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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做了快两年的全职妈妈，终于熬到孩子上幼儿园了，便开始考虑找工作的事。

从 2007 年实习到前年离职，这期间，一直是在北京做软件测试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

在去年十一时离开了北京，来到了当前这个城市。因为之前做的就是软件测试工作，所

以想着还是重操旧业，继续找测试岗位的工作。 

虽然目前这个城市有不少软件公司，机会多，测试工作应该不难找，但是毕竟那么

长时间没有上班，而且 IT 技术更新太快，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周，

我一边复习一边在网上投简历。先看公司简介、岗位职责，再查询路线，然后投递简历。

第一天投了四十多份简历，第二天又投了三十多份简历。因为听人说投的越多，才越有

面试的机会。 

投完简历后，陆陆续续地收到了面试通知，大概有十一家吧，再加上同学推荐的，

所以总共有十二家公司，所以第二周基本上都是在面试。每天早晨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后，

就赶去面试，中午赶回家吃饭，下午再出去面试，面试结束后又赶紧去幼儿园接孩子。

面试完这十几家之后，我对这些天的面试经历进行了一些总结，如下： 

一、去之前一定要查好路线，并且尽可能地早点出发，宁可提前到达目的地歇息一

会儿了，也不要着急忙慌地踩着点过去，更不要迟到。我的第一个面试的地方离住所不

远，搜索公交路线时显示只有四站路，但中间需要换乘一次，面试时间是 10 点，我八点

半就出发了，心想着对于路痴的我来说，这一个半小时足够了吧，结果是我太高估自己

的能力了。下了第一趟公交车后，就傻眼了，周围都在施工，都是围栏，根本找不到换

乘的公交站。好不容易逮到个人问路，结果人家还给指偏了，等我走过去时，发现根本

没有那趟公交车，然后再找交警问路，交警说我走错了，让我往回走，我只好又往回跑，

跑回去还是找不到公交站，结果时间都耗在来回跑找公交车站上了。后来眼看都快十点

了，想着还是打车去吧，庆幸的是终于来了一辆出租车（车上已有乘客），司机让我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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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司机说我要去参加面试，让她帮忙开快点，她说：“没事，挺近的，能赶上，你就是

自己走，顶多半小时就走到了”，后来终于踩着点赶到了，还好没有迟到。（PS：不要问

我为啥不用导航，因为没换号，国内通用流量快用完了，而且我认为找别人问路比用导

航靠谱，汗……） 

二、测试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简历中提到的技术）一定要准备充足，要好好复习。

比如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方法有哪些，如何设计测试用例；数据库的增删改查、性能（索

引、分组、排序等），Linux 的基本命令（查看后台日志、查某个磁盘的使用情况、查内

存、查某个文件中的某个字段等的命令），在跟踪后台日志的过程中，一般会出现哪些异

常；性能的测试方法和流程、如何定位性能瓶颈、在曾经参与的性能测试过程中出现了

哪些瓶颈、是如何解决的，还有网络协议等等。一般在笔试中会出现测试理论知识和数

据库的题目，而在面试中，面试官会针对简历中的技能进行技术细节、代码设计的提问。 

三、最好对即将要面试的公司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上网查资料，阅读面试通知邮件

里的关于公司的简介部分。我面试的其中一家公司，不但要填表，要做测试岗位的试卷，

还要做公司出的试卷，公司出的试卷中就有“对我们公司是否了解，了解多少，怎么了

解的”之类的问题，我虽然去之前看了，但真正要答题时，又想不出来了，而且测试经

理就在旁边坐着，我也不好意思再拿出手机来找答案。所以即使测试岗位试卷做的很好，

测试经理的那一关面试能过，但是到了人力那一关，很可能会被刷下来。还有，很多公

司，在面试时，都会被问到对公司背景和发展、以及公司的产品是否了解，所以去之前，

一定要多了解，准备充分。 

四、简历的内容尽可能地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否则面试时，答不上来就尴尬了。

我的简历写的都是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但是由于快两年没上班，而且复习的又不是很充

分（一边复习一边找工作，只有第一周复习了两三天，第二周就天天在外面跑了，后来

想着应该是先好好准备，再开始找工作），所以在面试的过程中，对于面试官提出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技术细节和代码细节上问题，往往回答不上来，只能尴尬地说“不好意思记

不起来了”，导致人家以为我的简历有作假的嫌疑。 

五、对曾经参与测试的项目（特别是简历中写到的项目）要有很清楚的了解，比如

项目所涉及的业务领域知识、项目背景、功能流程、面对的角色（用户）等等，因为这

些在面试时也会被问到，如果回答不上来，那么面试官会奇怪“既然你参与了这个项目

的测试，为什么对项目不了解呢？你是怎么测试的？”尤其是业务领域知识，一定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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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六、对于期望的薪酬，自己心里一定要有底。因为这个是每个公司都会问到的，可

以根据所在城市、所在岗位、自己的工作经验、能力，然后参考网上的薪资水平来设定，

当然还可以问问同行。既不漫天要价，也不能没底气的要得很低。要的太离谱，直接会

被刷下来，要的太低的话，一方面自己吃亏，另外一方面会让人认为你能力不行（都有

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要的薪酬这么低，是不是能力不咋地呀？） 

七、关于职业规划，这个也是每个公司都会问到的，近期几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对

于以后的职业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软件测试岗位的职业规划，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测

试管理岗和测试技术岗，有管理能力的，可以慢慢晋升为测试经理；偏向技术的，则可

以发展为某一方面的技术专家，比如性能测试专家、安全测试专家等。当然还有转岗为

培训讲师的、转需求、转开发、转客服的，但不管怎样，面试前一定要想好如何回答职

业规划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必答题。 

八、已经有孩子了的，在面试前还需要考虑好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比如家

里有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如果没有老人帮忙带，那孩子接送怎么办，会不会经常请假

等等，都会被问到。我们知道，做 IT 这一行，没有不加班的，经常加班加点的话，就很

难顾及到家庭，那么该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呢？也是需要我们好好考虑的，这也是为什

么很多做软件测试的妈妈，后来都转行干别的工作了。 

九、在面试过程中，特别是电话面试时，一定要听清楚面试官的问题，再作答，实

在没听明白的，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反问下面试官，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否则会出

现答非所问的情况。有次电话面试，面试官问我在工作中是怎么做性能测试的，我就开

始说性能测试流程（包括选用的工具），正说着呢，他有点急了：“我不要听你说用的哪

个工具，你只用告诉你是怎么做的性能测试的”，我只好不提工具，直接继续说测试流程

了，结果他更急了：“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到一个我想要的数据和指标”，听到“指标”

时，我才弄明白他需要的是什么答案了，就赶紧跟他说之前有次测试登录的性能，1000

人并发，cpu 使用率在 90%以上，然后他便不再打断我的话了，直到等我说完。所以说，

在回答问题之前，一定要弄清楚面试官的初衷，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答案。 

十、还有，对于测试工具，不能仅限于测试工具的使用，一定要弄清楚工具的实现

原理。这个也是在面试过程中经常被问到的。比如说自动化测试框架 RobotFramework，

是如何实现自动化测试的，原理是什么，否则面试官会认为“连这都不知道，那么你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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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自动化呢？” 

十一、如果能找人推荐的话，则尽量找人推荐。很多公司比较注重内推，假设两个

能力相当的人去面试，其中一个是内推的，另外一个是网上投简历的，那么公司首选就

是内推的那个求职者。记得刚来这个城市时，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就跟我说她们找工作时

