一二→个单词或句子出现的环境，它决定了其含义。参见Bo山IDEDCON四XT。

CONTEXT MAP （上下文图） 一一项目所涉及的限界上下文以及它们与模型之间的关系的一种

表示。

Co阻DOMAIN （核心领域） 一－模型的独特部分，是用户的核心目标，它使得应用程序与众

不同并且有价值。

声明式设计（declarative design ） 一一→种编程形式，由精确的属性描述对软件进行实际的

控制。它是一种可执行的规格。

深层模型（deep model ） 一一领域专家们最关心的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最相关的知识的清晰

表示。深层模型不停留在领域的表层和粗浅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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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 ） 一一设计模式是对一些互相交互的对象和类的描述，我们通过定
制这些对象和类来解决特定上下文中的一般设计问题［Gamma et al. 1995, p. 3］。

精炼（distillation）一一精炼是把一堆混杂在一起的组件分开的过程，从中提取出最重要的
内容，使得它更有价值，也更有用。在软件设计中，精炼就是对模型中的关键方面进行抽象，或
者是对大系统进行划分，从而把核心领域提取出来。

领域（domain）一一知识、影响或活动的范围。

领域专家（domain expert）一一软件项目的成员之一，精通的是软件的应用领域而不是软件
开发。井非软件的任何使用者都是领域专家，领域专家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

领域层（domain layer）一一在分层架构中负责领域逻辑的那部分设计和实现。领域层是在软
件中用来表示领域模型的地方。

ENTITY （实体） 一－种对象，它不是由属性来定义的，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连续事件和标识
定义的。

FACTORY （工厂） 一一）种封装机制，把复杂的创建逻辑封装起来，并为客户抽象出所创建
的对象的类型。

函数（function）一－－种只计算和返回结果而没有副作用的操作。
不可变的（immutable）一一在创建后永远不发生状态改变的一种特性。
隐式概念（implicit concept）一一）种为了理解模型和设计的意义而必不可少的概念，但它

从未被提及。

IN四NTION-REVEALING lNTE盯ACE （释意接口）一一类、方法和其他元素的名称既表达了初始
开发人员创建它们的目的，也反映出了它们将会为客户开发人员带来的价值。

固定规则lj (invariant ） 一一）种为某些设计元素做出的断言，除了一些特殊的临时情况（例
如，方撞执行的中间，或者尚未提交的数据库事务的中间）以外，它必须一直保持为真。

选代（iteration）一一程序反复进行小幅改进的过程。也表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大型结构（large-scale structure）一一）组高层的概念和／或规则，它为整个系统建立了一种

设计模式。它使人们能够从大的角度来讨论和理解系统。
LAYERED ARCHITECTURE （分层架构）一一一种用于分离软件系统关注点的技术，它把领域层

与其他层分开。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 一一）个对象从创建到删除中间所经历的一个状态序列，通常具有一
些约束，以确保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时的完整性。它可能包括ENTITY在不同的系统和
BOUNDED CONTEXT之间的迁移。

模型（model) 一一）个抽象的系统，描述了领域的所选方面，可用于解决与该领域有关的
问题。

MODEL-D阳VENDESIGN （模型驱动的设计）一一软件元素的某个子集严格对应于模型的元素。
也代表一种合作开发模型和实现以便互相保持一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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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范式（modeling paradigm）一一一种从领域中提取概念的特殊方式，与工具结合起来使

用，为这些概念创建软件类比。（例如，面向对象编程和逻辑编程。）

REPOSITORY （存储库）一－一种把存储、检索和搜索行为封装起来的机制，它类似于一个对

象集合。

职责（responsibility) －执行任务或掌握信息的责任（Wirfs-Brock et al. 2003, p. 3 ］。

SERVICE （服务）一一）种作为接口提供的操作，它在模型中是独立的，没有封装的状态。

副作用（side effect）一一由一个操作产生的任何可观测到的状态改变，不管这个操作是有意

的还是无意的（即使是一个有意的更新操作）。

SIDE-EFFECT-FREE FUNCTION （无副作用的函数）一一参见(FUNCTION］。

STANDALONE CLASS （孤立的类）一一无需引用任何其他对象（系统的基本类型和基础库除

外）就能够理解和测试的类。

无状态（stateless）一一设计元素的一种属性，客户在使用任何无状态的操作时，都不需要

关心它的历史。无状态的元素可以使用甚至修改全局信息（即它可以产生副作用），但它不保存

影响其行为的私有状态。

战略设计（strategic design）一一）种针对系统整体的建模和设计决策。这样的决策影响整

个项目，而且必须由团队来制定。

柔性设计（supple design）一一柔性设计使客户开发人员能够掌握并运用深层模型所蕴含的

潜力来开发出清晰、灵活且健壮的实现，并得到预期结果。同样重要的是，利用这个深层模型，

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实现并调整设计，从而很容易地把他们的新知识加入到设计中。

UBIQUITOUS LANGUAGE （通用语言）一一围绕领域模型建立的一种语言，团队所有成员都使

用这种语言把团队的所有活动与软件联系起来。

统一 （ur曲cation）一一模型的内部一致性，使得每个术语都没有歧义且没有规则冲突。

VALUE OBJECT （值对象）一－一种描述了某种特征或属性但没有概念标识的对象。

WHOLE VALUE （完整值）一一对单一、完整的概念进行建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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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E pattern, 315-320 

Composite SPECIFICATION, 273-282 

Concept a『1alys

concept analysi s. 

