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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测试之找回密码  

◆作者：MichaelG 

    

在移动互联时代，每个人的智能手机上都安装了各种各样的 APP，那我们在使用这

些 APP 的时候都会用到找回密码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用户，但是如果这个

功能没有做好，或者对于测试工程师来说，如果没有对这个功能测试好，也会造成一些

严重的后果，比如，任意用户密码重置，用户数据泄露等一系列安全问题。这个看起来

很简单的功能，却被开发工程师挖了很多坑，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下面我们就一

起探讨一下，APP 找回密码这一功能中的那些坑。 

APP 端的手机找回密码流程通常如下：输入手机号-获取短信验证码-设置密码 

如下图：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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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1：验证码没有和手机号绑定 

测试过程：找回密码时，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点获取验证码，此时验证码会发到自己

手机上，输入获取到的验证码，这个时候再修改手机号为 B（B 也是注册用户），点下一

步进行设置密码。查看是否可以重置成功。实际测试过程中，某些 APP 竟然可以重置成

功。也就是说用自己的手机获取的验证码，重置了用户 B 的密码。这个坑是个明显的逻

辑漏洞，很明显程序并没有把验证码和手机号进行绑定，只要验证码是合法的，就可以

重置任意用户的密码，一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做为测试人

员，没有测试出这样的问题，在市场上让用户反馈回来，是否会追究我们的责任，这还

得看老板的心情。感觉这样的开发人员一定和测试有仇，要不怎么会挖个这样的坑。 

坑 2：短信验证码出现在返回的数据包中 

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 APP 客户端和服务器交互走的都是 HTTP 或者 HTTPS 协

议。对于 HTTP 协议来说，我向服务器发送一条请求信息，那服务器必返回一条响应信

息。而发送给用户的验证码，竟然也在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包中。那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

获取到这个验证码，有了验证码就可以重置密码。此时验证码形同虚设，重置别人的密

码变得如此简单，你怕不怕？ 

测试过程：这个测试过程要借助抓包工具，这样的工具很多，大家可以随意选择。

我这里用的是 Fiddler ，首先设置手机代理上网，手机网络应和电脑处于同一个 WIFI 下

面，代理端口设置成和 Fiddler 上和端口一致。具体设置教程可自行网上搜索，设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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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启动 APP，进行抓包。 

在找回密码，点获取验证码时，查看 Fiddler 抓取到的数据包，查看服务器的响应信

息是否包含了发送到手机上的验证码。如有，那恭喜你中奖了。如下图某 APP 获取验证

码抓包截图： 

 

另一种情况，有些开发人员也许有些安全意识，他们验证码虽然出现在了响应信息

中，但他们对验证码进行了 md5 加密处理，他们以为这样便高枕无忧了，然而并没有什

么卵用。对这样的纯数字仅 6 位的 md5 加密数据，破解起来其实没有一点压力。许多网

站提供免费的破解。 

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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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3：在本地验证服务器的返回信息，确定是否执行重置密码 

如上面所说，APP 找回密码一般分两个步骤，第一步验证“验证码”的正确性，只

有验证码正确了，才会跳转至第二个步骤，设置密码。那我们的思路时，能否跳过验证

码这一步，进入到修改密码页面？ 

测试过程：首先在找回密码第一步中输入自己的手机号和正确的验证码，点下一

步，同时抓包，观察服务器的返回信息，如下图中的例子，此例中如果验证码正确那么

服务器返回“Code:”:0，如果验证码错误服务器则返回“Code:”:1 

前提设置手机代理上网，然后在找回密码第一步输入手机号点获取验证码，随意输

入验证码，此时设置抓包工具 Fiddler 中断服务器的响应信息。然后点下一步，查看抓

包会发现服务器做出了响应，Code:1，意味着服务器判断验证码是错误的，并准备将此

信息告之客户端，但是由于我们在 Fiddler 上进行了设置，此响应信息并没有发给客户

端，而是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手动将此信息改为 Code:0，如下图。然后将此信息发给客

户端。此时你会发现客户端自动跳转到修改密码页，输入密码后，密码重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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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虽然输入了错误的验证码，但修改了服务器的返回信息，客户端看到服务

器返回的信息后，认为验证码验证通过，就进入了第二步设置密码。 

 

坑 4：在第二步找回密码的时候，没有再次对验证码进行验证 

为什么进入设置密码时还要再次验证“验证码”，验证码不是之前已经验证过了

吗？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再次验证验证码是否有必要？回答是肯定的，之前说

的第三个坑，如果在设置密码时再次验证“验证码”即使跳过了第二步，重置密码也不

会成功。 

由于 HTTP 自身的无状态特性，所以我无需先执行完验证验证码的 HTTP 请求后，

再去执行设置密码的 HTTP 请求，换句话说，我可以对重设置密码这个接口直接发起请

求，同样可以轻易的重置密码。 

如下图某 APP 找回密码第二步设置密码时的接口，并没有对验证码再次验证，那我

就可以对这个接口发起请求，修改 Username 这个字段就可以达到重置任意用户密码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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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5：验证码的提交频率没有做相应的限制 

对于验证码其实我们还应该这样测试： 

故意输入一个错误的验证码，然后不断点注册，查看 APP 反应。如果 APP 一直提

示验证码错误。意味着这个 APP 没有限制提交次数.那验证码这一块就会存在一个可以

被别人破解的风险。 

如果验证码是四位，那最多请求 9999 次，就可以破解验证码.如果是 6 位，那时间

会长些，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也许你会说，我的验证码有时效如 4 位的验证在 120 秒后就失效。你请求 9999 次

会用多久？同学你也许忘记了，现在借助工具 4 位的验证码，一般几秒钟就可以破解

了。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应该限制用户的提交频率。 

结论：来自客户端的数据流都应被视为不可靠的，不能被信任的，应该在服务端对

其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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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人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 Appium 和 Robotframework 实现对 iOS 应用的自动化测试，从

概念介绍，如何安装和部署到示例脚本一应具有，相信读者通过本文可基本掌握其用法。 

 

引言 

上篇文章《Appium+Robotframework 实现手机应用的自动化测试-Android 篇》受到

了很多读者的欢迎，很多朋友都问我有没有关于 Appium 如何在 iOS 应用中测试的文

章。其实，当时就是一起开始研究和使用它们俩的，就是因为 Appium 对于 iOS 和

Android 这两大移动端操作系统都有很好的支持，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先写出了

Android 篇，现在 iOS 篇也来了。 

一、Appium 简介 

Appium 是一个开源，跨平台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它支持原生的，混合的和移动形

式的 Web App，可以在 iOS，Android 和 FireFoxOS 的模拟器以及它们的真机中进行测

试。它支持的操作系统有 iOS，Android 和 FirefoxOS。 

1.1 Appium 的好处 

1.由于在所有的平台中使用了标准的自动化 API，所以不需要为了自动化而且重新

编译或修改 App。 

2.可以使用自己最熟悉最喜欢的语言，比如 Java，Objective-C，JavaScrIPt with 

Node.js，PHP，Python，Ruby，C#和其语言特定的客户端库以及工具来编写 Appium 测

试用例。 

3.可以使用任何测试框架。 

 

Appium+Robotframework 实现手机应
用的自动化测试-iOS 篇  

 

 作者：王  东  

http://www.51testing.com/html/42/n-36500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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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 Appium 时，实际上意味着在利用唯一的，免费的和开源的已经成为事实上

的标准的 WebDriver 协议。 

如果使用苹果的 UIAutomation 库，就只能使用 JavaScrIPt 编写测试，并只能通过

Instruments 来运行测试。同样的，使用谷歌的 UiAutomator，只能使用 Java 来编写测

试。Appium 是最大程度上的真正的跨平台的原生移动自动化框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 Appium 官网的 Introduction to Appium Concepts 来详细了解

Appium。 

二、iOS 安装条件 

需要建立设定的移动平台用于运行 Appium 测试。请看以下的平台要求： 

Mac OS X 10.7 或者更高，推荐 10.9.2，不过本人使用的是更新的 10.10.5 版本，也

没有问题。 

XCode >= 4.6.3，推荐 5.1.1，因为我的 OS X 是 10.10.5，所以相应的 XCode 的版本

是 6.4。 

Apple 开发工具 (IPhone simulator SDK，command line tools)。 

三、Appium 在 OS X 中的安装 

测试 iOS 应用相比测试 Android 应用要稍微麻烦些，主要是 Appium 一定要在 OS X

中运行才能跑测试，所以前提条件是需要搭建 OS X 的环境。 

因为没有苹果电脑，所以我的方案是用虚拟机安装好 OS X，具体如何安装大家可

以在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不过请注意最低需要 OS X 10.7，推荐 10.8 和 10.9，我用的

是最新的 10.10.5，也没有问题，当然如有苹果机，就可以直接忽略这个步骤。 

接下来来看具体安装步骤： 

1.安装或者升级 Xcode 和 iOS SDK(s) 

因为 Appium 也需要 Xcode 和 iOS SDK(s)并且推荐版本是 5.1，不过因为我的 OS X

的版本是 10.10.5，所以我用的 Xcode 和 iOS SDK(s)的版本是 6.4，也没有问题，它们都

可直接从苹果商店免费下载或者升级。 

2.安装或者升级 Xcode Command Line Tools 

http://appium.io/slate/en/master/#intro.md
http://blog.csdn.net/wd168/article/details/4637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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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要安装 Xcode Command Line Tools，这个如果没有安装则会提示进行安装

的，不用担心，可直接从苹果商店下载或者升级。 

3.安装 Appium 

从 Appium 官网点击中上方很大的 DownloadAppium 按钮会跳转到下载列表，在这

个页面选择所需的 Appium 类型和版本号，之前我下的是 1.3.7 版本，现在 1.4.13 的版本

也有了，那就直接下载最新的版本，从文件大小来看没有写明版本号的应该就是最新的

1.4 版本，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就是安装 Appium 了，把 appium.dmg 打开，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将其拖拽到