一般都是找熟人推荐，让我找工作时也尽量找人推荐。 

十二、对自己求职的测试岗位要有信心，不要感觉测试人员就比研发人员低一等，

大家都是同事，地位都是平等的。这里虽然软件公司很多，但是真正重视软件测试的公

司并不多，有些公司认为研发比测试重要。记得我去面试的第一家公司，面试官问我为

什么不做研发，他说二线城市跟北上广不同，公司一般都不重视测试，而做研发更有“前

途”和“钱途”。 

十三、平时有空多读些书，包括软件测试方面的，并记住读过的书名和书中的大体

内容，这个在有些面试中也会被问到，比如读了哪些与测试相关的书籍，有什么收获之

类的。 

十四、找公司时，还需要考虑到稳定性，比如公司的发展。对于有家有孩子的全职

妈妈来说，重新出来工作时，一般都希望尽可能的稳定点，而公司一般也都希望员工能

稳定点。 

最后想说的是：作为全职妈妈，想找到合适的软件测试工作真的不容易，既要顾及

家里，还得要求薪资不能太低了，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需要好好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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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位测试工程师已经 6 载有余，生活当中碰到的人不少，领导及同事没

有一百也有一百，可是 L 是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位测试组长，仅以此文希望工作当中这种

人还是少一点好。也是希望测试行业氛围能够更加轻松，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为何我

们不选择一条稍微和谐的路呢？ 

正文：测试生活中你觉得什么更加重要呢？是一个人在工作中的性格还是这个人在

工作中的工作能力呢？如果二者必选其一你觉得哪个更加重要？我觉得工作中的性格更

加重要。 

其实这个话题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对于一个有着好脾气但是烹饪很差

的母亲和一个具有高超烹饪技术但是脾气暴躁的母亲，你觉得哪位更加好呢？哪位更加

受到孩子丈夫的喜爱呢？我想如果只是烹饪技术好，即使烹饪出美味的食物，可是这个

人的在你享受美味食物的时候嘴里滔滔不绝，脏话连篇，对你一顿指责，可能这世间再

美味的食物也会是寡淡无味，难以下咽。以此类推，我的工作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近日公司需要做测试设计，W 被那位女上司分配来做一个模块的测试设计，可是在做的

过程中 W 对于以前的功能不熟悉，导致重复返工，后来那位 L 姐没有耐心，当着很多人

的面说你到底懂不懂，你在瞎搞什么，现在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就做个无脑操作，我

对你很失望，我都想放弃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声音很大，明显就是在发脾气，L

当着很多人的面肆无忌惮的滔滔不绝说着难听的话，W 平时都是忍气吞声，不说话，可

是今天人那么多，面子上挂不住，毕竟大家都知道 W 也是位高级测试工程师，虽然来这

个公司时间没有 L 长，可是 L 也不能这样，毕竟这件事情从一开始部门是认同 W 的方案

测试中具备什么更加重要：性格  

VS 能力  

 
 作者：吴林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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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 L 不熟悉那种测试设计方式，让 W 一改再改，来来回回很多次，改了很多个版

本，这件事情我觉得责任如下，W：对于存量功能不熟悉，自己也没有尽量弄懂，导致

案例执行人员执行案例很麻烦；对于 L 的问题：缺乏耐心，做事情很急躁，说话带着火

药味，没有静下心看别人的东西，总是希望将别人的思路转换为自己的思路。这件事情

后 W 还是妥协按照 L 的来，因为毕竟 W 也是需要付一部分的责任，项目也还是需要按

照原定方案继续，不能卡在这里，既然不能按照 W 的思绪走只能尽量往 L 的思绪上面靠，

毕竟人家也是一个小组长，总不能让面子上太难看。 

这件事情也让我反思很多，我觉得自己和 W 有点像，就是属于那种脾气很好但是烹

饪没有那么好的母亲，而 L 就是典型的烹饪很好但是脾气很暴躁的母亲。如果我能提高

烹饪能力而 L 能提高沟通能力可能就会很完美。可是现实生活和工作当中还是有这样的

人，她就是 Z 姐。 

Z 姐属于 L 的上级，按照能力来讲比 L 强，日常工作当中脾气也是很好，Z 是一位

和同事相处极佳的上司，每日 Z 需要开部门会议，解决客户要求，解决生产问题，负责

接见客户，负责部门领导的任务，同时 Z 也是一位出色的测试工程师，她每日协调的事

情多出了 L 许多，可是每次我们见到她都是开心的笑着，相反 L 基本上每天都板着一张

脸，感觉似乎总是有着不开心的事情，Z 在工作当中得到领导的赏识，职位也是不断晋升。

大家都很喜欢她，也乐于接受 Z 提的建议，大家和 Z 沟通很多，Z 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

解决问题，碰到一些事情大家也更加乐于帮助 Z 解决。而 L 由于火爆的脾气和缺乏耐心

的性格，大家都害怕与之沟通，有问题不敢问，有些时候大家问 L 问题，L 的习惯是先

将你批评一顿，然后告诉间接的方法，让你自己解决，其实固然授之以渔比授之以鱼要

治本的多，可是在大家每日都超负荷劳动的时候可能你的直截了当的帮助更加有效的多。 

L 和 W，大家可能比较明显的能感觉得出来各自需要努力的方向，L 需要修性，培

养倾听的能力，让自己成为烹饪与完美性格的统一体。而 W 需要更加努力，培养日常工

作当中的工作能力，做到烹饪和能力的完美统一，这样可能这个行业当中就会出现更多

像 Z 一样出色的工程师和工作当中的领导人。 

测试当中需要具备什么更加重要呢？能力 VS 性格？我依然选择性格，良好的性格可

以增加沟通努力和日常工作当中解决事情的能力，这样环境下的工作氛围十分良好，有

利于工程师的身心健康，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为公司努力，为工作努力，长此以往工作

努力也会不断的提高。 



 

 

7  

 《51 测试天地》四十九(上) 

www.51testing.com 

 

最后希望在这里发出一个号召，虽然我们所处的是飞速发展的 IT 行业，工作中加班，

工作跳槽导致的人员不稳定，工作中的扯皮，超负荷的工作，承担 bug 漏出等等成为常

态，但是我还是希望，不管你是即将成为测试领域的测试领导人，还是开发部门负责人，

亦或是培养新人的老人，我都希望大家保留一颗宽容的心，保留一颗倾听的心。让这个

行业的氛围更加和谐，让生活当中更多一点阳光。 

 

 

 

 

 

 

 

 

 

 

 

 

 

 

 

 拓展学习 

■小白进阶大牛必备，软件测试速成：http://www.atstudy.com/classroom/7/introduction 

http://www.atstudy.com/classroom/7/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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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Runner 实战（上）-了解 LR

使用过程            ◆作者：桃  子  

 

 

 

背景：最近正好有项目希望出一份压测的报告，正好梳理下 LR 压测过程，带大家了

解 LR 是如何对服务器性能进行测试的。 

本次操作完成登陆功能，场景设置：5 分钟运行 50 次 

LR 使用时主要分为 3 部分，即 Generator、Controller、Analysis，各部分主要实现功

能见下表： 

 

名称 工作原理 

Generator 录制操作并创建自动脚本 

Controller 设置运行的场景 

Analysis 确定系统性能并提供有关事务和 Vuser 的信息 

 