Awkwardness （不足之处） • 210-216 

Contradictions （矛盾之处人 2 16-217

explicit constrain比（显式约束） • 220-222 

language of the domain experts （领域专家的语言人

索 引 361 

206-207 

missing concepts （丢失的概念） • 207-210 

processes as domain objects （作为领域对象的过程〉，

222-223 

researching existing resources （查询现有资源） '217-219 

SPECIFICATION, 223 

创al and error （尝试和出错） '219 

CONCEPTUAL CONTOURS, 260-264 

Conceptual layers （概念层人参见LAYE阻DARC阳πcπ底E;

RESPONSIBILITY LAYERS 

Configuring （配置） SPECIFICATION, 226-227 

CONFORMlS飞 361-363, 384-385 

Constructors, 141-142, 174-175. 参见FACTORIES.

CONTEXT MAP. 参见BOUNDED CONTEXT. 

Example （示例） • 346-351 

。rganizing and documenting （组织和文档化人 351-352

overview （概述） • 344-346 

vs.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 446, 485-488 

Co盯E盯MAP, choosing a strategy （选择一种策略〉

ANTICORRuPTION LAYER, 384-385 

CONFORMJS飞 384-385

CUSTOMER/SUPPLIER DEVELOPMENT TEAMS, 356-360 

defining BOUNDED CONTEX飞 382

deployment （部署人 387

external systems （外部系统） • 383-385 

integration （集成） • 384-385 

merging （合并） OPEN HOST SERVICE and PUBLISHED 

LANGUAGE, 394-396 

me咆ing （合并） SEP.础ATE WAYS and SHARED 阻RNEL,
389-391 

merging （合并） SHA阻D KERNEL and CONT剧uous

的TEGRATION, 391-393 

packaging （打包） '387 

phasing out legacy systems （逐步淘汰遗留系统） • 393-394 

for a project in progress （对于一个正在开发的项目），

388-389 

SEP.础ATE WAYS, 384-385 

SHARED KERNEL, 354-355 

specialized terminologies （专用术语） • 386-387 

system under design （正在设计的系统） '385-386 

team context （团队上下文人 382

trade-offs （折中，权衡） • 387 

transformations （转换人 389

transforming boundaries （转换边界） '382-383 

Context principle （上下文主题） '328-329. 参见B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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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CONTEXT MAP. 

Co盯TNUOUS 时πGRATION, 341-343, 391-393. 参见

integration. 

Continuous learning （持续学习） '15-16 

Contradictions （矛盾之处人 concept analysis （概念分析人

216-217 

CORE DOMAIN 

DOMAIN VISION STATEME町， 415-416

flagging key elements （表明核心元素） ,419-420 

』ffiCHANJSMS, 425 

Overview （概述人 400-405

Costs of architecture dictated MOD叽ES （支配MODULE的

架构的代价） '114-115 

Coupling （精合） MOD叽邸， 109-110

Customer-focused teams （ 以客户为中心的团队人 492

CUSTOMER/SUPPLIER, 356-360 

回 D

Database tuning （优化数据库） , example （示例 ） ' 102 

Declarative design 〈声明式设计） ' 270-272 

Declarative style of d剧院 （声明式设计凤，格） '273-282, 426427 

Decoupling from the client （与客户解稿人 156

Deep models （深层模型）

distillation （精炼人 436-437

overview （概述人 20之l

refactoring （霆构） ' 189-191 

Deployment （部署人 387. 参见MODULES .

Design changes （设计变更〉．参见refactoring.

Design pa忧ems （设计模式〉 参见analysis pa:忧ems.

COMPOSITE, 315-320 

FLYWEIGH飞 320

overview （概述） ' 309-310 

STRAπG飞 311-314

νs domain patterns （领域模式） ,309 

Development teams （开发团队〉 参见teams .

Diagrams （图表〉．参见documents; UML(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Discovery （发现） ' 191-192 

Distillation （精炼〉参见examples, distillation. 

