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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不断创新，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部分企

业的业务场景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仍采用传统的单体架

构［1–3］，业务应用将变得庞大，代码逻辑会愈发复杂，代

码之间、模块之间耦合度也将越来越高，任何局部功能

的修改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单体应用重新编译和

部署［4–6］，导致整个业务应用灵活度差、持续交付能力

弱、维护困难，无法及时响应业务的持续发展变化［7–8］。

为了解决单体架构存在的问题，业界提出一种新的

软件架构——微服务架构。在微服务架构模式下，将传

统单体应用根据业务和技术需要，拆分为多个细粒度的

微服务和微应用，可独立开发、编译、部署、运行；每

个微服务、微应用代码量小、相互独立，易于维护、编

译、部署，且开发迭代周期较短；每个微服务、微应用

部署包体量小，服务启动和资源回收速度快，易于实现

弹性伸缩，能够很好地满足高并发和访问量波动较大的

应用场景；每个微服务、微应用独立部署，故障隔离性

好，单个微服务、微应用出现问题不会导致整个业务应

用不可用［9–11］。

目前，基于面向服务架构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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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SOA架构［12］、微服务架构［13］等。文献［14］基于

Spring Cloud技术框架的微服务架构应用显著地提升了

响应速度和持续集成能力，实现了开发、测试、部署运

维的一体化；文献［15］在云环境中对单体架构模式和

微服务架构模式进行了性能测试，并开发、部署到企业

级应用系统中；文献［16］提出了企业SOA路线图，为

企业成功实施SOA项目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支持；文献

［17］研究了微服务的开发方法，根据微服务架构的特

点制定了微服务的设计原则和属性模型，并结合Docker
容器技术便捷部署和动态扩展的优势，解决了微服务的

开发和部署方案问题；文献［18］通过对IEC61850与
OPCUA集成方法的分析，提出了将DER服务器作为面

向SOA的设备，提出了VPP自动化体系结构。

本文基于微服务架构的设计优点，采用微服务进行

业务应用开发，分析微服务、微应用的典型特征和应用

场景，建立场景全过程领域驱动模型，制定典型设计方

案，设计一体化应用平台，使业务应用能够实现灰度发

布、频繁部署，持续交付能力强，能够灵活快速地适应

业务的持续发展变化。

1 微服务架构设计

1.1 微服务

微服务具有可实现单一业务逻辑单元、不包含用

户界面、不提供人机交互、采用轻量级通信协议［19］

（REST或RPC），通过分布式服务总线对外提供服务，

以jar包形式发布、内嵌中间件、可访问数据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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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开发、编译、发布、部署、运行等特征。

微服务架构将单一应用程序划分成一组小的服务，

服务之间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为用户提供最终价值。

每个服务都围绕着具体业务进行构建，并且能够被独立

地部署到生产环境、类生产环境等。

微服务架构的目标策略是扩展单个组件而不是整个

应用程序堆栈。构建微服务架构可独立部署、运行、升

级最小功能单元集合，实现业务服务化能力；通过对微

服务的拆分，可实现故障隔离、伸缩独立、运维灵活的

技术目标，解决系统扩展性问题，使运行工作变得更为

简便易行［20］。

本文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基于微服务架构的特征，

制定了典型的微服务架构设计方案，如图1所示。

图1 微服务架构
Fig.1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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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架构主要由分布式服务总线、微服务以及外