一、Generator 功能录制 

这部分主要实现录制需要运行的功能操作（这里为登陆），录制成功后会生成脚本，

我们通过 LR 生成的脚本进行回放，模拟实际用户登陆的场景  

1、首先启动 LoadRunner，进入首页点击【创建/编辑脚本】，进入 Generator 落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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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脚本，选择协议类型，一般都是 Web（HTTP/HTML），点击【创建】按钮。 

 

3、填写录制信息：URL 地址（http://10.209.96.223:8002/），录制到操作这里默认

Action，意思是生成的脚本默认放在 Action 模块下，点击【确定】按钮出现调用的 IE 浏

览器并开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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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面的操作就是你想要完成什么功能的并发就录制什么内容，这里我是完成 IE

浏览器的登陆功能，录制完成后点击 Generator 里的【完成】按钮。 

 

 

 

5、在 Action下我们能看到生成的代码 

Action() 

{ 

web_add_cookie("_EDGE_V=1; DOMAIN=www.bing.com"); 

web_add_cookie("MUID=0C39CB6A9CEB677B1F13C0139D5C6626; DOMAIN=www.bing.com"); 

 

 web_add_cookie("SRCHD=AF=IE8SRC; DOMAIN=www.b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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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_add_cookie("SRCHUID=V=2&GUID=7660AF59E411445DADC45BD43298730E&dmnchg=1; 
DOMAIN=www.bing.com"); 

 

 web_add_cookie("SRCHUSR=DOB=20180116; DOMAIN=www.bing.com"); 

 

 web_add_cookie("SRCHHPGUSR=CW=1419&CH=715&UTC=480&WTS=63651688224; 
DOMAIN=www.bing.com"); 

 

 web_add_cookie("_UR=D=0; DOMAIN=www.bing.com"); 

 

 web_add_cookie("MUIDB=0C39CB6A9CEB677B1F13C0139D5C6626; 
DOMAIN=www.bing.com"); 

web_url("10.209.96.223:8002",  

  "URL=http://10.209.96.223:8002/",  

  "Resource=0",  

  "RecContentType=text/html",  

  "Referer=",  

  "Snapshot=t6.inf",  

  "Mode=HTML",  

  EXTRARES,  

  "Url=http://www.bing.com/favicon.ico", "Referer=",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login_c.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login_btn.png", ENDITEM,  

  LAST); 

 

 lr_think_time(6); 

 

 web_custom_request("Login",  

  "URL=http://10.209.96.223:8002/Home/Login",  

  "Method=POST",  

  "Resource=0",  

  "Rec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Referer=http://10.209.96.223:8002/",  

  "Snapshot=t7.inf",  

  "Mode=HTML",  

  "Enc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Body={\"loginName\":\"admin\",\"pwd\":\"0B4E7A0E5FE84AD35FB5F95B9CEEAC79\"}",  

  LAST); 

 

 web_url("MainFrame",  

  "URL=http://10.209.96.223:8002/Home/Main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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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0",  

  "RecContentType=text/html",  

  "Referer=",  

  "Snapshot=t8.inf",  

  "Mode=HTML",  

  EXTRARES,  

  "Url=../Content/images/bodyBg.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topL.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topR.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topLCenter.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topLine.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adminIcon.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main_bg.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tree_icon_1.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arr_left.png", ENDITEM,  

  "Url=../Content/images/tree_icon_2.png", ENDITEM,  

  LAST); 

 

 web_custom_request("InitHeader",  

  "URL=http://10.209.96.223:8002/Home/InitHeader",  

  "Method=POST",  

  "Resource=0",  

  "Rec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Referer=http://10.209.96.223:8002/Home/MainFrame",  

  "Snapshot=t9.inf",  

  "Mode=HTML",  

  "Enc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LAST); 

 

 web_custom_request("GetMenuList",  

  "URL=http://10.209.96.223:8002/Home/GetMenuList",  

  "Method=POST",  

  "Resource=0",  

  "RecContentType=text/html",  

  "Referer=http://10.209.96.223:8002/Home/MainFrame",  

  "Snapshot=t10.inf",  

  "Mode=HTML",  

  "EncType=",  

  LAST); 

 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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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删除上述代码所有的 web_add_cookie 函数，里面的代码包含其他浏览器内容，

如 www.bing.com，与本次测试无关。 

B． 将代码中红色字体部分剪切粘贴到 vuser_init()函数中。 

 

C． Action()函数开头插入集合，在函数开头及结尾分别插入开始事务、结束事务 

 

1. 点击【运行】按钮，检验脚本是否运行成功。 

 

2. Generator 窗体点击【完成】下的【创建场景】按钮，默认不变，并发数为 50，

可以自己设置，进入 Controller 窗体。 

http://www.b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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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ntroller 场景设置 

1. 初始化 

双击初始化，选择同时初始化所有 Vuser，点击【确定】按钮 

 

2. 启动 Vuser 

双击启动 Vuser，选择同时，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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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续时间 

双击持续时间，运行时间根据需要，我这里方便写了 5 分钟，点击【确定】按钮 

 

4. 停止 Vuser 

双击停止 Vuser，选择同时，点击【确定】按钮 

 

5. Windows 资源配置：查看服务端一般都需要实时监控服务器端的系统资源，默

认为空白，所以我们需要手动对服务端进行下配置（作为练手可以跳过此步） 

A、开启服务器端 Windows 中的两个服务，具体如下图所示： 

 

B、“secpol.msc"进入控制面板下的管理工具中，找到本地安全策略，对服务器系统

本地策略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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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客户端进行测试，在“运行”栏中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后面跟上 C$，表示

服务器 C 盘下的系统资源目录，如：“\\192.168.96.135\C$”,看看是否可以访问服务器 C

盘目录，通常情况下可能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填充服务器端的账户和密码就 ok。 

 

D、切换到 LoadRunner 的 Controller 中在 Windows Resources 下就出现相应记录信息。 

6. 点击【开始场景】按钮，运行脚本，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等待一直到你设置时

间完成为止（5 分钟） 

7.5 分钟后在 Controler 下点击【分析结果】图标，进入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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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nalysis 测试数据分析 

1、进入 Analysis 显示所有的性能指标，包括（运行 Vuser、每秒点击次数、吞吐量、

事务摘要、平均事务响应时间等），如下图 

 

个人认为，前面所做的操作都是为 Analysis 数据分析做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在下篇文章里单独做解析 

1.1 报告生成 

1. 性能测试完成后需要生成报告才能算是完成，点击【报告】下的【新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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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默认不变，点击【生成】按钮，生成详细报告在窗体右侧显示 

 

3. 点击【保存】选择任意类型，这里选择 Adobe PDF 格式，后面按照流程操作就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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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我们整个 LR 操作流程已经完成了，这篇文档的目的主要是带大家熟悉如何

进行录制，回放及报告生成，最重要的一部分分析见《LoadRunner 实战（下）-Analysis

性能数据分析》 

 

 

 

 

 

 

 

 

 拓展学习 

■软件性能测试与 LR 实战教程之脚本开发实战：http://www.atstudy.com/course/2 

 

http://www.atstudy.com/cour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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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性能测试标准 

有性能指标，我们才能判断当前服务器系统性能是否合格，下面的表格我是参考网

上资料进行汇总整理的。 

 

参考项 性能标准 

事务响应时间 <=3s 

CPU 使用率 <=75% 

内存使用率 <=70% 

Xx（登陆）业务成功率 100% 

 

