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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概览



架构进化论——
领域驱动设计



架构是为了了解决业务问题⽽而产⽣生的，没有了了业务，

架构就没有了了存在的前提！

在解决同⼀一个业务问题的前提下，更更⾼高效更更低成本的架构，

会淘汰低效⾼高成本的架构。

DDD让架构更更⾼高效，打破了了架构和业务之间的隔阂。
其流⾏行行的意义就在此。



⼏几乎每⼀一个在尝试微服务的

团队和产品，都从领域驱动

设计实践当中受益。

DDD打通了了架构与业务
的“桥梁梁”，让业务与功能能
够持续迭代演进，为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了动⼒力力。

领域驱动设计使业务架构和

系统架构形成绑定关系，当

我们去响应业务变化调整业

务架构时，系统架构的改变

是随之⾃自发的。

业务与架构的融合是
企业创新的关键

领域驱动设计和
微服务天⽣生默契

业务和技术需化繁为简

关于领域驱动设计



峰会举办初衷

领域驱动设计峰会（DDD Conference）是由国内领域驱动设计（DDD）思想和实践的领军者——ThoughtWorks的架构咨询师们组织
发起，希望为国内的领域驱动设计（DDD） 实践者们提供了了⼀一个互相交流、分享⾃自⼰己团队的成功经验的机会的平台，使得领域驱动
设计 （DDD）的架构思想能够在国内被更更多⼈人所认知，从⽽而形成更更⼤大的规模效应。

2017 - 2018领域驱动设计峰会（2018 - 2019 DDD Conference）现场   讲师合影



2017-2018 领域驱动设计峰会回顾

各个⾏行行业、资深技术⼈人员参会

成功吸引来⾃自银⾏行行、互联⽹网、⾦金金融、⼤大型通讯、教育、

医疗、能源电⼒力力等⾏行行业的400+位资深架构师、CTO、
产品经理理等⻆角⾊色的朋友参加。

国内⾸首场【领域驱动设计峰会】

2017年年12⽉月8⽇日～12⽉月9⽇日
2018年年11⽉月30⽇日～12⽉月1⽇日
北北京国际会议中⼼心

聚焦⼀一线开发实战！

多家媒体跟踪报道

⾄至顶⽹网、赛迪⽹网、InfoQ、CSDN、⽐比特⽹网、凤凰⽹网科
技、techweb、天极⽹网、中华⽹网、科技⽹网等

全球软件巨匠，国内外顶级领域驱动设计实践专家

Cynefin 框架公司创始⼈人、事件⻛风暴暴之⽗父、 
ThoughtWorks咨询业务总监、汇丰集团⾸首席⻛风控架构
师、UMLChina⾸首席专家/创始⼈人、阿⾥里里盒⻢马架构总监
等。



2017领域驱动设计峰会回顾

4
峰会主题

2
专题讨论

30
讲师

31
话题

300+
参会⼈人员



2018领域驱动设计峰会回顾

4
峰会主题

6
专题讨论

35
讲师

35
话题

400+
参会⼈人员



领域驱动设计峰会2019
软件设计的旗帜性峰会



三⼤大会议主题

领域驱动的
统⼀一语⾔言

领域驱动的
协作设计

领域驱动的
架构演进



峰会时间：2019.11.28-2019.11.30

                    2019年年11⽉月28⽇日-29⽇日 两天⼯工作坊

                    2019年年11⽉月30⽇日 ⼀一天全体⼤大会

举办地点：北北京，丽都皇冠假⽇日酒店

计划⼈人数：500⼈人

⽬目标⼈人群：架构师、技术总监、运维总监、项⽬目经理理、技术决策者们

了了解详情：http://ddd-china.com

峰会定位：软件设计的旗帜性峰会

                    “领域驱动设计”将会引领架构⾏行行业并确定在架构⾏行行业的

                    领先地位

领域驱动设计峰会2019 
⼤大会信息

http://www.ddd-china.com/
http://www.ddd-china.com/


参考全球活动

DDD Explore（美国）
http://exploreddd.com

 

