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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JS 简介

"RxJS is Lodash or Underscore for async"

• Rx 的核心概念是 Observable，Observable 是用来描述异步数据流数的
抽象

• 使用 Rx 的最佳实践是响应式编程(Reactive programming)

• 在 React 应用中，RxJS 最适合处理业务中的副作用



什么是异步数据流

• 异步
JavaScript 中的异步，比如 EventCallback，Ajax，WebSocket

• 数据
程序中的原始信息，比如从服务端返回的 JSON，用户行为产生的
事件对象等

• 流
一些有关联的数据随着时间的流动而不停产生，它们就形成了一个流



RxJS 操作异步数据流的能力

• 操作异步，异步流程控制，类似 Promise

• 操作数据，类似 Lodash

• 操作流，控制时间。比如 debounce/throttle/delay

• RxJS 中三者强大的组合能力



Promise

Observ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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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多个操作符

300 毫秒防抖

过滤空值

过滤与上一次相同的值

新的 search 取消旧的
search



RxJS 与 Redux/Mobx

有本质的不同，配合使用非常强大



RxJS 与 Redux/Mobx 的关系

• RxJS 操作异步数据流(进程管理)、Redux/Mobx 做状态管理

• RxJS 在 Redux/Mobx 生态下都有很好的支持 (redux-observable/mobx
stream utils)



Redux 与领域驱动设计 (Domain driven design aka DDD)

https://redux.js.org/faq/code-structure

Domain style 中的 Domain 指的就是 DDD 中的 Domain

https://redux.js.org/faq/code-structure


什么是领域驱动设计 (DDD)

• 领域驱动设计是一种架构指导方法，解决长期迭代、关系
复杂的软件项目中的问题

• 跟语言和框架无关

• 在其之上有很多优秀的软件设计模式与架构



在 Redux 中实践领域驱动设计的要点

• 根据业务划分 Domain，根据 Domain 组织
redux 的代码

• 将同一个 Domain 的 actions reducer、
epics/saga 放在一起，而不是将它们按类别放在
一起

• 跨领域业务只共享 action(message)，reducer &
epics/saga 都只在领域内使用

FDCON 2018 《领域驱动设
计》



Redux 与进程管理模式 (Process manage pattern)

在领域驱动设计派生的设计模式之中，Redux + middleware 的模型与
Process manage pattern 最接近

process manage pattern 是一种流程控制模式，它有几个特点：

• 建立在有限状态机之上

• 通常是跨系统 (System/Domain) 的，即用来连接多个系统/Domain 

• 各个系统/Domain 通过 message 解耦

• 对于每一种特定的 message，决定去改变状态(Reducer/Final State) 或
者发送新的 message (Redux Middleware/Fork)



Redux + Middlewares

Components epics/sagas/reducer



redux-observable/redux-saga 与 Saga Pattern

http://www.cs.cornell.edu/andru/cs711/2002fa/reading/sagas.pdf 原始论文

最初用来解决长期运行的商业系统(long-running business process )场景中分布
式事务锁带来的代码设计与效率问题。

在复杂的分布式的业务系统中，一些业务往往设计多个步骤，比如购买一件商品。
这些步骤分布在各个系统(Domain)中。为了系统的一致性，通常引入分布式事务
来保证各个步骤出错的情况下整个系统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而分布式事务会带
来代码上的复杂性，分布式锁的引入也会影响性能。

Saga pattern 提出这样一种设计：在 Process manager pattern 的基础上，只在
单个系统(Domain)中引入事务，在每次跨系统/领域通过 message 进行通信时，
有一个补偿 message 去回滚下游系统的错误状态。

http://www.cs.cornell.edu/andru/cs711/2002fa/reading/sagas.pdf


redux-observable/redux-saga 与 Saga Pattern

• redux-saga 提到的 saga 其实是 Process manager pattern 而不是
Saga pattern

• redux-observable/redux-saga 设计上用来解决的问题非常类似

• redux-observable/redux-saga 都可以实现真正的 Saga pattern



在 Redux 中使用 RxJS

• Domain style

• Easy to test

• 类型友好



Domain style redux-observable

https://github.com/Brooooooklyn/rxjs-in-react-
demo/blob/master/packages/raw/src/index.ts

https://github.com/Brooooooklyn/rxjs-in-react-demo/blob/master/packages/raw/src/index.ts




RxJS如何扮演进程管理的角色





Testing by Example

https://github.com/Brooooooklyn/rxjs-in-react-demo/blob/master/packages/raw/src/raw.spec.ts



• 影响
import顺
序

• 无法
mock复
杂的依赖



Domain style 的 redux-epics-decorator 写法

• 简化样板代码

• DI

• 更清晰的 Code Path

• 逻辑更内聚

https://github.com/LeetCode-OpenSource/redux-epics-decorator



依赖注入







在 Hooks 中使用 RxJS

• Hooks 内置 reducer 让组件有脱离 redux 的能力

• 分形后依然需要能使用 Domain style 来组织代码



Ayanami

https://github.com/LeetCode-OpenSource/ayanami

https://github.com/LeetCode-OpenSource/ayanami




更简洁的测试工具

测试代码简洁，关注
代码行为



总结

• RxJS 在 React 中适合做进程管理而不是状态管理，通常
配合 Redux 或 Hooks 更能发挥彼此的优势

• 在 Redux 和 Hooks 中使用 RxJS 时，使用 Domain
Driven Design 指导业务的拆分和代码组织是非常好的实
践方式

• 可测试性同样重要。与 UI 层的单元测试相比，数据层的
测试更稳定、性价比更高。RxJS 在测试上天然有优势(更
容易被 Mock)，要发挥这种优势

• RxJS 不是银弹。复杂的业务需要在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
的抽象手段才能稳步推进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