2. 根据标准进行 Analysis 分析 

⑴ Vuser 图 

Vuser 图显示在测试期间的每一秒内执行 vuser 脚本的 vuser 数量及其状态。 

 

LoadRunner 实战（下）-Analysis
性能数据分析 
 

 作者：桃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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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5 分钟内 vuser 数量达到 50，之所以图像直上直下显示是因为

Controller 设置时选择的开始和结束为同时。 

⑵ 每秒点击次数 

显示在方案运行过程中 vuser 每秒向 web 服务器提交的 HTTP 请求数。借助此图可以

依据点击次数来评估 vuser 产生和负载量。一般会将此图与平均事务响应时间图放在一起

进行查看，观察点击数对事务性能产生的影响。 

 

⑶ 吞吐量图 

表示 vuser 在一秒时间内从服务器获得的数据量，如果服务器处理的吞吐量的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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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说明服务器处理业务的能力越强，一般都要找到吞吐量的拐点，这样才能找到服务

器处理业务时的最大吞吐量，即服务器处理的最大能力。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图最大值为 9469845.5，说明服务器处理业务时的最大吞吐量为

9469845.5。 

⑷ 平均事务响应时间 

平均事务响应时间图显示方案运行期间每个事务的平均响应时间。使用此图，可以

确定在方案执行期间哪些事务的响应时间特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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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绿色部分为此次测试的事务，正常可以同时并发多个事务，可以看到图中响应

时间为 3.532s>3s，可以说明此次登陆页面时间略长。 

3. 发送性能测试邮件 

当我们测试完成后，发送测试报告时有几点说明： 

A． 附件附上报告（报告最好是英文形式） 

B． 附件内容区写明当前的测试结果，因为领导要的是结果：比如当前事务测试时

间过长>3s，服务器性能服务不达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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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开始做网页性能测试相关的，想分享一些怎样提升性能以及怎样去做测试，希

望对大家有用。 

什么是 DNS？ 

域名系统 DNS(Domain Name System)是因特网使用的命名系统，用来把便于人们使

用的机器名字转换成为 IP 地址，如下图所示。也就是说，当用户第一次访问某个网站的

时候，会先去 DNS 查询这个网站的 IP 地址（后面继续访问的话会缓存）。 

 

什么是 DNS 预读取？ 

由下图会发现，有时候花在域名解析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我

甚至见过 3s 的。DNS prefetch，是一种 DNS 预解析技术，当浏览网页时，浏览器会在加

载网页时对网页中的域名进行解析缓存，这样在单击当前网页中的连接时就无需进行

DNS 的解析，减少用户等待时间，提高用户体验。 

 

浏览器端性能提升之 DNS Prefetch 
 

 作者：何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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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现？ 

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开发们需要考虑的，但 QA 的整个行业趋势是往 QE 的方向转，所

以最基本的代码功底还是需要的。那么要怎样实现 DNS prefetch 呢？其实非常简单。首

先要打开浏览器端对域名进行欲解析，目前主流浏览器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如 Chrome

／Firefox。如果要控制浏览器端是否对域名进行预解析，可以通过 Http header 的

x-dns-prefetch-control 属性进行控制。  

<meta http-equiv="x-dns-prefetch-control" content="on" /> 

如果要浏览器端对特定的域名进行解析，可以再页面中添加 link 标签实现。例如： 

<link rel="dns-prefetch" href="www.test.com" /> 

测试 

对于测试人员来说，我是觉得当你知道了这之中的原理，才会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去

做一些测试。那么 DNS prefetch 会影响的是 Page Load Time。当然，分析各个 request 的

DNS 解析时间会更直接(可以用 WebPageTest)。下图是我们的测试结果。从这个表中，我

们能看出，用了 Prefetch 后，DNS 解析时间有了显著的下降。 

http://www.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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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告诉你 ATDD,TDD,BDD 的 

区别            ◆作者：CC 先生 
 

 

ATDD： Acceptance Test Driven Development（验收测试驱动开发） 

这是一种在编码开始之前将客户带入测试设计过程的技术。它也是一个协作实践，

用户，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定义了自动验收标准。 ATDD 有助于确保所有项目成员准确

理解需要完成和实施的内容。如果系统未通过测试可提供快速反馈，说明未满足要求。

验收测试以业务领域术语进行指定。每个功能都必须提供真实且可衡量的业务价值，事

实上，如果您的功能没有追溯到至少一个业务目标，那么您应该想知道为什么您要首先

实施它。 

TDD： Test-driven development （测试驱动开发） 

是一种使用自动化单元测试来推动软件设计并强制依赖关系解耦的技术。使用这种

做法的结果是一套全面的单元测试，可随时运行，以提供软件可以正常工作的反馈。 

 

踢踏舞.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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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D 重点是培养整个研发过程的节奏感，就像跳踢踏舞一样，“ti-ta-ti”。 

在编写真正实现功能的代码之前先编写测试，每次测试之后，重构完成，然后再次

执行相同或类似的测试。该过程根据需要重复多次，直到每个单元根据所需的规格运行。 

BDD:Behavior-Driven Development (行为驱动开发) 

BDD 将 TDD 的一般技术和原理与领域驱动设计(DDD)的想法相结合。 BDD 是一个

设计活动，您可以根据预期行为逐步构建功能块。 

BDD 的重点是软件开发过程中使用的语言和交互。 

行为驱动的开发人员使用他们的母语与领域驱动设计的语言相结合来描述他们的代

码的目的和好处。 

使用 BDD 的团队应该能够以用户故事的形式提供大量的“功能文档”，并增加可执

行场景或示例。BDD 通常有助于领域专家理解实现而不是暴露代码级别测试。它通常以

GWT 格式定义：GIVEN WHEN＆THEN。 

 

区别项 ATDD TDD BDD 

参与者和范

围 

业务用户，开发人员，

测试人员之间的沟通

机制以确保需求得到

充分记录 

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

之间的开发方法，以

创建良好的代码单元

（模块，类，功能） 

ATDD 和 TDD 的组合 

重点 专注于提取用户验收

测试中的要求并用于

推动开发。是一种使客

户进入设计阶段的技

术 

一种模式和范例 专注于客户和开发者的系统行为

方面，仍然是偏向于不断测试的实

践来引导客户进入测试阶段，并通

过逐步关注其行为进行认证。 

敏捷步骤 1.讨论  

2.开发  

3.发布  

不断重复 

1.测试  

2.编码 

3.重构  

不断重复 

按预期行为逐步构建功能。 

它是 TDD 和编写使功能/行为失败

的测试的延伸 

输入文档 验收标准+示例（数据

和方案）=验收测试需

求文档将作为开发和

测试的基础。 

需求文档 用 GWT 格式书写的实例化文档，

有时也需要验收标准。 

自动化要求 不是必须，但是可在回

顾测试时实现 

必须 必须 

故事/特性/测

试地图 

每个故事都应对应一

个验收测试 

每个功能都需要对应

一个测试 

每个故事应对应一个行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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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工具 · Robot Framework 

· FitNesse 

·FIT 

Xunit framework 

 

Cucumber JBehave, Concordian，

lettuce,Robot Framework 

最终用户 客户 开发人员，测试人员 客户和开发者 

 