右侧的 Applications 中就开始安装了，安装需要一点时间，请耐心等待直到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后就会在应用程序中多一个应用 Appium，检查下有没有哦。 

4.安装 Python 客户端 

打开终端，输入指令： pIP install Appium-Python-Client，然后回车开始安装；也可

以直接下载 python-client-master.zIP，然后将其解压缩，打开命令行，先切到解压缩所在

的路径，之后输入：python setup.py install 来完成安装。 

如果都没有报错，那恭喜你，成功了！如果遇到问题，请仔细查看错误提示，一般

都能解决。 

好了，环境终于搭建好了。 

四、OS X 中启动 Appium 

安装好了之后，在应用程序中找到 Appium，点击其图标，如果一切正常，接着会

出现一个 Appium 启动后的界面窗口，如下图所示。 

http://appium.io/
https://bitbucket.org/appium/appium.app/downloads/
https://github.com/appium/python-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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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OS Settings 

点击顶部的苹果图标，弹出 iOS Settings 窗口，如下图所示。 

 

在该窗口可以对将要进行测试的 iOS 应用进行设置，因为接下来我们写脚本来跑测



 

 

 
11 

                                         www.51testing.com  

试，所以可以统统不进行设置，保持其默认值即可。如果不在脚本中设置，则需要在这

里设置下，不过大部分保持默认值即可，需要进行设置主要有 3 个： 

1. App Path：点击 Choose 按钮后会弹出选择 iOS 应用的路径选择框，选择需要测试

的应用即可（扩展名应该为.app）。 

2. Force Device：强制使用的设备，就是苹果的那些使用 iOS 的设备了。 

3. Platform Version：平台版本，指 iOS 的版本。 

4.2 General Settings 

点击顶部的齿轮图标则弹出 General Settings 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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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在本机安装了 Appium，则都可以保持默认值，如果把 Appium 安装在了其他

机器，则需要设置 Server Address，值就是 Appium 所在机器的 IP 地址，端口号一般无

需更改。另外请注意，New Command Timeout 的默认值偏小，如果保持默认值，在测试

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测试失败的情形，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命令还没执行完成，下

一个命令就开始执行造成的。 

4.3 启动 Appium 

这次直接跑 Appium，所以进行相关的设置，尤其是 App Path 一定要选择好。点击

Appium 右上角的 Launch 按钮启动 Appium，如果能看到如下图所示的信息就表示启动

成功了。 

 

五、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介绍 

http://blog.csdn.net/wd168/article/details/46422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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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可能有疑问，iOS 的模拟器怎么启动呢？怎么定位界面中的控件呢？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介绍： 

5.1 Inspector 简介 

Inspector 从字面上看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检查员，这里可理解为是一个检查器，那检

查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用来检查界面中的控件，可以用它来定位控件，当然它的功能还

不仅仅是这个，还可以录制脚本呢。 

5.2 启动 Inspector 

当 Appium 处于运行就绪状态中，点击 OS X 顶部的旋转中的 Appium 图标，此时会

弹出一个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 

 

点击最下方的 Show Inspector，就会弹出 Appium Inspector 的窗口了，如下图所示。 

 

同时也注意，该 App 的模拟器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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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定位控件 

当我们在 Inspector 最右侧的手机界面点击到某控件时，在其左侧就会出现该控件的

详细信息，尤其有用的是 name 和 xpath 属性，这对于接下来写测试脚本至关重要，如下

图所示。 

 

不过要注意，最右侧的手机界面不直接支持交互操作，需要使用左下方的 Tap，

SwIPe 和 Shake 来进行，大家试下就很清楚了。 

Inspector 还支持录制操作，不过个人使用后觉得还不如自己编写代码有效，就不多

介绍了。 

六、AppiumLibrary 介绍和安装 

Appium 是个好东东，Android，iOS 都支持，并且居然 RobotFramework 也支持

Appium 了，这就是本文要介绍的 AppiumLibrary。 

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知道可以使用多种语言来写 Appium 的测试脚本，但如果从编

写效率和学习曲线上来说，当然是用如 RobotFramework 的关键字的方式最为简单，所

以 AppiumLibrary 就出现了，从 Appium 官网可知最新的版本是 1.3.5，在官网有其介绍

和如何安装，为了方便不喜欢看英文的朋友，下面我把安装的方法简单介绍下。 

https://github.com/jollychang/robotframework-appium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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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um 的安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使用 pIP 指令，具体为：pIP install 

robotframework-appiumlibrary，当然前提条件是安装好了 Python2.7，并且也安装了 pIP

工具。 

第二种方式就是使用 setup.py，可以官网页面右侧的下载链接下载后再进行解压

缩，在命令行模式下进行到解压缩后所在的目录，最后执行指令 python setup.py install，

或者先把 git 安装好，然后依次执行三条指令：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jollychang/robotframework-appiumlibrary.git 

cd robotframework-appiumlibrary 

python setup.py install 

没有提示错误就是安装成功了。 

七、OS X 中安装和启动 RIDE 

有两种方式进行 Appium 测试： 

1. 远程方式进行 Appium 测试：在 Windows 系统中启动 RIDE 并运行测试，这种方

式的好处是方便，简单，但在一开始可能因为配置的问题测试跑不起来； 

2. 本地方式进行 Appium 测试：就是直接在 OS X 中启动 RIDE 并运行测试。这种

方式的好处是直接，能够很直接的得到测试结果，但不是很方便，毕竟大家平时还是主

要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 

因第 1 种方式太简单了，故接下来只介绍第 2 种方式。 

第 2 种方式就需要在 OS X 中安装好 RIDE，这需要先安装好 wxPython 和

RobotFramework。 

因为 OS X 自带有 Python2.7，所以不需要再安装 Python 了。 

第一步：下载并安装 wxPython 

wxPython 是 RIDE 需要的，注意的是必须安装 unicode 版本，点击下载列表，在列

表中选择 wxPython2.8-osx-unicode-2.8.12.1-universal-py2.7.dmg，下载后进行安装。 

第二步：下载并安装 RobotFramework 

RobotFramework 的安装有两种方式。 

https://github.com/jollychang/robotframework-appiumlibrary.git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wxpython/files/wxPython/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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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就是使用 pip 指令，具体为：pIP install robotframework，当然前提条件是安

装好了 pip 工具。 

第二种方式就是使用 setup.py，可以点击官网页面右侧的 Download ZIP 按钮，下载

后再进行解压缩，在命令行模式下进行到解压缩后所在的目录，最后执行指令 python 

setup.py install，没有提示错误就是安装成功了。 

第三步：下载并安装 RIDE 了 

可以在 Git 中下载 RIDE，下载页面 URL 为

https://github.com/robotframework/RIDE/releases/，之后同样也采用 pIP install 

robotframework-ride 或者在该页面下载 source code，下载后再进行解压缩，在命令行模

式下进行到解压缩后所在的目录，最后执行指令 python ride_postinstall.py install，没有提

示错误就是安装成功了。 

第四步：运行 RIDE 

不像在 Windows 中可以点击 RIDE 的图标来启动 RIDE，在 OS X 中需要打开终

端，然后输入指令 sudo ride.py 并回车，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看到类似于 Windows 中

的 RIDE 了，如果出现这个错误：run ride.py will got error: “python should be executed in 

32-bit mode to support wxPython on mac. Check BUILD.rest for details"，这是因为 OS X 是

64 位的操作系统，Python 需要在 32 位模式下支持 wxPython。解决方案是 run: "defaults 

write com.apple.versioner.python Prefer-32-Bit -bool yes"，就是把双引号内的语句在终端中

运行下，之后再次执行 sudo ride.py，之后就应该能看到 RIDE 的界面了，如下图所示。 

https://github.com/robotframework/robotframework
https://github.com/robotframework/RIDE/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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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RIDE 中 AppiumLibrary 的配置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用 RobotFramework+AppiumLibrary 来写 iOS App

的测试脚本了，那我们也废话少说，直接开始。 

首先打开 RIDE，这是编写 RobotFramework 测试脚本的集成环境，如果没有则先安

装好，当然 RobotFramework 也要安装好，这些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来解决

如何安装的问题。 

其次，新建一个 resource.txt 文件，这个文件是用来放置共用的脚本的，之后点击

Edit 选项卡，再点击右侧的 Library 按钮用于添加 AppiumLibrary 库，在弹出的的 Name

输入框中输入 AppiumLibrary，如下图所示。 

http://blog.csdn.net/wd168/article/details/4642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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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 OK 按钮。如果在 Settings 下方出现黑色的 AppiumLibrary 行，就表明设

置成功了，如下图所示。 

 

九、一个简单的例子 

万事具备，只欠编码！ 

下面看一个简单的示例，这个示例验证常见的登录功能。登录功能是很多应用都用

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怎样的功能。 

首先请看 resource.txt 文件的代码： 

*** Settings *** 

Library AppiumLibrary 

*** Variables *** 

${REMOTE_URL} http://192.168.1.6:4723/wd/hub 

${PLATFORM_NAME} iOS 

${PLATFORM_VERSION} 8.3 

${DEVICE_NAME} IPhone 5s 

${APP} /Users/admin/xxx_ios/xxx/build/Debug-IPhonesimulator/xxx.app 

${User} 138****6789 

${Password}  888888 

*** Keywords *** 

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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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Application remote_url=${REMOTE_URL} platformName=${PLATFORM_NAME} 

platformVersion=${PLATFORM_VERSION} deviceName=${DEVICE_NAME} app=${APP} 

 Short Sleep 

 SwIPe 500 200 100 200 500 #滑动 

 Short Sleep 

 SwIPe 500 200 100 200 500 #滑动 

 Short Sleep 

 Click Element xpath=//UIAApplication[1]/UIAWindow[1]/UIAButton[1] #点击立即体验 

 Short Sleep 

Teardown 

 Close All Applications 

简单解释下，因为使用 Appium 进行测试，所以在 Settings 中加入 AppiumLibrary，

之后的 Variables 中设置好运行 Appium 所需的参数，具体介绍如下： 

${REMOTE_URL}：远程 URL，指的是 Appium 所在的地址以及端口号，之后的

/wd/hub 为固定格式，请不要改动。 

${PLATFORM_NAME}：平台名称，我们在 iOS 中进行测试，只能写 iOS。 

${PLATFORM_VERSION}：平台版本，也就是 iOS 的版本号，这个可通过在 OS X

的终端中运行指令 xcodebuild -showsdks 得知版本号，如下图所示，xcodebuild 指令的具

体用法大家可以自己查找资料。 

 