ABSTRACT CORE, 435-437 

deep models （深层模型人 436-437

DOMA剧 VISION STATEMEN飞 415-416

Encapsulation （封装） '422-427 

HIGHLIGHTED CORE, 417-421 

INTENηON-REVEAL卧IG 剧TERFACES, 422-427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 483, 488-489 

overview （概述人 397-399

PCB design anecdote ( PCB设计趣闻） '7-13 

Polymo叩hism （多态） '435-437 

refactoring targets （重构目标） ' 437 

role in design （设计中的角色） '329 

SEGREGA'.I卫D CORE, 428-434 

separating CORE concepts （分离 CORE 概念） ' 428-434 

Distillation （精炼人COHESIVE旧CHANISMS and declarative 

style （和声明式风格） ' 426-427 

overview （概述） ' 422-425 

vs. GENERIC SUBDOMAINS, 425 

Distillation （精炼） 'co阻∞阳IN

DOMAIN VISION STATEMEN飞 415-416

flagging key elements 〈表明核心元素） ' 419-420 

b但CHANISMS, 425 

overview （概述） ' 400-405 

Distillation, GENE阳C SUBDOMAINS 

adapting a published design （采用公开发布的设计人 408

in-house solution （内部解决方案人 409-410

。任the-shelf solutions （现成的解决方案人 407

outsourcing （外包） ' 408-409 

overview （概述） , 406 

reusabi 1 ity （可重用性人 412-413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 413-414 

vs. COf伍SIVE MECHANISMS, 425 

Distillation document （精炼文档） ' 418-419, 420-421 

Documents （文档）

code a:s documentation 〈作为文挡的代码） ' 40 

distillation document （精炼文档） ' 418-419, 420-421 

DOMA的 VISION Sτ:ATE MEN飞 415-416

explanatory models （解释性模型人 41 -43

keeping current （保持最新状态） '38-40 

in project activities （深入各种项目活动之中） '39-40 

puφose of（目的在于） , 37-40 validity of（正当性） '38-40 

UBIQUITOUS LANGUAGE, 39-40 

Domain experts （领域专家〉

gathering requirements 企om （从……处搜集信息〉．参见

concept analysis; knowledge crunching. 

lan思iage of （ ……的知识人 206-207 . 参见UBIQUITOUS

LANGUAGE. 

Domain layer （领域层人 70, 75-79 

Domain objects （领域对象） , life cycle （生命周期）， 123-124. 

参见AGG阻G应ES; FACTO阻S；阻POS!TOR!ES.

Domaio patterns vs. design pattern （领域模式与设计模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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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VlSION STATEMENT, 415-416 

Domain叩ecific language （领域特定语言人 272-273

Duplicate concepts （亟复的概念） '339-340 

•E 
Elephant and the blind men （盲人与象人 377-381

Encapsulation （封装〉 参见 FACTORJES. COHESIVE 

MECHANISMS, 422-427 

INTENTION-REVEALING E叮ERFACES, 246 

R卫POSI丁＂ORIES, 154 

卧mηES，参见 associations; SERVICES; VALUE OBJECTS. 

automatic IDs （自动生成的ID) , 95-96 

clustering （聚集）．参见AGGREGATES. establishing identity 

（定义标识） '90-93 

example （示例） '167-168 

ID uniqueness ( 1D唯一性） ,96 

identifying attributes （标识属性） '94-96 

identity tracking （实体跟踪人 94-96

modeling （建模） '93-94 

referencing with （参考） VALUE OBJECTS, 98-99 

时， Java entity beans (Java实体bean) , 91 

Evant (Evant公司） '504-505 

EVOLVING ORDER, 444-446, 491 

Examples （示例〉

AGGREGATES, l 30-135 

analysis patterns （分析模式） '295-306 

ASSERTIONS, 256-259 

breakthroughs （突破） '202-203 

chemical warehouse packer （化学仓库打包人 235-241

chem is町〈化学） , PUBLISHED LANGUAGE, 377 

CLOSURE OF OPER/\ηONS, 269-270 

COHESIVE MECHANISMS, 425-427 

composite SPECtFJCATJON, 278也2

CONCEPTUAL CONTOURS, 260-264 

cons阳ctors （构造函数人 174-175

Evant (Evant公司） '504-505 

explanatory models （解释性模型人 41-43

extracting hidden concepts （提取隐藏的概念） ' J 7-20 

insurance project （保险项目） '372-373 

integration with other systems （与其他系统集成人 372-373

INTENTION-REVEALING INTERFACES, 423-424 

introducing new features （引入新特性） '181-185 

inventory management （库存管理人 504-505

investment banking （投资银行业务人 21 l剖5

索

KNOWLEDGE LEVEL, 466-474 

LAYEREDARCHITECTURE, 71-72 

MODEL-DRIVEN DESIGN, 52-57 

MODULES, 111-112 

multiple teams （多个团队） '358-360 

online banking （网上银行人 71-72

引

organization chart （组织结构图） '423-427 

363 

package coding in Java Oava中的包编码） '111-112 

paint-mixing application （调漆应用程序） '247-249, 252-

254,256” 259 

payroll and pension （工资和养老金系统） '466-474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 4 7 5-4 79 