部应用、内部存储组成。分布式服务总线包含注册中心、

服务网关、服务监控、配置中心等核心组件，其中注册

中心提供所有微服务的统一注册，为微服务被发现和被

调用奠定基础；服务网关为外部应用调用微服务提供统

一入口，通过路由策略实现微服务调用的动态路由；服

务监控对微服务的运行状态和调用链路进行监控，保障

微服务健康运行；配置中心为微服务提供动态配置信息

的统一存储，并通过推拉方式将信息更新同步到微服务

中。在部署时，微服务在分布式服务总线中注册，对外

声明提供企业级全局服务。在运行时，外部应用（微应

用或单体应用）通过分布式服务总线发现并调用微服务。

微服务通过读写数据库和执行业务逻辑代码，完成业务

功能，并向外部调用者返回结果数据。微服务在分布式

环境下一般为无状态服务，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也可将

状态信息存储到外部缓存中。

1.2 微应用

微应用是指通过调用一个或者多个微服务，实现一

组同类型的或紧密耦合的单一业务目标或业务场景的功

能逻辑组合软件包，提供带界面的软件客户端，可通过

PC、移动设备、大屏等各类终端设备实现人机交互。微

应用具有可实现完整单一业务功能，包含用户界面，提

供人机交互、通过分布式服务总线调用微服务实现业务

逻辑，本身不对外提供服务，以war、ear包形式发布、

不内嵌中间件、不访问数据库，相对于其他微应用独立

开发、编译、发布、部署、运行等特征［21–22］。

1.3 交互设计

在微服务架构下，微服务内部实现业务逻辑，对外

提供服务接口。微应用是服务的消费者，通过调用微服

务完成业务功能，本身不对外提供服务接口。微服务的

服务接口注册在分布式服务总线上，面向企业级环境提

供全局服务。微服务的调用方可以是微应用、单体应用，

也可以是其他微服务。在调用时，调用方通过分布式服

务总线，以REST等轻量级通信方式与微服务进行交互。

微服务、微应用之间的交互模式如图2所示。

图2 交互设计
Fig.2 Interaction design

1.4 总体架构设计

微服务开发以spring-boot和spring-cloud技术为基础

框架，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业务应用，建立场景全过程领

域驱动模型，系统总体框架如图3所示。系统总体架构

分为资源层、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和接入层。资源

层基于一体化平台，提供云基础设施、云平台组件等基

础资源；数据层基于全业务统一数据中心，提供数据存

储服务；服务层由不同功能的微服务组成，为企业级应

用提供业务逻辑处理、数据共享等服务；应用层由各种

微应用组成，为用户提供相关业务功能的界面实现；接

入层主要通过门口为用户提供统一人机交互入口。另

外，云服务中心提供负载均衡、灰度发布、弹性伸缩、

链路监控等相关支撑服务组件，支撑微服务、微应用的

部署、运行和监控。

2 共享服务应用场景

基于微服务总体架构设计，充分考虑线上服务渠道

建设现状，按照“促进渠道服务引流，实现渠道服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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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统一公共服务，支撑多源创新以及共享开放”的建

设原则，“薄应用、厚平台”的技术架构理念，设计一

个多场景微应用的共享服务中心，使其面向多渠道提供

的公用服务可进行抽象和逻辑拆分，构建独立的、功能

服务单一的公共能力。

一体化平台经过服务场景建模和业务领域模型分

析，策划了8个服务中心，通过共享服务中心实现了业

务的全渠道统一受理和调度，共享服务中心设计如图4 

所示。包括：用户中心、工单中心、账单中心、支付

中心、订单中心、积分中心、在线客服中心、消息

中心。

共享服务中心是一种战略性业务架构，以客户服务

和持续改进为内容，以构建价值导向的核心服务能力为

目标，将原来分散在各业务支持系统中存在业务逻辑相

同或相近的事务性工作和专业服务工作进行分离、重

组、集合，并交由相应的机构、岗位人员来组织运营。

通过资源重组，实现了为客户提供统一、专业、标准化

的高效服务目标。

2.1 实现功能

1）用户中心通过对用户身份数据、用户行为数据的

沉淀，实现用户的统一注册、登录认证、授权等功能。

2）工单中心实现所有工单的统一指挥调度及全过

程监控功能，包括工单生成、汇聚、分理、派发、处

理、监控和查询分析等。

3）账单中心实现服务记录、电费、业务费、光伏

上网电费及补贴、电动汽车充电费等账单的集中展示、

查询与管理，为客户提供电子账单的查询、订阅、下

载、推送等服务，同时面向客户提供便捷的电费、业务

费的电子发票开具、查询、下载、订阅服务等功能。

4）支付中心按不同单位的需求，为客户提供银行

卡、支付宝、微信、手机网银等多种支付方式，且支付

中心定位各支付渠道的支付聚合，支付渠道统一接入，

各支付渠道单独结算的功能。

5）订单中心实现商城商品销售、积分兑换、电费、

业务费、电动汽车充电费、光伏结算等各类型订单的统

一下单和集中查询、管理等功能。

图3 系统总体架构图
Fig.3 Overall architecture

图4 共享服务中心设计图
Fig.4 Shared service center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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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积分中心为用户提供统一积分接入、查询、兑换