${DEVICE_NAME}：设备名称，就算苹果设备的名称，注意要和上面的版本号匹

配即可。 

${APP}：要测试的 App 的全路径，注意这个路径指的是相对于 Appium 所在的机器

的路径，也即是 OS X 所在的机器上的路径，这里使用的是通过 xcodebuild 指令编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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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 app 文件。 

${User} ：登录的用户名，因为采用手机号作为登录，所以这里实际上是用户完整

的手机号。 

${Password}：登录的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Keywords 中的 Setup 会在测试开始执行时自动先执行这里的脚本，首先是通过

Open Application 关键字安装并打开应用（如果之前已安装，则会自动进行卸载操作），

之后因为应用有两幅欢迎界面，故需要通过 SwIPe 关键字执行向左的滑动操作来进入启

动页面，之后通过 Click Element 关键字来点击立即体验的按钮来进入首页。 

这里要注意的是因为 AppiumLibrary 没有关键字执行后等待时长的关键字，这里都

用了 Short Sleep 来用作关键字执行之间的等待时间，Short Sleep 关键字是自定义的关键

字，其实就是对 Sleep x 的封装而已，具体等待时长 x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Teardown 会在测试结束后再自动执行这里的脚本，很简单，调用 Close All 

Applications 来关闭所有应用即可。 

接下来看看具体的登录验证脚本： 

   

这里首先是有两个负面测试验证：分别输入错误的用户名和输入错误的密码后进行

登录，期待结果应该是登录失败，仍在登录页面；之后是正面验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

和密码后就应该登录成功并能显示出该用户的用户名，脚本都很简单，就不再赘述。 

十、手势密码的解决方案 

手势密码在很多应用都会运到，手势密码都要求至少连接 4 个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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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umLibrary 并没有提供对应的关键字，本人尝试连续使用 SwIPe 关键字两次解决该

问题，为什么要用两次呢？因为 SwIPe 的参数只是起点和终点，如果直接给出手势密码

的起点和终点，则会忽略中间的点，连续使用两次 SwIPe 关键字在 Android 中偶尔可以

成功，但在 iOS 中则没有一次成功过，为了彻底解决该问题，本人仔细看了 Appium 的

文档，终于所有发现，请看来自于 Appium 的官方网站的如下截图： 

 

从中我得知手势密码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Robotframework 基于 Python，所以本人也只安装了 Appium 的 Python 客户端。由于

AppiumLibrary 没有提供手势密码关键字，那就自己写一个 Library。但是该尝试失败

了，主要是由于 Appium 执行中需要很多上下文参数，而自己写的 Library 如何与

AppiumLibrary 交互是个问题，也许可以解决，但可能会比较麻烦。 

http://appium.io/slate/en/master/#appium-clients.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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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下观念，干脆曲线救国吧。 

既然安装了 AppiumLibrary，并且它是开源的，直接去修改其源代码不就搞掂了

吗？ 

于是，去到 AppiumLibrary 安装的文件夹，默认会安装到/Library/Python/2.7/site-

packages/AppiumLibrary，再到 keywords 目录中找到_touch.py 文件，就是它了。 

给这个文件的类_TouchKeywords 加上一个方法 gesture，具体代码如下： 

 

该方法的参数 platform 用于传入平台，取值为 iOS 或者 Android，这里有两个关键

的知识点： 

1. press 方法中的坐标为绝对坐标，move_to 方法中的坐标都是相对坐标，具体来说

第一个 move_to 中的坐标相对于 press 方法中的坐标，第二个 move_to 方法中的坐标相

对于第一个 move_to 方法中的坐标。 

2. wait 是必须的：开始我没有用 wait，结果效果是划动太快，直接从第一个点到了

最后一个点，略过了中间的点，加上 wait 之后就正常了。这里 ms 表示为毫秒，ms=500

就是等待 500 毫秒。 

使用的话很简单：在 iOS 中为：Gesture iOS。 

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把坐标点写死了，不做为参数传递进来呢？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把坐标作为参数，共用了三组坐标分别表示起点，中间的点和终

点坐标，但执行时总是报错，也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想到其实手势密码是不变的，干

脆写成硬编码，如果坐标变化了，那就直接改这个文件即可，反正 Python 是解释型的语

言，用到的时候会自动编译，也省去了编译的麻烦，也是很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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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Runner 下载的疑难问题一例 

◆作者：搜狗测试  曹承臻  

 

 

在进行压力测试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下载文件并保存的过程。至于如何用

LoadRunner 来实现，网上的资料很多，但是方法都一样的。大体的逻辑如下： 

1. 用 web_reg_save_param 函数获取所有的返回内容 

2. 用 web_get_int_property 函数拿到服务器返回的大小 

3. 用 fwrite 函数将数据流写入到指定目录的文件中。 

详细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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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也 copy 了下，这个脚本下载了搜狗浏览器，并保存到本地。运行一下，坐

等下载结果。 

 

咦？报错了，看了下，原来是设置的下载超时时间太短，实际下载时间超过 120s

了。果断打开配置改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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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 run-time settings→prefences→advanced opinion 后，将 step download timeout

（sec）的值改为 1000（最大值），重新运行了下： 

 

运行成功了，去对应目录运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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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怎么安装包损坏了？果断下载一个官网的正常的包，对比下 md5 值看下 

 

可以看出 

1. md5 和官网的不一样 

2. 通过 LR 下载的包比正常的包多了两百多字节。 

果断通过 compare 对比下两个包的 16 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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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前面所有的数据都一样，只是 LR 下载的包最后多加了一些空字符。于是可以

定位，是 fwrite 函数中传的文件长度长了。 

看下脚本： 

flen = web_get_int_property(HTTP_INFO_DOWNLOAD_SIZE); 

难道是这个长度获取的长了？ 

到网上查了下，原来 HTTP_INFO_DOWNLOAD_SIZE 是计算 body 和 header 的大

小。咱们需要的只是 body，原来如此~~~ 

既然这个函数统计的结果不准确，只能重新找方法统计大小了。 

于是想到了 LR 还有一个函数可以自己计算大小：web_save_param_length() 

重新修改了下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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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跑一遍，发现下载下来的文件长度正确了，和官网正常下载的包一致。 

至此，此问题圆满解决。 

总结一下： 

1. 网上的东西即使都用的同样的方法，也未必正确。 

2. web_set_max_html_param_len 这个能小则小，很烧内存的。 

3. fopen 函数分 txt 读写和二进制流读写，如果以 txt 读写方式写二进制文件，也会

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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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章内容旨在向大家介绍桌面组的测试设计思路和方法，不论你是新加入测试的初

学者，还是从事一段测试的实践者，通过阅读这篇文章相信可以帮助你更加深入地了解

桌面组的测试。 

测试人员每天的例行工作之一就是与开发沟通代码改动，并对改动进行功能回归，

我们称之为测试范围确认。对于每个测试人员来说，可能都会遇到以下问题： 

1、拿到一个代码改动后我首先做什么？ 

2、跟开发沟通时问些什么？ 

3、我该如何沟通才能问到自己想问的问题？才能更精确的得到回归范围？ 

4、担心自己问的问题太不搭调，被对方嘲笑怎么办？ 

5、跟开发沟通结束后，接下来该怎么做？直接按照开发说的去做吗？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组内进行了一次精彩的“实战演习”。找一个真实的代码改动，

一位同学扮演开发、一位同学扮演测试，模拟了测试范围确认的整个过程。每一段小演

出后，让其他人发表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感想，并把得出的解决方案总结出来，整个过程

笑料不断，大家的收获颇多。 

演习期间，沟通环节比较精彩，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地方，我挑了两个对话场景，以

及对应的 bad case 和 good case 对话让大家体会一下，红色字体的评语是本人自己添加

的，有更好的理解可以单聊哦~ 

 

 

如何进行测试范围确认  

 作者：搜狗测试  陈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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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背景 1：一天，武爷对浏览器的代码作了几笔改动。小强匆匆忙忙地看了一下

代码变更之后，就跑去问武爷了…… 

Bad case（小强版） 

小强：有一笔代码改动的地方，把一个 auto 指针, 改成 unique 智能指针。我了解到

这两个智能指针都可以在对象销毁的时候自动释放内存。（评语：目的不明确，导致对

方不清楚你的来意） 

武爷：不明白…… 

小强：就是说 auto_ptr 指针会在赋值时把自己所指向的内存块转移到另外一个指针

中,而 unique_ptr 则不会，是这样吧？（评语：还是没说明来意，关注点停留在技术细节

上，对方仍然不明白来意） 

武爷：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小强：就是代码改动的时候把一个 auto 指针换成了 unique 指针，这个指针的变动会有

什么影响？（评语：进入主题了，不过封闭式的提问，对方直接回答有或者没有就行，

还是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武爷：你可以理解 unique 更安全，更换后没有太大的问题，那笔改动不用回归。 

小强：…… 

Good case（小明版） 

小明：在 SVN 上看到一笔改动，把一个 auto_ptr 换成了 unique_ptr, 我了解到的这

两个指针，都能自动地释放内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换呢？（评语：开题就把对方带

到了自己想要谈的主题上，让对方知道我是来找你了解代码改动。接着，说了下自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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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了解到的情况并提出准备好的问题，这样能引导对方跟你思考同一个问题，有利于确