procedural languages （过程语言人 52-57

prototypes （原型） '238-241 

PUBLISHED LANGUAGE, 377 

purchase order integri钞（采购订单的完整性） ' 130-135 

refactoring （重构） '247-249 

RESPONSIBILITY LAYERS, 452-460 

selecting from Collections （从集合中选择子集） '269-270 

SEMATECH CIM framework ( SEMATECH CIM框

架） ,476-479 

SIDE-EFFEC下FREE FUNCTIONS, 252-254, 285-286 

SPECIFICATION, 235-241 

supple design （柔性设计） '247-249 

time zones （时区） '410-412 

tuning a database （优化数据库） ' 102 

VALUE OBJECTS, I 02 

Examples, c缸go shipping （货运示例〉

AGGREGATES, 170-171, 177-179 

allocation checking （配额检查人 181-185

ANTICORRUPTION LAYER, 369-370 

associations （关联） ' 169-170 

automatic routing （自动安排路线） '346-351 

boo挝ng （预定）

BOUNDED CONTEXT, 337-340 

extracting hidden concepts （提取隐藏的概念）， 17-20

legacy application （遗留应用程序） '369-370 

overbooking （超订） ' 18-19, 222 

νs yield analysis （收益分析人 358-360

C缸go routing （安排货运路线） '27-30 

cargo tracking （货物跟踪人 41-43

COMPOSITE pa忧em, 316-320 

composite routes （组合的路线）， 316-320

concept analysis （概念分析） ,222 

conclusion （结论） '5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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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ors （构造函数人 174-175

CONTEXT MAP, 346-351 

ENηTIES, 167-168 

extracting hidden concepts （提取隐藏的概念） ,17-20 

FACTORIES, 174-175 

identifying missing concepts （找出丢失的概念） '207-210 

isolating the domain （隔离领域） '166-167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452-460 

MODULES, 179-181 

multiple development teams （多个开发团队） '358剖O

performance tuning （性能优化人 185-186

refactoring （重构） '177-179 

REPOSITORIES, 172-173 

RESPONSIBILITY LAYERS, 452-460 

route-finding （路线查找） ,312-3 14 

scenarios （场景） ' 173-177 

SEGREGATED CORE, 430-434 

shipping operations and routes （航运操作和路线） '41-43 

STRATEGY, 312-314 

system overview （系统简介） ' 163-166 

UBIQUITOUS LANGUAGE, 27-30 

VALUE OBJECTS, 167-168 

Examples （示例） , concept analysis （概念分析〉

巳xtracting hidden concepts （提取隐藏的概念） ,17-20 

identifying missing concepts （找出丢失的概念） '207-210 

implicit concepts （隐式概念） '286-288 

researching existing resources （查询现有资源） ,217-219 

resolving awkwardness （解决不足之处） '211 -215 

Examples 〈示例） , distillation （精炼）

COHESIVE MECHANISMS, 423-424, 425-427 

GENE阳C SUBDOMAINS, 410-412 

organization chart （组织结构图人 423-424, 425-427 

SEGREGATED CORE, 428-434 

time zones （时区） '410-412 

Examples （示例） , integration （集成〉

ANTICORRUPTION LAYER, 369-370 

Translator 〈转换者） '346-35 1 

unifying an elephant （“大象”的统一） '378-381 

Examples （示例） ,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KNOWLEDGE LEVEL, 466-474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 4 7 5-4 79 

RESPONSIBILITY LAYERS, 452-460 

Examples, LAYERED ARCHITECTURE 

partitioning applications （为应用程序分层人 71-72

RESPONS!B[LITY LAYERS, 452-460 

Examples （示例） , loan management （贷款管理）

analysis patterns （分析模式） '295-306 

bre创cthroughs （突破人 194-200

concept analysis （概念分析人 211-215, 217-219 

CONCEPTUAL CONTOURS, 262-264 

conclusion 〈总结） '501-502 

interest calculator （利息计算器） '211-215, 217-219, 295-306 

investment banking （投资银行业务人 194-200

refactoring （重构） ' 194-200, 284-292 

Explanatory models （解释性模型） '41-43 

Explicit constraints （显式的约束） , concept analysis （概念

分析〕， 220-222

External systems （外部系统） '383-385. 参见integration.

Extracting hidden concepts （提取隐藏的概念） ' 17-20. 参见

implicit concepts. 

•F 
FACADES, 366-367 

Facilities （信贷） '194 

FACTORIES 

configuring SPECIFICATION （配置SPECIFICATION) , 

226-227 

creating （创建） '139-141 

creating objects （创建对象） ' 137-139 

designing the interface （接口的设计） '143 

ENTITY vs. VALUE OBJEC飞 144-145

example （示例） '174-175 

invariant logic （固定规则的逻辑人 143

overview （概述） ' 136-139 

placing （放置） '139-141 

reconstitution （重建） ' 145-146 

and REPOSITORIES, 157-159 

requirements （要求） • 139 

FACTORY 趾伍ηmn, 139-141 

False cognates （假同源） '339-340 

Film editing anecdote （电影剪辑趣闻） '5 

Flexibility （灵活性）．参见supple design. 