能力，对单位相关业务系统，实现积分的统一接入和统

一管理，搭建积分兑换专区，支持兑换商品管理，开展

积分营销活动，实现积分统一兑换的运营管理等功能。

7）在线客服中心实现在线服务接入、在线自助服

务、人工在线业务受理、自助工单审核、信息查询、业

务回复评价、渠道消息推送等功能。共享服务中心实现

了全网业务知识体系的统一管理与全局共享，支撑全渠

道客户服务知识应用，满足全网电力营销服务人员以及

外部用电客户对知识的应用需求。

8）消息中心提供统一的消息接入、监控、计费、

运营能力，提供多种消息发送渠道，同时支持消息模

板设置、备用通道切换、渠道监控、流量控制、消息统

计、运营管理等功能。

2.2 客户聚合的融通性战略目标

1）共享服务中心通过广泛应用分布式服务治理组

件，分布式数据库组件、消息队列组件、全局事务组

件、全链路监控组件等成熟互联网技术，将传统的竖状

式客户资源进行在线资源整合，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现

代服务体系，形成从电力供应商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

升级的发展模式。

2）采用微服务分布式架构，打破传统业务边界，

使得前端应用以共享服务中心的形式提供核心业务能

力，以客户视角重组业务场景，挖掘传统业务与新兴业

务客户各类需求间的关联性关系，厘清各业务版块间价

值链接点，按照不同服务场景，实现服务拆分及业务的

重组，优化关联业务设计满足客户一键办理要求。同

时，打通线上、线下全业务流程，建立“横向协同、纵

向协作”的业务模式，确保线上、线下业务协同和信息

互通和集中存储和共享。

3）基于微服务架构模式，大规模提升了数据处理服务

能力，通过大规模、可扩展的并行计算框架，达成了海量

数据存储及高性能计算分析能力的建设目标，基于应用平台

实现数据共享和数据统一，实现互联网客户服务渠道的数

据开发、两级交互共享及统一分析的战略格局，以数据为

驱动对现有业务进行重构，实现数据的汇聚、融合、共享。

总体架构的搭建在保证原有业务能力持续发挥作用

的同时，也保证新业务能力的同步扩展，设计时充分考

虑业务灵活、多变的特性，保证系统架构具备足够的业

务扩展性和弹性伸缩能力，以便适应老业务模式向新业

务模式演进时带来的变化，适应用户规模、用户使用方

式和系统部署模式变化带来的影响，支撑新业务逐步扩

展增加，实现创新支撑的建设目标。

3 结语

通过采用以spring-boot和spring-cloud为技术框架的

微服务架构模式，对业务应用进行改造，建立场景全过

程领域驱动模型，全渠道应用于一体化平台。将业务功

能复杂、耦合度高、系统维护成本大的系统改造为可独

立部署、耦合度低、业务功能组件化的分布式系统，并

保持着微服务架构简单性、避免分布式数据库事务、减

少非必要的聚合服务；满足高负载服务拆分；避免业务

应用过度拆分等三大原则。并且，业务应用各组成单元

由一体化平台提供统一部署服务，将微服务、微应用等

部署单元进行容器化，通过容器编排、负载均衡、弹性

伸缩等组件完成各单元部署，满足业务应用的高可用、

高性能、高并发需要。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无论是新

功能的增减还是业务逻辑的优化，业务系统都能够做到

快速响应，敏捷开发，灵活配置，快速部署，独立运行，

为业务的发展提供快速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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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ulti-channel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for Electric Power Marketing

LIU Junling1，YANG Wei2，ZHU Pingfei1，OUYANG Hong1，HONG Yang1

（1．State Grid Information & Telecommunication Group Beijing China-Pow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Beijing 
100085，China；2．State Grid Customer Service Center，Tianjin 300309，China）

Abstract：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complexity of power marketing service scenarios，business applications using traditional 
monolithic architecture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flexibility reducing，sustained delivery capacity decreasing and difficult 
maintenance．In order to expand the multi-channel service of power marketing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system，and 
based on the micro-service architecture mode and its business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domain-driven model 
of whole process scenario，and develops an integrated platform．According to the multi-channel micro-service designing system，

the problem of distributed data interaction in power marketing system is solved，which provides support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Key words：spring-boot；spring-cloud；micro-service；micro-application；domain-driven model；integrated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