认到较准确的回归范围。） 

武爷：原来的 auto 是我们自己做的，unique_ptr 是 VC11 的，VC11 已经有自动释

放的指针了，我们就就没必要再自己做，直接使用系统提供的就好了。 

小明：那这样改动会影响哪些范围呢？（评语：与对方确认改动的影响范围，这种

开放式的提问方式，能够让对方展开来谈论，有利于我们了解到更多内容。） 

武爷：应该没有什么影响，要是出问题就崩溃了，看下主路径就行。 

小明：那些指针是控制哪些对象的？（评语：如果提前了解到更多的技术细节，也

可以提前准备好疑问，沟通时提出来一起讨论来解答疑惑） 

武爷：DC(设备绘图的) 

小明：我们对浏览器界面主路径做测试，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比如崩溃，就没问题

是吧？（评语：好了，回归范围拿到了，最后就沟通得出的结论总结下，让双方达成一

致。） 

武爷：是的。 

 

好吧，再来一个对话场景，请您欣赏。 

对话背景 2：一天，开发添加了一个函数，在 SVN 上的 changelog 内容注释的是”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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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一段牛掰代码“，对于看不懂代码的测试童鞋要去找开发确认回归范围了。。。 

Bad case（小 M 版） 

小 M：我看到了一笔代码改动，想跟你确认下，你看现在方便吗？（评语：比较有

礼貌，沟通时的礼貌用语，会让对方比较舒服） 

开发：你说 

小 M：看到你添加在一段代码，但是这段代码不是特别明白，你看能稍微讲一下

吗？ 

开发：我加的那一段？我加了好多代码。。。 

小 M：额，你打开 SVN 看看，我告诉你是哪一笔。（评语：没有提前准备，需要让

开发打开 svn changelog 查看，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 

。（此处打开 SVN） 

。 

小 M：就是这个改动 

开发：哦，这个呀，这个你不用回归。这个没什么影响，功能上没什么大问题就

行，不用回归。 

小 M：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啊？（评语：问到了函数作用，但是没有深入的接着

问，导致获得的信息没有帮助） 

开发：计算距离的，你黑盒上回归下没问题就行 

小 M：这个加了以后跟加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开发：更精确了。这个不用回归，我之前的改动与 UI 展现相关的没问题就行 

小 M：也就是说你这块改动是与 UI 展现、字体展现等相关的是吧？ 

开发：是的。 

Good case1（NaNa 版） 

nana：想跟你确认下代码改动，你现在有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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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时间，你说。 

nana：刚才发到你 QQ 上的截图，就是那笔改动，你的注释是“加了一段牛掰代

码”。我看了一下，不太了解你这段代码的逻辑，你能跟我讲一下吗？（评语：说明来

意，直奔主题） 

开发：哦，这个呀，这个你不用回归。这个没什么影响，功能上没什么大问题就

行，不用回归。 

nana：那个代码本身的逻辑你能简单给我讲一下吗？我想了解一下（评语：深入了

解代码逻辑，因为了解到逻辑后，对后面的回归有帮助） 

开发：函数本身是计算去一个最佳的距离 

nana：什么距离呢？ 

开发：所有字体布局之间的距离 

nana：我们浏览器的主框架？ 

开发：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布局和字体之间的距离 

nana：所有的布局？我们浏览器的 UI 包括很多，主框架区、对话框，还有气泡等

等，是指这些吗？ 

开发：主框架 

nana：是指主框架的收藏栏、地址栏、侧边栏等吗？（评语：对待每个模糊的回

答，能够细化问题，精准的确认影响范围） 

开发：是的 

nana：这个函数计算的 UI 距离是指哪些具体的 UI 呢？ 

开发：行间距和字体的间距，图片与字体之间的间距 

nana：这段代码的逻辑调研过吗？能给我交接下吗？（评语：明白自己的目的，以

学习的心态再次要求开发讲解代码逻辑。这在完全不了解代码逻辑但又必须得了解的情

况下是可取的，能避免漏掉细节） 

开发：你一定要了解吗？那给你讲讲吧。 

Good case2（小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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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请问有时间吗？跟你沟通下代码改动，确认下回归范围。改动内容已经截图

发给你了。 

开发：好的 

小明：我看你注释的内容是”加了一段牛掰代码“，这段代码是做什么用的？ 

开发：哦，这个呀，这个你不用回归。这个没什么影响，布局上没什么大问题就

行，不用回归。 

小明：它会让布局不一样是吧？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开发：它主要用于计算距离，一些布局的间距 

小明：什么时候会使用呢？（评语：了解具体的函数使用细节，包括作用、使用时

机、使用范围等，有助于确认最后的回归范围，这些都建议提前做准备，有备无患） 

开发：展示 UI 的时候，需要排版时就会调用它来计算间距 

小明：是所有 UI 都要用到吗？ 

开发：可以这么理解 

小明：这个跟 DPI 有关吗 

开发：有，就是在高 DPI 下用来重新计算距离的 

小明：哦，那就是在 125%、150%DPI 下用到是吧？ 

开发：是的 

小明：那这个如果出问题的话，可能出什么问题呢？ 

开发：如果出问题，布局就错乱了 

小明：那这段函数是咱们自己写的吗？ 

开发：是 

小明：那是否需要我们做内部的调研，去针对性的做一些单测呢？（评语：引导开

发思考修改存在的隐患问题，并提出做单测的想法，提出了如果出问题会如何如何，这

样开发会更加谨慎的去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开发：想做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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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不会出问题吧？要是出问题我就找你哈~~哈哈哈 

开发：那做一下吧 

小明：那要做的话，请讲一下具体实现吧。（评语：通过单测的要求，让开发讲解

代码实现顺理成章） 

开发：balabalabala……（讲实现） 

小明：我再确认下，这个功能就是在浏览器高 DPI 下，UI 布局展现时计算距离

的，我们验证 UI 时，应该看一下所有的 UI 布局展现的正确性，包括在移动、刷新时候

的 UI 展示都没问题就行吧？如果出现问题可能是错乱等问题，这个函数如果需要深入

测试的话到时候会找你了解具体的代码实现。（评语：最后，总结下双方的沟通结论，

达成一致） 

开发：好的 

我的理解是，通过实战演习可以达到三个目标： 

1、较大程度上解决了最开始提出的问题 1 到 5，经验还是很重要，所以要完全解决

问题还是得靠自己慢慢积累。 

2、让大家能真正的换位思考，尝试站在开发的角度去想问题。 

3、活跃团队氛围，开怀大笑是很好的释放方式。 

以下是我整理的测试范围确认流程的整体框架，以及每个阶段的实施建议。供大家

参考。有更好的建议可以一起交流^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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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动终端之 WiFi 测试点的总结  

◆作者：Sunny 

 

1、 WiFi 功能测试： 

验证 WiFi 模块设置（如:添加 AP、静态 IP 及动态 IP 的设置等）的相应功能是否正

常； 

2、WiFi 特性专项测试： 

1) WiFi 打开速度或搜索速度的测试：验证 WiFi，WiFi 打开速度或搜索速度的测

试是否符合要求； 

2) WiFi 信号强度测试：测试 WiFi 在不同位置(如：距离 AP 无障碍处 X 米、有障

碍区（如：隔离一堵墙、堵墙）等的信号强度，测试 WiFi 信号随距离的变化或

穿障碍物的能力；测试工具：通过 WiFi 检测工具（如：WiFi 分析仪）； 

3) 测试 WiFi 传输速率测试：分别在不同位置测试 WiFi 传输速度； （测试工具：

WiFi 分析仪） 

4) 测试 WiFi 的竞争性数据传输：采用设备与手机在数据传输时进行对比，验证在

多台设备同时数据传输时，设备的速率相对明显下降； 

5) 测试 WiFi 休眠的测试：验证 WiFi 在系统浅休眠或深休眠时是否进行工作； 

6) WiFi 稳定性测试：测试 WiFi 在长时间数据传输过程中是否出现异常； 

7) AP 切换测试：测试设备在无信号区到有信号区的连接速度、重连时是否出现异

常等； 

8) WiFi 与 AP 之间的漫游测试：测试 WiFi 在不同位置下的两个同名同密码下是否

可以进行切换（即：当从 AP1 的位置向 AP2 移动，移动过程中：AP1 的信号越

来越弱，AP2 的信号会越来越强，设备会根据漫游机制进行快速切换），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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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的话，WiFi 会端开与 1 个 AP 的连接后再连接另 1 个 AP，这样导致在数据

过程中会经常断线或大量丢包等，此场景主要应用于企业或医院等； 

9) WiFi 抗干扰性测试：测试与 WiFi 其相关硬件模块（如：WiFi 与蓝牙共用 1 根

天线）是否给其带来干扰，如出现异常可能出现 WiFi 打不开、数据传输速率很

低； 

10) WiFi 交互性测试：主要测试与硬件模块之间的同时使用时是否出现问题（如：

WiFi 下载时，进行蓝牙传输、打电话等） 

11) WiFi 功耗测试：测试 WiFi 在不同场景下（如：下载功耗、上传功耗、漫游功

耗、待机功耗等）的功耗是否在定义范围之内，如果功耗较高的话，可能导致

设备耗电非常快。  

12) WiFi 漏电测试：主要验证设备在关机后，WiFi 是否休眠，设备在开启 WiFi 并

使用后，再通过开机时的电量及电压与设备关机一段时间（如：8 小时）后再

开机的电量或电压进行对比，如果异常的话，设备再次开机时，电量会明显下

降。 

13) WiFi 模块的差异性测试：验证不同移动终端的一致性是否存在差异，可以采用

多台设备进行信号强度、数据传输等对比测试，如果某台设备的物料、组装等

有问题的话，可能出现信号或传输速率相对其他设备有明显下降； 

14) 兼容性测试：验证 WiFi 是否对不同厂商的 AP 都兼容（如：与华山、思科、锐

捷等厂商的兼容性） 

15) 协议或频段的支持性测试：验证 WiFi 在不同协议如：b/g/n/ac）、不同频段

（2.4G、5.8G）下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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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QA 领域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或者公