FLYWEIGHT 阴阳m,320

Functions （函数） , SIDE-EFFECT-FREE, 250-254, 285-286 

.G 
GENERIC SUBD。如队lNS

adapting a published design （公开发布的设计） '408 

example （示例） '4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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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ouse solution （内部解决方案人 409-410

off-the-shelf solutions （现成的解决方案人 407

outsourcing （外包） ' 408-409 

overview （概迷人 406

reusability （可重用性） '412-413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人 413-414
vs. COHESIVE MECHANISMS, 425 

Granul町ty （粒度） ' 108 

回 H

Hidden concepts （隐藏的概念） , extracting （提取人 17-20
HIGHLIGHTED CORE, 417-421 

Ho抄αailanecdo始 （有关《圣杯与巨娇》电影的一些趣闻） '5 ., 
Identity （标识〉

establishing （创建） '90-93 

local vs. global （本地vs. 全局） '127 
tracking （跟踪人 94-96

Immutability of VALUE OBJECTS （保持VALUE OBJECT不变），
I 00-101 

Implicit concepts （隐式概念〉

categories of （……的类别） '219-223 
recognizing （识别） '206-219 

h企astructure layer （基础设施层人 70

Infrastructure-driven packaging （基础设施驱动的打包〉，
112-116 

In-house solution （内部解决方案） , GENERIC SUBDOMAINS, 
409-410 

Insurance project example （保险项目示例） ' 372-373 
Integration （集成）

ANTJCORRUPT!ON LAYER, 364-370 
CONTINUOUS INTEGRATION, 341-343, 391-393 
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人 371-373
elephant and the blind men （盲人与象） '377-381 
example （示例） '372-373 

external systems （外部系统） '384-385 
OPEN HOST SERVICE, 374 

SEPARATE WAYS, 371-373 

translation layers （转换层）， 374 . 参见PUBLISHED LANGUAGE. 
Integrity （集成〉参见model integrity. 
INTENTION-REVEAL时G INTERFACES, 246同249, 422-427 
Interest calculator examples （利息计算器示例） '211-215, 

217-219, 295-306 

， 索 51 365 

Internet Explorer bookmark anecdote (IE书签趣闯） '57-59 
Invariant logic （固定规则的逻羁） '128-129, 143 
Inventory management example （库存管理示例） '504-505 
Investment banking example （银行业投资示例〕， 194-200,

211-215, 501 

Isolated domain layer （孤立的领域层人 106- 107
Isolating the domain （隔离领域）．参见必IT!CORRUPTION

LAYER; distillation; LAYERED ARC町fECπJRE.

Iterative design process （法代式设计过程） ' 14, 188, 445 .J 
Jargon （术语〉 ．参见PUBLISHED LANGUAGE; UBIQUITOUS 

LANGUAGE. 

Java entity 民ans vs. ENTITIES CJava·实体bean与ENTITY) , 91 

•K 
Knowledge crunching （知识消化） '13-15 
Knowledge crunching （知识消化人 example （示例） '7-12 
KNOWLEDGE LEVEL, 465-474 .L 
Language of the domain experts （领域专家的语言） '206-207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参见distillation; examples, 

large-scale structure; LAYERED ARCHITEC叽JRE; strategic 
design. 

CONTEXT MAP, 446 

Definition （定义人 442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限制开发） '445-446 
EVOLVING ORDER, 444-446 

Flexibility （灵活性） '480-481 
KNOWLEDGE LEVEL, 465-474 

minimalism （最小化） '481 

naive metaphor （幼稚隐喻） '448-449 
overview 〈概述） '439-443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 475-479 
refactoring （重构） '481 
role in design （设计中的作用） ,329 

supple design （柔性设计） '482-483 
SYSTEM METAPHOR, 447-449 

team communication （团队沟通人 482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阻SPONSIBILITY LAYERS 
choosing layers （选择层人 460-464

overview （概述） '450-452 
useful characteristics （有用的特征人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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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ERED ARC阻TECTURE. 参见 distillation; examples, 

LAYEREDARCI丑τ"ECTURE; large-scale structure 

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人 70, 76-79 

callbacks （回调模式〕， 73

conceptual layers （概念层人 70

connecting layers （连接各层人 72-74

design dependencies （设计依赖） ,72-74 

diagram （图表人 68

domain layer （领域层） '70, 75-79 

frameworks （框架） '74书

infrastructure layer （基础设施层人 70

isolated domain layer （孤立的领域层人 106-107

MVC (MODEL-VIEW-CONTROLLER), 73 

OBSERVERS, 73 

partitioning complex programs （给复杂的应用程序划分

层次） '70 

separating user interface, application, and domain （将用户

界面层、应用层和领域层分开） '76-79 

SERVICES, 73-74 

SMARTUI, 73 

TRANSACTION SCRIP飞 79

user interface layer （用户界面层人 70, 76-79 

value of （……的价值人 69

LAYERED ARCHTIEClURE, AN'nCORRUPTION LAYER.ADAPTI丑s,367

considerations （需要考虑的因素） '368-369 

FACADES, 366-367 

interface design （接口设计） '366-369 

overview （概述） '364-366 

relationships with external systems （与外部系统的关系），

384-385 

LAYERED ARCHITECTURE, RESPONSIBILITY LAYERS 

choosing layers （选择层人 460-464

overview （概述） '450-452 

useful characteristics （有用的特征） '461 

Legacy systems（遗留系统） , phasing out（逐步淘汰）， 393-394 

Life cycle of domain objec以领域对象的生命周期）， 123-124. 