CC 先生送彩蛋：在 SBE-Specification by Example(实例化需求说明)的过程和工件有

两种流行的模型：以验收>测试为中心的模型和以系统行为规范为主导的模型。 

以 ATDD 侧重于自动化测试，并把它作为实例化需求说明过程的一部分。这个模型

的主要优点是开发目标更加分明确，并且可以防止功能退化。 

以 BDD 侧重于制定系统行为的场景。主要工作是通过协作和需求澄清，在项目干系

人和交付团队之间建立共识。 

https://www.jianshu.com/p/057dbae5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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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公司大神的一个培训，讲的是 Shell 脚本编程，其实所有的编程语言的思路都是

差不多的，语法上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差别。对于不同的编程人员来讲，差异就在与编程

人员自身的编程习惯和思考的是否全面，这些决定了程序的可读性和可重用性。大神说

了一句话：“一个好的程序不在于功能有多炫，性能有多好，好的程序应该有很好的可读

性和可重用性。其实学习知识并不难，难的是对知识的传承。” 

产品部署其实是从你书写的第一行代码就已经开始了：应用应该构建的适合在生产

环境下运行，应该可以使用已有的流程进行部署（持续交付或手工更新），还要能够处理

生产环境下的负荷。在部署的过程中，即使是最大化利用了自动部署的持续交付流程，

手工的交互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交付的新版本牵涉到数据库的改动、构建脚本或基

础架构的变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场景。那么一个好的部署计划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复杂的生产环境的更新需要针对所有的变更书写非常详细的文档。

最简单的办法是列一个包含下列各项的表格： 

步骤编号 

步骤描述 

负责人 

步骤持续时间 

测试注意事项（如果适用的话） 

其它信息（脚本、端点、证书等的路径） 

测试的职责是什么呢？部署计划那一节提到的测试注意事项中可以包含关于如何验

 

测试人员如何帮助软件成功上线  
 

 译者：zjyforu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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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说明。但是假如部署计划非常庞大，信息繁杂。那么对于测试人员来讲更合理的做

法是为测试相关的信息和数据创建一个单独的文档，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针对版本里的新功能，在生产环境上的非入侵性的测试场景 

 可测的生产环境配置步骤的清单与说明，例如： 

 配置变更：POM.xml, IIS 等 

 与正确的服务端点集成 

 DB Schema/数据变更 

 数据迁移 

 验证新近的变更都已经被包含在最新的版本中 

 共享位置的访问 

 部署后服务器上的剩余空间（假如该验证没有被 AWS 自动化部署覆盖） 

 简短的性能测试 

上面提到的一些配置变更测试在下文会有比较详尽的解释。配置变更依赖于项目的

流程，它可能是个非常长的清单，包括从简单的配置文件变更到服务器本身的变更。但

是我们还是就一些典型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变更类型 变更源 测试方法 

配置文件的变更 手工更改或者版本中包含新

的配置文件 

验证变更已经被包含在新版本中，同

时应用程序是可操作的。一个典型的

列子是：某个服务有新增的 URL 或

已有的 URL 被改动。 

执行一些测试来调用该服务，并确保

系统确实收到由它返回的数据。 

服务器变更 新硬件/新AMI/新 docker镜像 需要完整的集成测试来验证和新机

器的连接，同时需要一个简短的性能

测试来检查配置是否正确。通常这些

测试要在切换到新实例之前做，因此

测试所耗费的时间不是紧迫因素。然

后团队可以在新实例上做一些扩展

的压力测试和稳定性测试。如果服务

器迁移到新的数据中心，那么性能测

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变更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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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网络更换。 

软件/插件变更 手工/自动，通过 AMI 变更或

Docker 镜像 

选取那些会使用到软件的场景。典型

的例子：安装配置 URL 重写；服务

器上的新 dll 的注册。 

网络更换 自动/手工 需要通过集成测试来验证服务仍可

连接以及软件仍可操作。通过性能测

试来检测装备是否能处理生产环境

的负载。 

操作系统更新 自动/手工 需要通过集成测试来验证服务仍可

连接以及软件仍可操作。通过压力和

稳定性测试来保证性能没有下降。 

 

与正确的服务端点集成 

这类测试本应很清楚，不需加以额外说明。但是如果被集成的服务同时有多个可用

环境就比较棘手。要验证所使用的服务端点的正确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运行一个会调

用该服务的例子并校验配置文件。还有一个可选方案就是使用数据标记：给数据记录名

加后缀，测试生产环境上的缺失记录等等。 

DB Schema/数据变更 

测试 DB Schema 变更和数据变更的方法不大一样。测试数据变更，我们可以通过界

面或者返回值的验证来证明系统使用的是新数据。如果是 DB Schema 的改动，情况就有

所不同。因为有些变化在界面上是不可见的，除非连接生产环境上的数据库，否则无法

校验。而连接生产环境的数据库往往又是不被允许的。有时候，即便是存储过程的变更

（新字段, 数据类型的变更等）有缺失，也不能立即被发现（有时候这些字段是在异常捕

获的代码里用到的，而正常情况下系统都使用默认值）。 

针对此类情况，测试人员要选择一些会使用到新字段或变更字段，而不是使用默认

值的场景，来验证使用的代码是最新的。如果新版本中需要添加字段或是更改已有记录

的值，通常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去检验脚本的执行情况（通常，把该校验加入到自动化部

署过程中所耗费的工作量要比手工运行一次脚本大的多）。由于数据库中数据量的差异，

部署过程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脚本执行时间在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上大不相同。不幸

的是，没有一个完全可靠的办法去预测生产环境的执行时间，除非把生产环境的数据库

完整复制到测试环境。 

举两个例子，看看当类似的问题导致停服时间增加时该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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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是 SQL DB，通常通过创建索引优化查询方案来提升脚本执行效率； 

2. 如果是非 SQL DB（比如亚马逊的 AWS Dynamo），可能需要改变吞吐量，通过

改变脚本来限制数据库的负载，改进脚本并优化数据库查询来降低对吞吐量的需求。 

主分支/功能分支的合并：验证最后的变更都被包含在最新的版本中 最基本的要求

是，上一个通过测试的版本之后提交的每个变更都至少有一个测试场景与之相对应。 

部署后服务器上的剩余空间（假如 AWS 自动化部署没有自动验证）有时应用的新版

本需要进行线下更新，需要安装新软件，因此版本的规模就会大很多。对于这些情况，

如果服务器没有配置剩余空间告警功能，那么在部署完成后至少要保留 10 GB 的可用空

间。 

结论 

正如前文提到的，生产环境的部署其实从第一行代码就开始了。满足所有的功能要

求当然很重要，但开发和部署过程中应用程序的可测性同样重要。适当的日志、日志聚

合功能、可用的文档、服务器配置的可检测性等所有的这些，将会使得开发、调试、测

试和部署流程对所有人都变得更容易些。除此之外，相互尊重、良好的沟通和共同的目

标对任何部署计划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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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提高自己的测试能力  

◆作者：蔡卓明  

 

 

随着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新兴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兴起，科技信息软件的更新迭代

速度日新月异，用户对软件质量、用户体验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而规范、有效的测试是

保证软件质量的重要环节。软件质量的提升，首先是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测试体系，