司组织的调整。会涌现出一些晋升的机会。此时，你或许会面临一种场景：从业务骨干

到 leader 的转型。诚然，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不论你现在是否已经站在相应的位

置，或者即将面临这样的转型机会。你都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这里的准备好，自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我相信之所以你能脱颖而出，技术底子

应该是达标的。但还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严重问题。这篇文章亦不会大谈那些所谓的

QA leader 任职标准，因为招聘 JD 大多有些空泛。今天我想说的是新任管理者，最容易

忽略的并且非常严重的那些隐形杀手。 

一、事必亲躬 

作为优秀的业务骨干，你已经习惯了：以事情做得足够优秀来要求自己，且你会觉

得一件之前由你亲自负责的事情，突然交给别人，TA 未必比你做得好。此时不论你出

于好心或忧心，可能会忍不住过分插手具体的事物。甚至会越俎代庖，自己来做。 

作为一个员工，你这样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 leader 这样是危险的。因为你既让下

属觉得你对他不信任，也让自己精力过多的沦陷在这具体的事物。久了，你不仅剥夺了

员工应有的锻炼机会，也堵塞了自己的发展。 

所以，要学适当会放手，在可控的范围内允许员工犯错。你需要做得是给与恰到好

处的指导或者建议，引导其自己成长。没有人刚学骑车的时候不摔跤，你自己如此，又

怎能苛求别人一下子就做的和你一样好？总要给人成长的机会。这不仅需要你树立新的

观点，更要有允许员工试错的勇气。且要能很好的把控这种试错的力度，以不影响业务

质量为原则，同时要积极分享自己做此事的经验，引导员工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 

 

 

从业务骨干到管理精英  

 作者：琦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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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会放权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某些新任 leader 难免陶醉于新得到的种种权力。尤其是当

自己权限范围也并非太大时，更不愿意把一些必要的权力授予员工。比如，你是否总要

求每个测试用例都要经过你的批准。甚至多条产品线的测排期都要亲自定夺？ 

如果这样，你的精力有限，你的员工亦不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机会。好的解决办法，

是每个产品线设置一个版本迭代负责人的角色（大家轮流担当）。让大家都有机会锻炼

规划能力，沟通能力，风险把控能力。而你需要更多关注的是迭代负责人解决不了的问

题，例如资源的调配，跨部门的沟通，疑难杂症的解决。 

当然与之相反就是过分放权，这也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就像是风筝飞很高很稳，

因为有根线在牵引。否则……你懂得。做测试管理也要不断地额摸索这种中庸之道，做

到管得刚刚好。关于这个分寸的把握，你可以结合团队的实际情况。比如核心工作你适

当过问，稳定工作授权给下属。例如，你的产品严重的问题是崩溃率略高，那关于如何

降低崩溃率你可以多参与一些决策。但是如常规的需求评审，测试排期，bug 跟进等可

交于迭代负责人。 

三、扭曲的好胜心 

好胜心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用错了地方危害也不小。作为一个 leader 你应该有

集体精神，把整个 team 看做一个整体。多站在团队的角度上想问题。多考虑如何把团

队打造成业界领先的团队。而不应总想着证明自己的技术实力比团队中某个员工强。这

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了解历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楚汉之争时候的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项羽的勇力过

人，堪称万人敌的大将军。但是他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时不时的想证明自己别手下的将

军强。让其他将领人人自危。刘邦则不然，他懂得用人，自称文不如萧何，武不如韩

信，谋不如张良。但是他总得尊重自己的下属，激发下属的斗志。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汉

室一统天下。 

作为一个 leader 你应该明白，一个人得能力再强所能成就的事情也是相对有限的。

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不要和下属争长短，多鼓励，多激励。做

好方向规划和设置好团队目标才是你更应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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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会聆听 

耳朵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可是很多人却不喜欢用他。所谓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作为一个 leader 聆听无疑是一种了解下属的最好方式。不要动不动就打断下属的

会话。也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以为……之类的话。有一种很好的管理理念是，让员工尽

量做自己擅长且感兴趣的事情。而员工擅长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最简单的方法不就是

多听吗？另外，也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过分的经验主义。因为随着你领导层

次的提升，对前线的具体问题你了解的可能还不如你下属透彻。即便你真的有能力指

导，也要先了解清楚情况。否则岂不成了经验主义？ 

五、不懂桥梁的价值 

作为一个 leader（中层管理者）你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桥梁。起到衔接的作用，衔接

不同的团队，衔接下属和上级。承上启下的身份决定你应花相当的精力在上传下达，和

沟通协调。而非一味的冲锋陷阵。所谓兵贵精不贵多，将在谋不在勇。要学会，把上级

当客户看。例如你去汇报问题最好带着解决方案或者建议。让领导做选择题，而不是填

空问答题，不然就是你的沟通不会那么顺畅。如果你没充分的准备就去盲目的找领导交

谈，和蔼的领导会问你，你需要我做什么？不和蔼的就可能直接告诉你，那是你的事。

不要来麻烦我。 

与之对应，对下属要做好极简目标的规划，让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你想传达的意思。

并且要建立快速反馈机制，有问题第一时间暴露，快速决策，不要让自己真的变成聋子

或者瞎子。 

对于和其他团队的合作交流，要记得谦和严谨。求同存异。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讨论事情，要力求提高整个团队的综合生产力。促进流程优化，和项目整体效率的提

升。 

六、优柔寡断 

升到 leader 的位置，自然有 leader 的权力。公司或者部门赋予你某种决策权，不是

凭空摆设而是具有实际的意义。很多非空降的新晋 leader 往往过分的被之前的人情世故

牵绊。在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往往会优柔寡断，反而使团队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举个典型

的例子。例如对一个测试设计方案，A 同学和 B 同学都有自己的想法，请你来抉择。你

不作出回应，谁都不想得罪，只能影响整体的测试进度。此时，需要你来果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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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注意技巧。你可以请 A 和 B 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A 先说完，让 B 来重

复。确保 B 能完全理解 A 的意思。然后让 B 来说，A 来复数。多数时候，双方是可以

找到一些共同点。只因为他们太过于强调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聆听对方的观点。如果

能求同存异，让他们再协商一下，给你个结论。如果实在是没有共同点。你可根据自己

的经验，果断的指定一个人。比如说 A，你来负责这个事情，并强调一定要对结果负

责。明确的告诉 B，已经确定按照 A 的方式来操作，请他全力配合，并且对其积极思考

做出肯定。告诉他因为某某必要的原因，这次采用 A 的方案。下次有问题还是欢迎积极

讨论。 

以上 6 个典型场景，即是新任领导人最常犯的错误，读完这个，你可以深入思考，

重新问问自己：“我已经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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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全的网银转账测试分析与设计  

◆作者：千  里  

 

在银行项目面试中，面试官常问起网上银行转账功能如何测试，该问题既能考查面

试者银行知识储备又能考查面试者的沟通表达能力。而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觉得很难回

答，网上关于这块资料也并不多，特整理相关的测试点，抛砖引玉。 

附图：网上银行转账截图 

 

图 1：录入转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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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转账安全认证 

转账功能分析： 

通过选择付款账号、填写转账金额、输入收款账户（含收款账号、收款人姓名、开

户行）以及其他附加信息（手机号、备注等），填写好之后，进入安全认证页面选择安

全工具、填写安全密码，最后提交转账。 

测试分析与设计思路： 

 1.正常流程类设计（确保系统实现了业务需求） 

 2.异常流程类设计（确保边界等异常均做出了必要的限制） 

 3.其他考查点（如转账还会涉及手续费、汇路选择等） 

 4.输入框验证类 

 5.用户体验等非功能考查 

详细测试分析如下： 

 1. 付款账号、金额、收款账号、安全认证全部输入正确的，可以转账成功 

  1.1 付款账号是借记卡，也可以是活期存折 

  1.2 金额在(0,余额]之内，同时需要对边界值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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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收款账号、收款人姓名、开户行需要全部对应 

  1.4 如果收款账号是行内账号，只需要进行账号与姓名的匹配即可，系统不再

需要选择开户行信息 

  1.5 收款账号需要考虑：行内账号，跨行转账，同城、异地转账，借记卡、信

用卡账号，同名账户（本人，本行）。转活期存折、转定期存折（变定期）转定期存单

（不能） 

  1.6 安全认证：U 盾（插入 U 盾输入密码），手机验证码（发短信到手机，输

入验证码进行验证） 

 2. 转账无效/失败的情况说明： 

  2.1 付款账号金额不够、即转账金额大于账户余额 

  2.2 信用卡不能转出，定期存折不能转出。一般会在账号选择的时候，进行屏

蔽。 

   2.3 转出账户被销户，冻结、挂失等异常状态，不能转出。 

  2.4 小于 0，等于 0 要测试，为非数字（该不是重点） 

  2.5 转入账户：收款账号，收款人姓名，开户行三者的任意不匹配 

  2.6 正常状态、挂失状态的卡可以转入，冻结、销户卡（不存在的卡）不能转

入 

  2.7 U 盾密码错误、使用别人的 U 盾，验证码错误、超时、为空都会转账失败 

 3. 特殊的业务场景（手续费相关） 

  3.1 手续费 XXX 封顶（比如 50 元封顶） 

  3.2 最低手续费（比如最低收 1 元） 

  3.3 手续费折扣（头 3 笔免手续费，手续费 5 折） 

 4. 其他特殊场景： 

  4.1 转账当时限额、单笔限额（具体安全认证工具有关） 

  4.2 转对公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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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转账汇路考虑，普通转账，实时转账的测试 

  4.4 外币转账 

  4.4 转入账户与转出账户相同（结果为转账失败） 

  4.5 转账超时导致转账失败（手续费照扣） 

 5. 输入框验证和用户体验等非功能考虑 

  为了不让文章写起来特别长，故此部分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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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将会覆盖所有 SPE（系统性能工程师）所需具备的基础知识。主要目的就是