参见AGGREGATES; FACTORIES；阻POSITORIES.

Loan management examples （贷款管理示例）．参见examples,

loan management. 

Local vs. global identity （本地标识与全局标识人 127

回 M

Merging （合并）

OPEN HOST SERVICE and PUBLISHED LANGUAGE, 394-396 

SEPARATE WAYS to SHARED KERNEL, 389-391 

SHARED KERNEL to CONTD叫uous

INTEGRATION, 391-393 

岛位TADATA MAPPING LAYERS, 149 

Missing concepts （丢失的概念） '207-210 

Mistaken identity anecdote （有关错误实体的趣阅） '89 

Model integrity （模型完整性）．参见BOUNDED CONTEXT; 

CONTEXT MAP; multiple models. 

establishing boundaries （建立边界人 333-334

multiple models （多个模型人 333

overview （概述人 331-334

recognizing relationships （识别关系） '333-334 

unification （统一 ） '332. 参见CONTINUOUS INTEGRATION. 

Model layer （模型层〉．参见domain layer. 

Model-based language （基于模型的语言）参见UBIQUITOUS

LANGUAGE. 

MODEL-D阳VEN DESIGN 

correspondence to design （与设计的一致性） '50-51 

modeling paradigms （建模范式） '50-52 

overview （概述） '49 

proced旧al languages （过程语言人们－54

relevance of model （模型的相关人 49

tool support （工具支持人 50-52

Modeling （建模）

Associations （关联） '82-88 

ENTITIES, 93-94 

HANDS-ON MODELERS, 60-62 

integrating with programming （与编程相结合） '60-62 

non-object （非对象） ' 119-122 

Models （模型〉

binding to implementation （与实现绑定）参见

MODEL-D阳VEN DESIGN 

and user understanding （以及让用户理解） ' 57-59 

MODEL-VIEW-CONTROLLER 。1VC), 73 

Modularity （模块化） ' 115-116 

MODULES 

agile （敏捷的人 l 11 

cohesion （一致性人 109-110, 113 

costs of ( · ··· · ·的成本人 114-115

coupling （稍合） '109-110 

determining meaning of （决定..... . 的意义） '110 

examples （示例） '111-112, 179-181 

in仕astructure-driven packaging （基础设施驱动的打包），

112-116 

mixing p缸adigms （混合范式） '119-122 

modeling paradigms （建模范式） ' 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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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arity （模块化） ' 115-116 
naming （命名人 110
non-object models （非对象模型人 l 19-122 
object paradigm （对象范式） ' 116-119 
overview （概述） '109 
packaging domain objects （对领域对象打包） ' 115 
refactoring （重构） , 110, 111 
vs. BOUNDED CONTEX飞 335

Monty Py由on anecdote ( Monty Pyrhon的趣闻 ） 's 
Multiple models （多个模型人 333, 335-340 
MVC (MODEL-VIEW-CONTROLLER), 73 

•N 
Naive metaphor （幼稚隐喻） '448-449 
Naming （命名）

BOUNDED CONTEXTS, 345 
conventions for supple design （柔性设计的惯例） ,247 
INTENTION-REVEALrt叫G INTERFACES, 247 
MODULES, 110 

SERVICES, I 05 

Non-o同ect models （非对象模型） ' 119-122 

． 。
Object references （对象引用〉 参见REPOSITORIES .
Objects. 参见ENTITLES ; VALUE OBJECTS. 

associations （关联人 82-88

creating （创建） '234-235. 参见constructors; FACTORIES. 
defining （定义） ' 81-82 
designing for relational databases （为关系数据库设计对
象） ' 159-161 

made up of objects （由对象组成〉 参见AGGREGATES;
c。如lPOS!TE.

Persistent 〈持久化的人 150-151

OBSERVERS, 73 

Off-the咄elf solutions （现成的解决方案人 407
Online banking example （网上银行示例） '71-72 
OPEN HOST SERVICE, converting to PUBLIStlED LANGUAGE, 

394-396 

Outsourcing （外包） ' 408-409 
Overbooking examples （超订示例） ' 18-19,222 

•P 
Packaging （打包）．参见deployment; MODULES. 
Paint-mixing application （调漆应用程序） , examples （示例〉，

247-249, 252-254, 256-259 
Partitioning （划分〉

索 51 367 

complex programs （复杂程序〉．参见large-scale structure; 
LAYERED ARC！丑TECTURE.