但光有体系远远不够，还需要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员来执行、落实体系。 

一、现状 

目前，大部分银行均组建了专业的测试队伍（包括功能、性能、自动化、数据类测

试等多个领域），但因人员有限，有的做纯粹的管理，有的既做管理又承接部分项目测试

工作，主要的系统测试工作由弱矩阵团队完成。这种临时组成的测试团队，由于未经团

队能力整合和专业的测试技能训练，给项目经理的过程和风险管理增加了难度，对项目

的质量也造成一定影响。如何让非专业人员快速具备基础的测试技能、掌握基本的测试

方法，从而提升软件质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给测试新人的建议 

（一）转换角色，改变视角。 

我们操作软件的大多数时候是扮演软件定义的普通用户角色，按照软件预设的功能、

流程去使用它。但作为一个测试人员，我们不仅仅是普通用户，测试人员需要扮演各种

角色。 

1、假设自己是前台用户、后台管理员，甚至是系统维护人员等等，需要把各种角色、

不同权限的用户会使用到的功能全部试用一遍（专业术语称之为“正用例”）。 

2、假设自己是对系统一知半解的用户，尝试用户可能进行的各种异常操作是否会被

软件正确拦截（专业术语称之为“反用例”），如：报错是否友好，提示是否具有引导性、

无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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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设自己是不同属性（国籍、年龄、职业、知识水平等等）的用户，检查软件对

不同属性的用户支持是否良好（专业术语称之为“国际化测试”、“体验测试”等），如：

字体是否够大，便于视力障碍者阅读，是否支持多语言，不会对其他国籍的用户造成使

用障碍。 

（二）掌握方法，训练“测试思维”。 

测试用例设计有多种方法论，如：边界值、等价类、场景法、正交分解法等等，具

体在本文不进行详谈，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百度。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论，究其根本，就

是测试的思维方式，作为一名的测试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思维。 

1、整体性思维，能看到整个系统、关注全局，不局限于自己所负责的那一小块内容。

如：测试参数维护交易，不能只关注参数能否正确增、删、改、查，还应当关注调用到

这些参数的交易，能否正确的工作，参数的变化是否生效（具体的业务如：柜面的利率

产品维护、信贷管理系统的评分授信参数维护等）。 

2、试错思维，在测试工作中脑袋里时刻有根弦，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软件，避免自

己陷入条条框框，测试过程中放不开手脚。如：一个输入框，需求约定输入框只能输入

大于 0、小于等于 50000 的数值型数据，并对非法的数据进行提示。测试中除了关注约定

的数据可被正确提交，还应当关注范围外的数据是否会被拒绝，尝试字母、特殊符号、

边界值（-1、50000.01）等能否被提交，甚至可以尝试拔出网线，检查是否能正确提示。 

（三）多参与“众测”，在实践中提升。 

“众测”，即在系统上线前，依托专业平台或内部自行组织的一种测试方式。以“百

度众测”为例，“百度众测”隶属百度质量部，在百度众测，用户可以第一时间体验百度

的产品，提交体验结果，让百度产品凝结大家的智慧，以及学习、分享测试方法和测试

技巧，并通过测试社区与成百上千的优秀测试者沟通交流，分享测试心得，通过百度测

试平台的评价系统能够检验自己的测试水平并获得与自己能力相应的肯定与声誉。 

再如微软的 Dogfood，微软针对他们的每一款产品，都会进行严格的“Dogfood”测

试。微软借用这种工作方式，在每一种产品完成之前，内部的员工必须先进行试用，这

样就等于有几万名的测试人员在测试软件。Dogfood 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找到 Bug，还有

一个作用就是帮助改进界面、操作的设计。 

通过参与“众测”，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自己的测试能力。目前可自主报名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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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程师的有诸如：百度 MTC 等。 

（四）勤于沟通，取长补短。 

遇到测试的问题，多请教测试组长、项目组中的业务专家、开发人员等。通过沟通，

提高自己对系统的认知，沟通的另一个作用可以与项目干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便于后

续工作的开展。 

三、测试开始前的准备 

（一）掌握工具 

熟练掌握测试工具，学会在工具上执行用例、提交缺陷、跟踪及验证缺陷。使用工

具有如下好处：首先是让测试过程可视化，工具会自动记录每个人的执行过程，管理人

员通过工具可以及时发现测试中的不足、风险，及时介入测试管理；其次是沉淀测试资

产，通过平台管理的测试用例、典型缺陷，都可以成为其他项目借鉴参考的内容，让其

他项目引以为鉴，少走弯路；再次是便于缺陷的跟踪、处理，避免反馈的软件问题无记

录、无跟踪。 

（二）熟悉需求 

业务需求是测试的重要依据，熟悉需求是做好测试的前提。测试人员可以借助思维

导图等工具对需求进行详细的分解、梳理，对需求中有疑问的地方，及时与项目的业务

代表进行确认。对需求的熟悉程度，要达到以下目标：1、对项目的需求能整体把握，了

解各功能交易之间的业务逻辑关系，这是形成整体性思维的前提条件；2、对所负责测试

的功能需求了如指掌，能在脑海里构建出系统的雏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四、测试执行中的注意 

（一）充分运用自己的业务经验 

如果你从事过银行柜员、客户经理等岗位，不要浪费你的业务经验，要敢于把自己

可能进行的各种操作，运用到测试中，大胆地尝试业务操作中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尽

量地暴露系统问题。 

（二）充分运用自己的技术能力 

如果你对技术有一定的了解，要敢于质疑软件的设计是否合理、完备。必要时可以

申请源代码进行白盒测试，访问测试环境的数据库检查数据处理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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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 

敢于把自己对软件的感受表达出来，对软件使用不便利、用户体验不好的地方，大

胆地提出建议，帮助改进软件质量。 

（四）借助已有的资料库学习 

测试中有时需要造数或做复杂的交易，这时可能遇到自己从没做过的业务，可通过

学习资料库查找、调阅相关操作说明，参照相关步骤进行学习、操作。 

（五）多问为什么，与业务、开发多沟通 

项目建设离不开沟通，软件测试更离不开沟通。做一个勤于沟通的测试人员，及时

地跟进需求变更，调整测试内容和策略；及时地发现软件改动点，进行关联功能的回归

测试。 

总之，软件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人员技能提升，通过提升测试人员自身水平，促进整

个组织测试水平的提高，从而提升项目的整体质量，是测试管理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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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对测试的广度和深度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软件的兼容性

及性能测试要求更加高。大家都知道，在兼容性测试中，对不同版本操作系统的测试是

不可避免，有时，还需对不同硬件配置的计算机进行性能测试。而在工作中，成本和场

地往往是非常紧张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投入下，最高程度地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近段时间里令我头疼的问题。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找了 VMware 10 Workstation 软件。 

想到或许也有同行，如我一样为之烦恼，特别整理了这份较为完整的资料供大家参

考。希望它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小小的帮助。 

本篇文章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一、VMware 10 WorkStation 软件安装前准备 

首先，准备一台安装了 Win7 32 位或 64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确保计算机的内存 2G

以上，且硬盘剩余空间 10G 以上。 

其次，从网上下载 VMware-workstation-full-10.0.0-1295980 安装包及 securable 软件。

运行 securable 软件，检查需要 VMware10 软件的计算机硬件是否支持虚拟化。如图 1-1

所示，表示此计算机硬件支持虚拟化，可以安装 VMware10 软件。 

VMware 10 Workstation 软件在测
试中的应用  

 

 作者：王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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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如果“Hardware Virtualization Locked On”，那么需要进入 BIOS 系统，开启“Intel Virtual 

Technology”，参照如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启动计算机按 F2 键，进入 BIOS 选择 Configuration 选项，选择 Intel Virtual 