引导你了解系统性能工程相关的各类知识体系，但我们的意图并不是打算把每个方面都

说的很详细，而是给读者一系列总结性的包括流程、活动和产出相关的整体概念。 

本系列包含如下的章节： 

 性能工程 

 性能需求分析 

 负载量模型 

 性能监控 

 性能测试 

 性能模型 

 容量管理 

 企业级性能成熟度 

第一章 性能工程 

本章将会给出软件性能工程的概念以及从实用性能分析师的角度分解性能工程。将

会涉及到如下主题： 

 什么是性能工程 

 性能工程的重要性 

 性能工程中需要做哪些事情 

 性能工程中的挑战 

 建立自己的性能工程策略 

 产出 

 参考资源 

 

系统性能工程师指南  

 译者：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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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性能工程 

软件性能工程（SPE）是一种能够满足高效高质量软件系统开发中非功能性需求

（比如性能、容量、可伸缩性、可用性、可靠性等）的系统性的、可量化的方法。

Connie Smith 博士在她的《软件性能工程》一书中这样提到： 

性能工程是一种面向软件的方法，专注于最优的应用程序架构、设计选型，以及对

满足非功能性需求为目的的具体实现。软件性能工程也能被定位为是一系列为实现文档

化的非功能性需求而贯穿于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任务或者活动。所以软件性能工程经常

被视为能在一定的时间和预算限制内满足非功能性需求的一种构建系统的艺术。 

二、性能工程的重要性 

性能工程如此重要有如下原因： 

1. 文档化和验证非功能性的需求 

在性能工程中的强力投入通常都表明你和你的客户们都想在第一时间做最正确的事

情。做为性能工程的一部分，你必须着手开始思考定义项目的目标和最终目的。这些需

求绝大部分被视为性能、可靠性、可伸缩性、可用性等非功能性需求。没有明确的目的

就不会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目标你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所以软件性能工程

允许把一些最基本的元素和部件放在软件生命周期的最前面。 

2. 越早进行改变影响和代价越小 

在设计阶段变更应用设计和一些底层基础架构规格是相对容易的。同时，去说服决

策者同意在设计阶段为使应用满足非功能性需求的而进行一些变更也要容易的多。 

3. 尽量的减少了后期非功能性需求的返工工作量 

越往软件生命周期的后面返工的代价越高，低效、耗时甚至能够毁掉你的声誉。重

写部分代码或者重新思考设计去满足原先的非功能性需求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应用的的整

个架构，对于已经处于既定架构下仍在进行的团队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打击。 

4. 防止在产品环境下失控 

性能工程提倡在软件生命周期中进行前瞻性的性能和容量管理。在你做任何事情都

有性能意识比如在有正确的定位瓶颈的方法以及在设计、开发和测试阶段的时候能极大

的减少在上线前无意中错过的性能和伸缩性问题。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的客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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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5. 防止在产品环境下进行创可贴式的修复 

没有对性能工程有足够的投入将会直接导致在产品环境中进行创可贴式的修复。这

对于项目来说几乎是一个噩梦，但这却是在我到目前为止的工作经历中经常遇到的。引

入性能工程活动到项目中是最为恰当的能够避免一旦出现问题你就考虑进行打补丁式的

修复的方式。 

6. 加强跟你客户的关系 

还有什么比你在海边喝着鸡尾酒跟你的客户讨论你喜欢的明星的下一次大型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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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妙的时刻。当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样欢快的情景。现实中，大部分的开发

团队都会经历长期的、痛苦的吃着 pizza 喝着可乐作为午餐和晚餐的周末。虽然非常不

好，但是这确实是大部分软件开发项目的都会经历过的。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仅仅

有少部分客户能够在周末真正的回到家休息放松，而原因几乎都是由于他们能够严格做

好性能工程所提倡的前瞻性的进行贯穿于软件生命周期的性能管理。 

7. 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到处救火 

性能工程提倡前瞻性的性能管理确保项目和性能的负责人有足够的能力专注于最重

要的事情。同时性能作为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做好性能你就已经最小化你的风

险以及尽可能的避免项目会在后期被搞砸的情况。 

8. 指标的度量和验证最终客户的体验 

性能工程的投入确保你能懂得对重要客户的指标文档化和跟踪。从性能工程的角度

而言，不同的项目会有不同的度量，尽管如此，最重要的是能够从设计一直到上线做好

能够量化投入产出比的定义、文档化和跟踪相关客户性能指标。 

9. 明智的消费，获取最大收益 

通过在软件生命周期早起抓住潜在的问题，前瞻性的性能工程使得你的努力得到回

报。前期启动花费可能会更高，但这个要看客户因确保项目能达到商业案例中所陈述的

目标而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在性能方面做的足够好，必然使得你的客户愉快的完成付

款。 

三、性能工程中需要做哪些事情 

这里有一个在性能工程周期中需要做的活动列表。性能工程生命周期跟软件开发生

命周期一样，都提供了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各阶段执行的关键任务。 

 需求收集 

文档化非功能性的需求使得客户和团队认可。性能需求分析阶段将会更详细的说

明。 

 架构和设计 

设计和架构高性能。从应用设计和基础设计角度，使用不同的模型化技术来验证设

计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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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 

实现代码规范。和开发负责人一起工作，对所有的代码按照计划来验证和报告单元

性能。 

 测试 

文档化你的性能测试策略，验证非功能性需求。包括你的性能监控以及通过压力容

量测试来得出的容量管理策略。 

 运维 

监控应用，且对应用性能和影响基础架构容量的对象进行建模。指出需要对应用或

者数据库进行怎么样的优化才能达到非功能性的需求，或者需要准备多少额外基础资源

才能满足正在增长的业务量。 

四、性能工程中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在实施性能工程中会遇到的各种挑战的总结。 

 缺少专项资金启动性能工程 

 不懂软件性能工程，不知道它在软件生命开发周期中所产生的价值 

 没有客户买账 

 你的项目和开发负责人不买账 

 缺少业界标准的工具来进行贯穿于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建模、可视化、以及预

测性能和容量 

 缺少可靠的人在项目中建立性能工程团队和流程 

 在有严格时间限制的项目中缺少足够的时间进行性能工程的活动 

五、建立自己的性能工程策略 

通过学习本文及其他系列材料逐步在项目中建立你自己的性能工程策略。 

六、产出 

在性能工程流程中可交付物列表如下。未来我们将在每一个可交付物下给出一个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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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工程策略 

 工作量模型 

 非功能性需求 

 性能模型 

 性能测试策略 

 性能监控策略 

 容量管理策略 

七、参考资源 

1. 这里有一个关于性能工程的重要资源列表 

2. Connie Smith 博士的性能工程 

3. Rajesh Mansharamani 的性能工程 

4. 维基百科的性能工程 

 

第二章 性能需求分析 

本章将以实用性能分析师的视角从多个不同的方面讲述性能需求分析性能需求。包

含如下内容： 

 什么是性能需求分析 

 性能需求的重要性 

 性能需求分析中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性能需求分析中的挑战 

 如何进行性能需求分析 

 产出 

 参考资源 

一、什么是性能需求分析 

性能需求分析是一系列在项目需求收集阶段进行的为了确定性能工程方案相关目标

的活动。这些目标也被称作非功能性需求方案。从一个性能需求分析的观点，非功能性

需求包含如下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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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伸缩性需求（峰值事务处理量，峰值用户并发量等） 

 可用性需求（系统的可用性或者说运行时间，比如 99.9999%的可靠运行不宕机

概率） 

 可靠性和容错性需求（应用层面和基础架构层面的冗余方案） 

 性能需求（预期的响应时间，预期的并发量，预期的运行时间等） 

记录这些非功能性需求是非常的必要以至于所有的决策者，比如应用架构师、应用

设计师、业务发起者、开发人员、测试人员以及运维支持对正被设计和实施的性能需求

方案都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解。从项目一开始所有相关的决策者就参与进来也是非常

必要的，另外所有性能需求方案相关的重要方面都应该文档化下来。记录这些非功能性

需求能使得实用性能分析师能在项目开发的早期就设置好预期并对其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已经上路的实用性能分析师你需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得所有的决

策者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所涉及到的性能工程相关的各个方面都能达成共识。性能需

求分析阶段会把其余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涉及到的性能工程活动进行分段。作为一个实

用性能分析师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展示的你计划以及对工具、资源、许可、基础设施

等的申请和你如何定义非功能性需求。 

二、性能需求分析的重要性 

性能需求分析是性能工程生命周期的第一个环节，有相当多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我

们认为性能需求分析是如此的重要，即使在虚拟化和云计算时代。原因如下： 

确定非功能性需求 

性能需求分析阶段可以被认为是项目中最重要的阶段，但是不幸的是很对团队没有

相应的金钱和能力进行正确的提问和收集正确的需求。没有合适的非功能性需求，你就

不会有性能相关的目标，没有目标你就不能设定明确的目的，所以你自然也不可能去度

量。因此，客户和项目相关人员能够懂得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早期引入可靠的性能工

程资源来文档化非功能性的需求和对相关活动进行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给开发人员设定性能目标 

作为使用性能分析师，一旦你文档化非功能性需求,你就可以为你的开发团队对软件

的每一层以及每一个组件设置性能目标。你需要利用这个机会深入到软件设计，定位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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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应用瓶颈，为开发团队对应用的各个层级和组件设定性能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是单

个用户的性能目标，并且是有一定的思考时间。设置单个用户性能目标的原因是在开发

阶段，开发者几乎很少知道随着业务的增长系统将面临的大规模的并发用户，唯一可行

的方法就是在开发阶段进行性能的单元测试。 

验证架构选型 

在性能需求分析阶段你有权检阅应用的设计，并且从性能工程的角度提供一些输入

使得项目有着清晰的目标。性能需求分析阶段对于一名使用性能分析师来说是深入设计

模式，架构以及确定方案中的潜在挑战的最佳机会。跟你的客户和内部团队领导建立良

好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们的信任。一旦他们懂得你的愿景，你的目标以及你的目

的和计划，他们也就会明白你为什么会在应用最关键的方面推行严格的非功能性需求。 

确定需要多少基础设施 

作为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你有机会检阅非功能性需求和理解应用程序设计，并且跟

供应商和客户一起工作来验证底层基础架构的需求。许多供应商现成的商用解决方案都

会基于在特定工作量情形下的非功能性需求推荐基础架构。性能需求分析阶段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来做出假定，设定正确的问题以及验证底层基础架构容量是否满足你的非功能