SERVICES into layers, 107 
Patterns （模式） ' 507-510 . 参见analysis patterns; design 
patterns; large-scale structure. 
PCB design anecdote ( PCB设计趣闻 ） '7-13, 501 
Performance tuning （性能优化〕， example （示例〉，
185-186 

Persistent objects （持久的对象人 150-151
PLUGGABLE COMPONENT FRAMEWORK, 475-479 
POLICY 阴阳rn (POLICY模式〉．参见STRATEGY pattern. 
Polymorphism 〈多态） '435-437 
Presentation layer. 参见user interface layer. 
Procedural languages （过程语言） , and MODEL-D阳VEN

DESIGN, 51 -54 

Processes as domain o均ects （作为领域对象的过程） ' 222-223 
Prototypes （原型〕 ， 238-241

PUBLISHED LANGUAGE 
elephant and the blind men （盲人与象） '377-381 
example （示例） '377 
merging with OPEN HOST SERVICE （与OPEN HOST SERVICE 
合并） '394-396 

overview （概述） '375-377 

.Q 
Quilt project （拼被人 479

•R 
Reconstitution （重建） '145-146, 148 
Refactoring （重构〉

Breakthroughs 〈突破） ' 193-200 
during a crisis （危机之中） '325-326 
deep models （深层模型） ' 189-191 
definition （定义） ' 188 
designing for developers （针对开发人员的设计） ,324 
discovery （发现人 191-192

distillation （精炼人 437

examples （示例） '177-179, 181-185, 194-200, 247-249 
explor创ion teams （探索团队） '322-323 
initiation （开始重构） '321-322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481 
levels of ( · ····· 的层次） ' 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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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S, 110, 111 

to pa忧ems （模式） '188-189 

reusing prior art （重用先前的经验） • 323-324 

supple design （柔性设计） '191 

timing 〈时机） '324-325 

Refactoring t缸gets （重构目标） '437 

Reference objects （引用对象〉．参见ENTITIES.

REPOSITORIES 

advantages （优点 ） ' 152 

architectural frameworks （架构框架） '156-157 

decoupling 企om the client 〈与客户解稿人 156

designing objects for relational databases 〈为关系数据库

设计对象） ' 159-161 

encapsulation （封装人 154

example （示-wiD , 172-173 

and FACTORIES, 157-159 

global searches （全局搜索） ' 150-151 

implementing （实现） '155-156 

阳TADATA MAPPING LAYERS, 149 

object access （对象访问） ' 149-151 

overview （概述人 147-152

persistent objects （持久对象人 150-151

querying （查询） ' 152-154 

references to preexisting domain objects （获取己存在的

领域对象的引用） ' 149 

transaction control （事务的控制权人 156

transient objects （临时对象） '149 

type abstraction （对类型进行的抽象） '155-156 

Requirements gathering （需求收集）．参见concept analysis; 

knowledge crunching; UBIQUITOUS LANGUAGE. 

RESPONSIBILITY LAYERS 

choosing layers （选择层人 460-464

example （示例） '452-460 

overview （概述） , 450A52 

useful characteristics （有用的特征人 461

Reusing code （重新使用代码）

BOUNDED CONTEXT, 344 

GENERIC SUBDOMAINS, 412-413 

reusing prior art （重用先前的经验） '323-324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人 413-414

•s 
Scenarios （场景） , examples 〈示例） ' 173-177 

SEGREGATED CORE, 428-434 

Selecting objects （选择对象人 229-234, 269-270 

SEP.成AπWAYS, 384-385, 389-391 

SERVICES . 参见ENT!田S ; VALUE OBJECTS. 

access to （对……的访问） ' 108 

characteristics of （……的特征人 105-106

granularity （粒度） ' 108 

and the isolated domain layer （以及鼓励的领域层〉，

106-107 

naming （命名人 105

overview （概述） ' 104-105 

partitioning into layers （分层） ' 107 

SHARED KERNEL 

example （示例） ,359 

merging with co肝INUOUSINπGRATION （与CONTINUOUS

wπGRATION合并） '391-393 

merging with SEP.础ATE WAYS （与SEPARATE WAYS合并〉，

389-391 

overview （概迷人 354-355

Sharing （共享） VALUE OBJECTS, 100-10 l 

Shipping examples （货运示例〉．参见examples,

cargo shipping （货运示例〉．

Side effects （副作用） • 250. 参见ASSERTIONS.

SIDE-EFFECT-FREE FUNCTIONS, 250-254, 285-286 

Simpli行mg your design （简化你的设计〉．参见distillation ;

large-scale structure; LAYERED ARCHITECTURE. 

SMARTUl, 73 

SPECIFICATION. 参见analysis patterns; design 阴阳ms.

applying （应用） '227 

business rules （业务规则） '225 

combining （结合〉．参见composite SPECIFICATION. 

composite （组合人 273-28 1

configuring （配置） '226-227 

definition 〈定义） '225-226 

example （示-wiD , 29, 235-241, 279剖2

generating objects （生成对象） '234-235 

implementing （实现） ,227 

overview （概述） '224-227 

pu叩ose （目的） ,227 

selecting objects （选择对象人 229-234

validating objects （验证对象人 227, 228-229 

Speech （讲话） , common language （公共语言〉 ． 参见

UBIQUITOUS LANGUAGE. 