Technology 并回车，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第二步，将光标移动至 Enabled 处，并回车确定，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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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第三步，按 F10 热键保存并退出即可开启 VT 功能，如图 1-4 所示。 

 

图 1-4 

二、VMware10 WorkStation 软件的安装 

VMware10 Station 软件的安装非常简单，参照以下步骤进行即可。 

第一步，双击安装可执行文件，弹出如下窗口，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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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二步，点击“下一步”，在“许可协议”窗口中，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并

点击“下一步”，如图 2-2 所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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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下一步”，进入“设置类型”窗口，如图 2-3 所示。 

 

图 2-3 

第四步，点击“典型”按钮，选择安装目标，如图 2-4 所示。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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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依次点击“下一步”，进入“已准备好执行请求的操作”窗口，如图 2-5 所示。 

 

图 2-5 

第六步，等待“正在执行请求的操作”，如图 2-6 所示。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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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点击“完成”按钮，安装完毕，如图 2-7。 

 

图 2-7 

三、在 VMware 10 WorkStation 中新建虚拟机 

VMware 10 WorkStation 软件安装完成后，在桌面双击该软件的图标，启动该软件，

下面以创建 Win8 x64 操作系统为例，进行详细说明。 

在开始新建虚拟机之前，需要准备好 Win8 x64 的安装光盘或 Win8 x64 的镜像文件。 

第一步，点击“文件”菜单下的“新建虚拟机”，如图 3-1 所示。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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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中“典型（推荐）”，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3-2 所示。 

 

图 3-2 

第三步，在“新建虚拟机向导”窗口中，选中“安装程序光盘映像文件(iso)”，点击“浏

览”按钮，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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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四步，选择相应的光盘映像文件，点击“打开”按钮，如图 3-4 所示。 

  
图 3-4 

第五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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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第六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3-6 所示。 

 
图 3-6 

第七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3-7 所示。点击“浏览”，修改虚拟机安装位置，点击“下

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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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第八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3-8 所示。设置“最大磁盘大小”，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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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第九步，点击“自定义硬件”按钮，如图 3-9 所示，修改硬件配置信息，如图 3-10 所示。 

  

图 3-9 

 

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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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点击“完成”按钮，如图 3-11 所示；等待创建磁盘，如图 3-12 所示；虚拟机

创建完成如图 3-13 所示。 

 
图 3-11 

 
图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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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四、VMware 软件常规操作 

（一）打开虚拟机 

如图 4-1 所示，点击工具栏中的绿色箭头或点击“开启此虚拟机”文字说明即可。等待

虚拟机启动如图 4-2 所示，一直等待出现如图 4-3 所示登录系统。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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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图 4-3 

（二）切换/退出全屏模式 

如图 4-2 所示，点击工具栏中的全屏/退出全屏图标即可。 

 

图 4-2 

（三）关闭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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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3 所示，点击“X”图标，在图 4-5 窗口中，点击“关机”按钮，等待虚拟机关闭。 

 

图 4-3 

 

图 4-4 

或点击图 4-5 窗口中的“关闭客户机”，等待关闭虚拟机。 

 

 

图 4-5 

 

（四）光标在虚拟机与物理机之间切换 

当虚拟机处于全屏模式时，可以通过按 Ctrl+G、Ctrl+Alt 快捷键，将光标从虚拟机切

换至物理机，或从物理机切换至虚拟机。或者多次按 Ctrl+Alt+Del 快捷键退出虚拟机。 

在虚拟机屏幕中鼠标点击，可以将光标从物理机切换至虚拟机。 

五、虚拟机硬件配置的扩容 

当虚拟机创建完毕，需要增加内存、CPU 或者硬盘等硬件配置，可以点击“编辑虚拟

机设置”进行更改。在修改硬件配置中，增加硬盘是最复杂的，下面对之进行详细说明。 

第一步，点击“编辑虚拟机设置”，如图 5-1 所示，弹出图 5-2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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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图 5-2 

第二步，选中“硬盘”，如图 5-3 所示，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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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第三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4 所示。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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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5 所示。 

 

图 5-5 

第五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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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第六步，设置磁盘大小、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7 所示。 

 

图 5-7 

第七步，设置磁盘文件存放路径，如图 5-8 所示，点击“完成”按钮。等待磁盘创建完

毕，如图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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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图 5-9 

第八步，进入虚拟机，打开计算机的“管理”，如图 5-10 所示。 



 

 

59  

 《51 测试天地》四十九(上) 

www.51testing.com 

 

 

图 5-10 

第九步，进入“计算机管理”中的“存储”、“磁盘管理”，查看新增加的硬盘，如图 5-11

所示。 

 

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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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步，鼠标点击打开图 5-12 窗口，点击“确定”按钮。 

 

图 5-12 

第十一步，选择“新建简单卷”，如图 5-13 所示。 

 

图 5-13 

第十二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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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第十三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15 所示。 

 

图 5-15 

第十四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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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6 

第十五步，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5-17 所示。 

 

图 5-17 

第十六步，点击“格式化”，如图 5-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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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第十六步，等待格式化完成，查看我的电脑，如图 5-19 所示。 

 
图 5-19 

六、虚拟机与物理机之间的文件共享 

当虚拟机安装完毕，需要在虚拟机和物理机之间进行文件共享，可通过以下三种方

法。 

（一）通过 USB 接口，访问 U 盘，将相关文件拷贝至虚拟机。 

一般来说，安装虚拟机时，USB 接口是存在的，只要直接插入 U 盘就可以识别。如

果发现插入 U 盘不能识别，那么确定将我的电脑节点全部展开，仔细查看。或者多次插

拔 U 盘，检查是否能识别 U 盘。 

（二）通过物理机之间的文件夹共享，将物理机中的文件拷贝至虚拟机。参照如下

操作。 

第一步，点击“编辑虚拟机设置”，如图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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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第二步，点击“选项”，开启“共享文件夹”，如图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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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第三步，点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 6-3 所示窗口。 

 



 

 

66  

 《51 测试天地》四十九(上) 

www.51testing.com 

 

图 6-3 

第四步，按照共享文件夹向导，参照如图 6-4 所示窗口。 

 

图 6-4 

第五步，点击“下一步”，参照如图 6-5 所示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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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第六步，点击“完成”，参照如图 6-6、图 6-7 所示窗口。 

 

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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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第七步，在虚拟机中查看，共享的文件夹，参照图 6-8 所示窗口。 

 

图 6-8 

 

（三）在虚拟机中安装 VM Tools 工具，在物理机和虚拟机之间随意拖拉文件。 

第一步，进入“虚拟机设置”中的“选项”，如图 6-9 所示，设置“客户机隔离”。 

 

图 6-9 

第二步，在“虚拟机设置”窗口中，设置“VMware Tools”的属性，如图 6-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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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第三步，同时开始物理机和虚拟机，通过拖拉的方式移动文件或者文件夹。 

七、虚拟机的网络设置 

当虚拟机安装时，其网络默认配置是 NAT 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顺利地上网。

可是，在有些软件中，却无法识别相应的网络。下面详细介绍一下，通过桥接物理网卡

的方式，实现虚拟机的网络通讯。 

第一步，在 VMware Workstation 软件中，点击“编辑”菜单中的“虚拟网络编辑器”。

如图 7-1 所示。 

 