性需求。 

获取客户和团队领导的信任 

对于一个成功的项目和性能工程工作流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关注非功能性的需

求，人的因素也很重要。这是很多项目失败的地方。在进行性能需求分析中良好的团队

合作肯定能取得良好的结果，但是缺失团队领导以及项目管理者的信任时，你将处于孤

军奋战的地步，而且客户也会离你而去。作为一个使用性能分析师，你需要发起和组织

所有的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多场研讨会，目的是向他们报告和解释非功能性需求以及你

想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非功能性需求的答案。 

确定工具、资源、基础架构以及许可需求 

性能需求分析阶段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把你自己做为性能工程的制造者，帮助确定

在基于文档化的非功能性需求的工具、资源、基础架构以及许可需求。在你确定所有的

工具、资源以及基础架构需求之前有许多工作来定义软件的非功能性需求。作为一个实

用性能分析师这是你文档化你理解的需求，公布出来并且在选择相关的工具需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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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跟项目领导者充分沟通以最终完成工作的最好机会。 

三、性能需求分析中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性能需求分析是软件性能工程生命周期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作为一个使用

性能分析师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在这个阶段以确保你在定义项目的非功能性需求方面做

了充分而全局的工作。由你起草的非功能性需求讲会对整体项目的花费和终端用户体验

转化有相当大的影响。本阶段的重要性不能也不应该被低估。 

检阅业务需求文档 

性能工程听起来偏向于技术，其实它更多的是关于如何使得 IT 满足业务目标。作

为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懂得业务案例和业务需求到一定程度且也有时间了解项目目标包

括在新方案和平台上的投入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这使得你将会有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未

来的业务规划有着更好的理解。懂得转换业务需求且从非功能性的角度帮助业务明确哪

些会被用来定义为项目目标和目的的非功能性需求是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的基本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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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 

到目前你还仅仅是了解项目大体的目标和目的。只有当你手上有所有项目相关文

档，你才会更清晰的知道项目的目标是什么，业务案例为何如此设计以及什么样的方法

或平台被使用以实现预定的方案。所以我们需要收集尽可能多的包括架构、方案、开发

平台、部署平台等一切信息。 

审核产品性能指标 

这点仅适用于上线的产品。在生产环境中的应用对于实用性能分析师加入和提取所

有相关的业务及系统性能指标更容易许多。注意我说的是业务和系统性能指标。了解生

产环境下的业务工作负载量和基础架构负载是非常重要的，随后你需要从生产环境中把

相关的这些数据提取出来。一旦对业务和基础架构工作负载量指标做到可视化，定义你

的非功能性需求也就变得更容易了。 

理解业务目标和目的 

想要成功的作为整个性能工程领导者的角色，性能分析师需要获取需求方或者客户

方的信服。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你可能需要谈及过去发生过的性能问题，过去几年中业

务的增长情况，预期的业务增长情况，过去影响平台性能的业务行为，新平台的业务预

期，终端用户体验问题等所有他们已知的或者其他常规他们见过的性能及容量约束问

题。 

理解项目架构师和方案策划者的观点 

跟项目架构师和方案策划者沟通并懂得正被应用在项目中的方案策略和设计模式。

懂得方案、开发平台和部署平台方面的知识，你将更好的针对项目调整你的性能工程策

略。 

获得基础架构的观点 

获得你的基础架构团队或者应用提供商提供的关于容量的指导意见。寻求容量规格

的评估专家和在这一领域内容量管理方面的专家对架构规模的指导意见进行审核，或者

提出更好的方案和建立容量管理方面的知识体系以使得你能立足于长期稳定的状态。如

果容量评估没有做，我们将推荐你在应用提供商或者你的容量管理专家的帮助下确定能

够满足业务工作负载量的容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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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现成工具的总体概况 

为了交付项目，实用性能分析师总是需要了解一些工具，比如数据可视化工具、性

能建模工具、性能测试工具、性能监控工具和容量管理工具。你需要对工具进行整体评

估，了解在团队内这些工具的限制，然后及时的利用其它的工具或者购买许可来弥补这

些限制。 

实践出真知 

说比做容易，这基本是我们每一位实用性能分析师每天需要遇到的挑战。你每天将

遇到各种挑战、权衡利弊。当你必须这样执行一个细致的风险分析、审核和修订策略、

报告一些新的发现时，务必确保所有的决策者理解和懂得这些被做出的决定后面的意义

和对性能工程团队实现非功能性需求的影响。 

四、性能需求收集中的挑战 

下面是你在性能需求分析中会遇到的挑战的一个总结。 

 来自如何找到正确的业务和 IT 决策者的挑战 

 不懂得性能工程在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价值 

 缺少对业务和基础架构工作负载量的度量 

 缺少对线上相关的业务和基础架构进行工作量负载收集 

 缺少业界标准的工具对非功能性需求进行分析、建模、和数据可视化 

 缺少专业人才进行数据收集处理、可视化和分析 

五、如何进行性能需求分析 

仔细阅读本站点关于流程细节和如何持续的针对你的项目进行性能需求分析的文

章。 

六、产出 

性能需求分析阶段的产出如下。我们后续将要在每一个产出下面附带一个引用模

板。 

 性能工程策略 

 非功能性需求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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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的业务和基础架构工作负载量的列表 

 工作负载量问卷 

七、参考资源 

1. 这里是性能工程方面的重要资料 

2. Rajesh Mansharamani 博士关于性能需求分析 

3. CMG 关于性能需求分析的论文 

 

第三章 负载量建模 

本章将会定义负载量模型的概念，从实用性能分析师的角度深入负载量模型的细

节。本章我们想要讲到的主题如下： 

 什么是负载量建模 

 负载量建模的需求 

 负载量建模中的变化 

 负载量建模的重要性 

 负载量建模中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负载量建模的挑战 

 如何进行负载量建模 

 产出 

 参考资料 

一、什么是负载量建模 

首先我们来定义什么是负载量，然后比较下贯穿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性能工程的其

他方面跟负载量建模的细微差别。负载量可以简单的被定义为是一系列为了达到特定目

标的需要被用户执行的活动逻辑轨迹。作为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我倾向于把负载量归内

为两个主要的方面：业务负载量和基础架构负载量 

业务负载量 

业务负载量是一系列为了满足业务目标和目的而执行的活动逻辑轨迹。作为一个实

用性能分析师你应该对客户的业务有良好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对业务模型、什么使得业

务量徒增和不同的业务动机对平台性能的影响等业务模型的各个方面。业务模型将会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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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同的业务有着不同的方面以及同样的业务不同的个体。我们以在线零售业务为例。

在线零售业务的业务模型包括：页面访问/小时，订单提交/小时，支付交易事务/小时,发

送消息到银行核心系统/小时等。业务模型跟单个客户或者同一个客户进行的跨越所有业

务行为自然活动是有区别的。简单来讲，业务模型由一系列被程序执行的为了达到正式

的目标和目的逻辑活动。 

基础架构负载量 

基础架构负载量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意会。对于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基础架构负

载量由一系列底层架构处理业务负载量的逻辑单元工作组成。基础架构负载量非常简

单，比如包括如下-cpu 使用率/5 分钟、内存使用率/5 分钟、IO 操作次数/5 分钟等。基

础架构负载量是业务负载量的补充，在许多情况下跟业务负载量有直接的关系一起来驱

动一个给定的程序。在这个基础系列的后面我们将介绍预测应用性能和定位基础架构容

量影响方面的业务负载量建模和基础架构负载量建模。 

二、不同负载量建模技术的需求 

负载量建模技术跟你在性能工程生命周期中其他提倡的活动有些差异。作为一个实

用性能分析师，依据程序的特性和被安排的性能工程目标我在负载量建模技术方面有不

同观点。也许一些实用性能分析师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性能工程活动（性能测试、性

能建模、容量管理）中只可能有一套负载量模型。 

经验告诉我这不是实际情况，且许多情况下它仅仅对过度简化的负载量模型不适

用，把所有细节合成到一个大的通用的负载量模型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会严重偏离

最终消费者模型，比如客户方的性能测试或者容量管理团队。比如负载量真的非常简单

你可以使用一个模型应对所有的性能工程活动，但是如果应用非常大和复杂你就需要为

性能工程中的每个活动去调查构建不同的负载量模型。 

我推荐你使用多个负载量模型的原因之一就是简化去向客户不同团队的解释。性能

测试团队一般不懂容量管理，对性能模型技术更不理解。当你在做实用的和专注于建立

基于手上任务和参与团队的负载量模型时你就是帮了你自己一个大忙。 

三、负载量建模技术中的变化 

负载量建模技术被提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能工程活动和你参与项目的目标。当容

量管理负载量模型趋于更简单化设计，性能测试的目的或者 SVT（压力容量测试）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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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我们经验中最复杂的负载量模型。所以不要否认容量模型或者实际应用性能模型中

的负载量建模完全是两回事。 

让我们以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的角度对不同的负载量模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一

个简单的了解。性能测试的负载量模型需理论上需要你从文档化不同方面的被用作以性

能测试目标而完成的非功能性需求的业务模型的视角收集如下的负载量数据： 

 用户并发目标 

 事务负载量（在线事务处理负载量） 

 吞吐量目标 

 响应时间目标 

 假定思考时间 

 消息负载量 

 吞吐量目标 

 响应时间目标 

 工作流负载量 

 吞吐量目标 

 响应时间目标 

 假定思考时间 

 批量负载量 

 持续时间目标 

 容量处理目标 

为性能目标的负载量建模需要用到利泰定律，在本系列后面章节也会介绍到需要用

到利泰定律处理很多的细节。设计性能测试负载量模型的目的是确保所有的的性能测试

工程师、支持和开发团队以及设计团队清楚的知道系统在可接受测试情况下的负载量，

并且有能力把性能测试的负载量模型直接转换为他们性能测试工具里面的性能测试场景

（比如，HP Load Runner，Radview Webload 等等） 

然而，性能建模和容量管理的负载量模型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些负载量模型按照性

能建模和容量管理连同关于可靠性、类型、格式和所有确定负载量度量所需数据的位置

等细节为目的，典型的列出了各种不同的业务和基础架构负载量驱动者。在性能建模和

容量管理的负载量模型中你只能理想地提供一个关键负载量驱动者列表以及本质上的抓

住如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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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并发-实际产品值 