DDD Europe（欧洲）
https://dddeurope.com/2018/ 

DDD eXchange（英国）
https://skillsmatter.com/conferences/9396-ddd-exchange-2018  

DDD Perth（澳⼤大利利亚）
https://dddperth.com 

http://exploreddd.com/
https://dddeurope.com/2018/
https://skillsmatter.com/conferences/9396-ddd-exchange-2018
https://dddperth.com/


领域驱动设计峰会 2019
⼤大会亮点

第三届领域驱动设计峰会
聚焦⼀一线开发实战

国内外顶级DDD专家
全球⻆角度解析DDD

最新实践、经典案例例
内容深⼊入浅出，⼲干货⼗十⾜足

国际⽔水准技术⼤大会
纵观全球，对标国际



拟邀KEYNOTE讲师

Eric Evans
领域驱动设计之⽗父
世界杰出软件建模专家
《领域驱动设计》作者

Mathias Verraes
DDD Europe创始⼈人

Anita Sengupta
航空航天⼯工程师
前 NASA 员⼯工

  讲者持续接洽中……



宣传覆盖

技术社区ThoughtWorks官⽅方渠道⾃自媒体平台

渠道信息持续更更新中……



钻⽯石赞助商

¥600000.00
铂⾦金金赞助商

¥300000.00
⾦金金牌赞助商

¥100000.00
⾼高级赞助商

¥50000.00

• 峰会特装位置展位（VIP），进⾏行行企业展示

• 峰会现场⼊入袋资料料宣传

• 现场企业宣传视频展示（⼤大会上午开场前

• 以及中午开场前，视频不不超过5min）

• 峰会企业logo展示曝光

     - 现场展板、宣传渠道、来宾胸牌等

     - 峰会现场来宾礼品袋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大会会刊宣传曝光企业赞助信息和logo

• （单独⼀一⻚页介绍企业）

• Keynote开始前企业发⾔言，介绍公司

• 相关信息（10min）

• ⼀一个分享session直接进⼊入峰会（DDD相关，

• 需要审核）

• 8张峰会免费⻔门票

• 峰会展位（优选），现场发放宣传资料料

• 峰会现场⼊入袋资料料宣传

• 峰会官⽅方⽹网站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宣传期间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展板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来宾胸牌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来宾胸牌吊绳企业Logo展示

• 6张峰会免费⻔门票

• 峰会展位，现场发放宣传资料料

• 峰会现场⼊入袋资料料宣传

• 峰会官⽅方⽹网站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宣传期间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展板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来宾胸牌企业logo展示曝光

• 4张峰会免费⻔门票

• 峰会展位，现场发放宣传资料料

• 峰会官⽅方⽹网站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宣传期间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展板企业logo展示曝光

• 峰会现场来宾胸牌企业logo展示曝光

• 2张峰会免费⻔门票

赞助权益表



赞助商团体票购票

团购⼈人数
早⻦鸟票 

7⽉月15⽇日-10⽉月28⽇日
标准票 

10⽉月29⽇日-11⽉月30⽇日
原价 1536 2040
1-5⼈人 1408 1912
6-20⼈人 1382 1836
20以上 1228 1632

温馨提示
1. 请⼤大家在报名时，选择除IE以外的浏览器器，以免报名不不成功并影响您的时间。
2. 在线⽀支付不不⽀支持信⽤用卡⽀支付，也未做任何限额设置，请了了解。
3. 有报名意向的参会者请于早⻦鸟票截⽌止前提交订单，然后再⾛走内部的审批或者付款流程，错过早⻦鸟票报名的则按照标准⻔门票计算票价，请知晓。

⻔门票费⽤用中包含（早⻦鸟票及标准⻔门票）
1. 11⽉月30⽇日峰会通票，包含所有主题演讲、专题演讲。
2. 峰会期间展区参观或参与互动，各种⼩小礼品的搜集。
3. 11⽉月30⽇日午餐，签到时发送，丢失不不补哦（不不含晚餐）。



ThoughtWorks 成⽴立于1993 年年，美国芝加哥，⽬目前在 
14 个国家拥有 40 间办公室6000名员⼯工。
 
⼀一家全球软件设计与定制领袖企业。
 
⼀一群充满激情的技术⼈人。
 
为具有⾮非凡使命的组织提供咨询服务，先进⼯工具和软
件交付。

关于



THANKS
info@ddd-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