图 7-1 

第二步，选择“桥接模式”，在“桥接到”下拉列表框中，选择物理机的网卡，如图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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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第三步，进入虚拟机中的网络中心，查看网络情况，给每一块网卡配置 IP 地址，如

图 7-3 所示。特别注意的是，确保虚拟机中的 IP 地址和物理机中的 IP 地址不发生冲突。

同时，物理机中的网络共享务必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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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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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刚刚经历过校园招聘的研三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说，我这边总结了面试时常被问

到的几个问题，希望对即将或正在参加校园招聘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1、微信点赞功能测试用例？ 

①点赞和取消点赞功能 

②点赞是否按时间顺序显示 

③点赞是否正确显示昵称或备注 

④点赞之后是否还能评论 

⑤弱网络的情况下点赞能否实时更新 

⑥点赞时有短信或电话进来，能否显示点赞情况 

⑦点赞的人是否在可见分组里 

⑧点赞之后共同好友的点赞和评论是否会提醒你 

2、APP 测试需要考虑的点都有哪些？ 

 性能测试： 

CPU，内存，耗电量，耗流量，APP 的安装和卸载和启动的耗时。 

 适配兼容性：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的安装，拉起，点击，和卸载是否正常。 

软件测试岗位校招之旅 --面试官的
几个小问题  

 

 作者：李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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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电量测试： 

当手机冲满格电的时候能玩多久，挂机 10 分钟耗多少电，APP 每小时耗电多少。 

 中断测试： 

APP 在前台和后台运行状态时与来电，文件下载，音乐等关键运行的交互情况测试，

测试电话，短信，微博或其他通知进来是 APP 的反应。 

 弱网络测试 

3、请描述你对测试的了解，内容可以涉及测试流程，测试类型，测试方法，测试工

具等 

 测试流程： 

需求分析---需求评审（项目需求人员，开发人员，测试人员）--定排期（开发人员制

定开发计划，测试人员定测试计划）--开发人员进行代码开发，同时测试人员编写测试用

例--开发人员开发完成提交代码--测试人员 showcase 用例评审--运维人员部署软件测试线

--测试--开发修 bug--测试完成，提交测试报告--上线--线上检查--邮件抄送组内进行上线通

报。 

 测试类型： 

根据项目流程阶段划分：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验收测试 

根据对代码的可见程度划分：黑盒测试，白盒测试，灰盒测试 

根据是否投入大量人力划分：手工测试，自动化测试 

还有冒烟测试，回归测试，随机测试 

 测试方法： 

黑盒测试：边界值，等价类划分，因果图，决策表，错误推测法 

白盒测试：语句覆盖、判定覆盖、条件覆盖、判定条件覆盖、条件组合覆盖、路径

覆盖 

 测试工具： 

接口测试工具：Jmeter，Postman，Robot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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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测试工具：Jmeter，Loadrunner 

UI 测试：Selenium 

4、为什么报测试，作为测试的优势？ 

是自己作为测试开发实习生的时候那种找 bug 的成就感，能发挥价值的满足感以及

做自动化测试时一直学习充实自己的挑战感。优势是有在 BAT 实习经验，对测试流程和

常见测试类型和方法有一定了解，有自动化测试经验。 

5、谈谈你对 Selenium2 原理的理解？ 

Selenium2 将浏览器原生的 API 封装成 WebDriver API，可以直接操作浏览器页面里

的元素，甚至操作浏览器本身（截屏，窗口大小，启动，关闭，安装插件，配置证书之

类的），所以就像真正的用户在操作一样。 

Webdriver 的工作原理： 

● 启动浏览器后，Selenium-Webdriver 会将目标浏览器绑定到特定的端口，启动后

的浏览器则作为 webdriver 的 remote server。 

● 客户端(也就是测试脚本)，借助 ComandExecutor 发送 HTTP 请求给 sever 端（通

信协议：The WebDriver Wire Protocol，在 HTTP request 的 body 中，会以 WebDriver Wire

协议规定的 JSON 格式的字符串来告诉 Selenium 我们希望浏览器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 Sever 端需要依赖原生的浏览器组件，转化 Web Service 的命令为浏览器 native 的

调用来完成操作。 

the WebDriver Wire Protocol 是 Selenium 自己设计定义的协议，几乎可以操作浏览器

做任何事情，包括打开、关闭、最大化、最小化、元素定位、元素点击、上传文件等。 

WebDriver Wire 协议是通用的，也就是说不管 FirefoxDriver 还是 ChromeDriver，启

动之后都会在某一个端口启动基于这套协议的 Web Service。 

6、负载测试和压力测试？ 

①负载测试是指在超负荷环境下，系统的性能。 

②压力测试是指在当前软硬件条件下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并找出系统的瓶颈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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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针对一个网站进行测试为例： 

（1）性能测试：要验证打开首页到与服务器的交互完成后所耗费的时间是否在预定

的时间内，如 2 秒；或者比如新浪网首页改版，要验证改版后的首页访问时间是否小于

等于改版前的访问时间； 

（2）负载测试：要验证有多少人同时访问新浪网首页，不会发生异常（网页无法显

示的情况）； 

（3）压力测试：要验证当有多少人同时访问新浪网首页，会发生异常，比如网页无

法显示的情况等等。 

然后调查是在哪里出现了问题，进行调优。反复进行，最终达到一个既定目标。 

7、JMeter 性能测试主要关注哪些性能指标？ 

Average：平均响应时间——默认情况下是单个 Request 的平均响应时间，当使用了 

Transaction Controller 时，也可以以 Transaction 为单位显示平均响应时间。 

Min：最小响应时间。 

Max：最大响应时间。 

Throughput：吞吐量，默认表示单位时间内服务器处理的请求数。 

8、测试人员需要的能力？ 

①心理素质，任何一个测试最先面对的心理压力就是重复性的劳动。 

②主观能动，必须主动去网上查找资料，主动的找人进行沟通，主动的进行实践主

动进行分享。 

③乐观精神，你往往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功能性产品，往往会被误解，往往会被很多

人在心里看不起、会因为找不到缺陷而心情不好等等。 

④沟通表达能力，描述问题，倾听问题。 

⑤分析能力，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分析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去总结问

题。这里的问题不是指测试中的缺陷。可能是一种模型的运用，可能是一种测试技术，

也可能是一种人际关系等等。 

9、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面试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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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题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如果让面试官听起来你有一个明确的计

划时，我认为应该分为 1-2 年和 3-5 年计划，参照之前实习时的同事在测试知识积累，业

务能力，自动化框架的建设，测试工具的使用熟练程度，测试工具的开发的参与度上等

方面，在 1-2 年内希望自己成长为在组内有什么影响的人，在 1-2 年之后根据自己的现状

做一些改动，并在 3-5 年内到达自己预期的职业等级。 

 

 

 

 

 

 

 

 

 

 

 

 

 

 

 

 

 

 

 

《51 测试天地》（四十九）下篇 精彩预览 

- Python 一步步实现微信小游戏“跳一跳”外挂 

- 测试女巫自动化生命进化之搞什么搞 

- 定时自动化测试投资回报率模型及其应用 

- Python 下操作 Mysql 数据库 

- 测试过程及管理的经验总结 

- 好用的 Pytest 单元测试框架 

- Selenium 实例讲解网站登录及元素定位方法总结 

- 版本控制系统 Git 

- 揭露测试中隐藏的边界值 

 

http://download.51testing.com/wenzhang/51Testing_ceshitiandi49_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