Speech （讲话） , modeling through （通过......建棋） '30-32 

STANDALONE CLASSES, 265-267 

Strategic design （策略设计〉．参见large-sca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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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situation （评估现状） ' 490 
customer-focused architecture teams （以客户为中心的架
构团队） '492 

developers （开发者） , role of （……的角色） , 494 
essential requirements （基本要求人 492-495
evolution （演变人 493

EVOLVIJ叩 ORDER, 491 

feedback process （反馈过程） , 493 
minimalism （最小化） '494-495 
multiple development teams （多个开发团队人 491
objects （对象人 role of ( ····· · 的角色） ' 494 
se忧inga s位ategy （制定策略） '490-492 
team communication 〈团队沟通人 492
team makeup （团队成员的组成人 494
technical frameworks （技术框架） ' 495-497 

STRATEGY pattern, 19, 311-3 14 
Supple design （柔性设计）

approaches to （……的方法人 282-292
ASSERTIONS, 255-259 

CLOSURE OF OPERATIONS, 268-270 
composite SPECIFICATION, 273-282 
CONCEPTUAL CONTOURS, 260-264 
declarative design （声明式设计） '270-272 
declarative style of design （声明式设计风格） '273-282 
domain-specific language （特定于领域的语言人 272-273
example （示例） '247-249 
时TENηON-REVEALING 刑TERFACES, 246-249 
Interdependencies （内部依赖） '265-267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480-483 
naming conventions （命名规范人 247
overview （概述） '243-245 
SIDE-EFFECT-FREE FUNCTIONS, 250-254, 285-286 
STANDALONE CLASSES, 265-267 

SYSTEM METAPHOR, 447-449 

System under design （正在设计的系统） '385-386 

•T 
Team context （团队上下文人 382
Teams （团队〉

choosing a s仕ategy （选择一种策略） '382 
communication （沟通） , large-scale structure （大型结构〉，

482 

customer-focused （以客户为中心的） '492 
defining （定义） BOUNDED CONTE盯， 382

索 引 369 

developer community （开发者社区） , maturity of ( … 
变得成熟人 117-119

exploration （探索） '322-323 
Teams 〈团队〕，创d strategic design （以及策略设计）

communication （沟通） ,492 

customer-focused （以客户为中心的） , 492 
developers （开发者） , role of （……的角色） ,494 
makeup of <-· · ···的组成人 494
multiple teams （多个团队） '491 

Teams （团队人 multiple （多个〉
ANT!CORRUP1丁ON LAYER, 364-370 
CONFORMIS飞 361-363

CUSTOMER/SUPPLIER, 356-360 

example （示例） '358-360 
SHARED KERNEL, 354-355, 359 
strategic design （策略设计） '491 

Terminology （术语〉．参见BOUNDED CONTEXT; PUBLIS皿D
LANGUAGE; UBIQlnTOUS LANGUAGE. 

Testing boundaries （测试边界人 351
Transaction control （事物的控制权人 156
TRANSACTION SCRIPT, 79 

Transformations （转换人 389

Transforming boundaries （转换边界） '382-383 
Transient objects （临时对象） '149 
Translation layers （转换层人 374

Tuning a database （优化数据库） , example （示例） ' 102 

国 U

UB!QlnTOUS LANGUAGE. 参见PUBLISHED LANGUAGE. 
analysis patterns （分析模式） '306-307 
C缸go router example （安排货运路线示例） '27-30 
consistent use of （持续使用…… ） '32-35 
designing objects for relational databases （为关系数据库
设计对象） ' 160-161 

domain-specific language （领域特定语言人 272-273
Ian忽略：e of the domain experts （领域专家的语言） '206-207 
overview （概述） '24-27 

refining the model （精化模型人 30-32
specialized terminologies （专用术语） '386-387 
re呵uirements analysis, 25 

speech （讲话〕， role of （ ……的角色人 30-32
UML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35-37 
Unification （统一） ' 332. 参见CONTINUOUS 的πGRAπON.
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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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ing the design （更新设计） 参见refactoring.

User interface layer （用户界面层）

business logic （业务逻辑人 77

definition （定义人 70

separating 企om application and domain （从应用层和领域

层分开） '76-79 

•v 
Validating objects （验证对象） ' 227' 228-229 

VALUE OBJECTS. 参见ENT!田S; SERVICES. 

associations （关联人 102-103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双向关联人 102-103

change management （变更管理） '101 

clustering （聚集）．参见,AGGREGA:四s.

designing （设计） '99-102 

example （示例） ' 167-168 

immutability （不变性） '100-101 

object assemblages 〈对象集合） '98-99 

overview （概述） '97-99 

passing as parameters （作为参数传递……） '99 

referencing ENπTIES （引用E盯ITY) , 98-99 

sharing （共享） '100- 101 

tuning a database （优化数据库） , example （示例） '102 

Vision statement （前景说明）．参见 DOMAIN VISION 

STATEMENT. 

Vocabul町（词、汇〉．参见PUBLISHED LANGUAGE；四IQUITOUS

LANGUAGE. 

•w 
Waterfall design method 〈瀑布方法） '14 

Web site bookmark anecdote （网姑书签趣阅） '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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