 事务负载量（联机在线事务处理 负载量） 

 吞吐量-实际产品值 

 响应时间-实际产品值 

 消息负载量 

 吞吐量-实际产品值 

 响应时间-实际产品值 

 工作流负载量 

 吞吐量-实际产品值 

 响应时间-实际产品值 

 批量负载量 

 持续时间-实际产品值 

 容量处理-实际产品值 

在本系列的后面我们会深入容量管理以及性能建模的细节。上面的列表并不表明这

是全面的，而仅仅是使得你理解在负载量建模和性能工程生命周期中不同性能工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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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收集技术之间的微妙差异。有分开不同的负载量模型能够帮助你更加清晰陈述你

的案例，也能够帮助当你向不同团队表明观点时，能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 

四、负载量建模的重要性 

负载量建模是性能工程生命周期里面数据收集和需求收集处理环节最重要的部分。

负载量建模非常重要有如下的原因： 

性能测试 

帮助你确定性能工程团队评估和理解核心的业务及系统层面的负载量驱动者是如何

影响平台的性能以及系统容量 

使得你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场景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联机在线处理事务、批量任

务、消息和工作流负载量。 

可以更容易的跟业务和你的其他内部负责人沟通你是如何对不同的场景建模的 

帮助你把你的非功能性需求转换成性能测试的服务级别协议 

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得你的业务用户和其他内部负责人明白在建立性能测试目

标时应该考虑什么，需要考虑什么。 

从另外一种角度确认你已经覆盖了性能测试各个方面的相关业务需求 

性能建模和容量管理 

使你很好地理解理解核心的业务及系统层面的负载量驱动者是如何影响平台的性能

以及系统容量 

使得你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建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联机在线处理事务、批量任务、

消息和工作流负载量。 

可以更容易的跟业务和其他负责人沟通在不同的建模技术中你考虑的什么做为关键

因素 

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得你的业务用户和其他内部负责人明白在建模的时应该考

虑什么，需要考虑什么 

五、负载量建模过程中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负载量建模过程中所需要的活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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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程序的角度理解业务目标和目的 

 尽可能的抓住业务案例，并且去熟悉了解业务对于新平台和解决方案的发展意

图 

 从技术角度理解方案的思路 

 跟业务人员和客户沟通了解他们对目前正在使用系统的痛点 

 跟业务人员和客户沟通了解目前想要改变的原因和动机 

 跟业务人员一起把关键业务负载量模型的范围缩小 

 跟 IT 人员一起把关键底层平台的负载量范围缩小 

 跟应用领域专家一起把业务负载量模型关联到应用中的不同功能片段，并且负

载量度量的数据存储 

 跟系统管理员一起把底层平台的指标关联到监控工具抓取的监控指标 

 把非功能性需求和需要的负载量模型关联起来 

 为负载量分析抽取、清洗、转换数据 

 跟业务人员和 IT 一起审阅你的负载量模型 

 跟所有相关人员包括业务人员和内部团队领导一起针对你的负载量模型进行讨

论 

 让所有的相关人员签字以确认他们真的理解已经存在的真相 

六、负载量建模中的挑战 

负载量建模有它自己的一些挑战。下面就是我们这些年遇到的一部分，从中你可以

看到当你在做性能测试、应用性能建模或者容量管理负载量建模时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找到真正理解业务的人 

 找到真正理解应用和它功能的领域专家 

 在已经应用中找到并抽取负载量分析的数据 

 对于那些不记录相关业务负载量指标的已有系统根本就没法获取负载量分析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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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负载量分析，从各种奇形怪异的数据源中抽取、转换、加载处理数据到统

一的格式 

 由于大量的数据需要被处理，需要找到一个工具能帮你自动处理业务和底层负

载量数据 

 为转换负载量指标到可进行负载量分析的敏感数据，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业务

和应用的专业方法 

 说服不同的相关人员相信负载量建模并不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它是性能工程团

队理解产品负载量从而设计良好的性能测试场景来验证非功能性需求的一项必

要投资。 

七、如何进行负载量建模 

在本站点中已有两篇文章已经详细描写了如何对性能测试、性能建模以及容量管理

进行负载量建模。 

 性能测试建模（利泰定律的应用） 

 为容量管理以及性能模型建立负载量模型 

八、产出 

负载量建模过程中的产出如下： 

 性能测试负载量模型 

 容量管理负载量模型 

 应用性能建模的负载量模型 

九、参考资源 

1. Rajesh 博士关于性能测试和性能需求收集的论文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wperfengg/ 

2. 微软：web 应用的负载测试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924372.aspx 

3. 微软：模式和实践-性能测试指导 

http://perftesting.codeplex.com/wikipage?title=How%20To:%20Model%20the%20Workload%20f

or%20Web%20Applications 

4. The Server Side:性能工程-性能测试的实践者之路 

http://www.theserverside.com/news/1363731/Performance-Engineering-a-Practitioners-Approach-

to-Performance-Testi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wperfengg/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924372.aspx
http://perftesting.codeplex.com/wikipage?title=How%20To:%20Model%20the%20Workload%20for%20Web%20Applications
http://perftesting.codeplex.com/wikipage?title=How%20To:%20Model%20the%20Workload%20for%20Web%20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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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性能监控 

本章将定义应用性能监控的概念，并且以实用性能分析师的角度深入细节。包含如

下主题： 

 什么是性能监控 

 性能监控的重要性 

 性能监控都会涉及到哪些不同的领域 

 在设计你的性能监控方案时都有哪些东西需要考虑到 

 性能监控都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性能监控中的挑战 

 性能监控工具 

 产出 

 参考资源 

一、什么是应用性能监控 

性能监控可以简单的陈述为为你应用程序不同的性能指标定义 SLA（包含相关的应

用层），跟踪和度量这些 SLA 从而满足最终用户体验的一个过程。这里说的应用可以是

不同类型的系统，比如 B2C 的系统，应用性能监控主要是监控 web 应用程序的性能以

确保终端用户的体验跟最初的业务需求一样。对于刚实施 ERP 系统的零售商来说，应用

性能监控将监控所有的 ERP 模块，并且是端到端的，以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和跨部门

系统用户的终端用户体验跟预期的需求一致。 

应用性能管理可能是你在应用监控领域中听到的另外一回事。应用性能管理或者简

称 APM 是一套集成了多种监控和管理工具的系统，主要目的在于为业务和 IT 人员提供

一个跨越比如网络、应用、系统、事务等多个层面的应用性能集成化视角。这样一个系

统看上去是挺好的，但是实际上非常难以实现，当然一旦实现了好处也就很多。应用性

能管理解决方案被供应商吹捧为未来最好的方案，但假如你真的打算考虑把最新最酷的

应用性能管理方案作为给你客户的完整解决方案时，我还是强烈建议你要特别小心。应

用性能管理工具通常会专注于性能工程如下的一些方面： 

-事务级别的性能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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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能监控 

-系统性能监控 

-应用容量管理 

-基础架构容量管理 

-网络性能管理 

许多先进的应用性能管理方案（请查阅应用性能管理方案的领导者在 2011 年的

Gartner 应用性能管理报告 http://www.gartner.com/technology/reprints.do?id=1-

17D6C7I&ct=110920&st=sg）也只是提供了上面列举的几个关键部分，缺乏集成其他工

具来真正为用户提供完整的性能视角的能力。实践经验告诉我很多的客户一般都已经有

一套积累使用多年的处理各种监控和容量管理的工具，从性能工程的角度看，这也是客

户如何逐步走向成熟的。在过去二十年的工作中我从未发现过一个大型企业仅从单个供

应商提供的方案来实现应用性能管理以处理企业内部所有业务的性能和容量问题。事实

上没有一个供应商敢说他们能提供监控领域最好的工具，因为活跃的市场上总是有一些

新的供应商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应用监控市场充斥着各种供应商提供的大量的工具，使得情形变得复杂。作为使用

性能分析师我们将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慢慢的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使你对这些工具有一

个更简单明了的认识，从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幸的是在应用性能监控这个领域的不同

工具之间，我们缺乏统一的标准和集成，使得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当然作为一个聪明的

人，首先得了解你客户需求，定位问题所在，确定合适的解决方案以及合理的报价，知

道不同工具的优劣，然后才把他们推荐给你的客户。 

二、应用性能监控的重要性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 

-如果你不知道性能指标的重要性你就不会去捕获记录它们 

-如果你没有捕获记录这些重要的指标你就没法进行性能分析 

-如果你不去分析这些重要的指标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问题需要解决 

这确实是一套不错的说辞。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在你以一个终端用户角度进行的应用

性能管理工作中会应该会经常遇到。作为一个应用程序，它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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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户完成关键性的任务服务，所以你必须有一套流程和工具从终端用户的视角积极主

动地去捕获、度量、分析应用程序的性能。这里的关键性词语是主动和流程，因为确定

你需要哪些指标并且为之定义 SLA‘s，然后使用合适的工具来实现一套完整流程，这样

当你想要给客户最佳的用户体验时，你就能够主动地监控和管理应用性能，这些对于业

务的盈利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会稍后继续这两个方面的话题。 

几乎所有的监控供应商都有一个 APM 的方案。应用性能管理在性能监控领域看上

去是一个新的契机，有很多的供应商提供了不同方式的解决方案。但不幸的是，仅仅部

分客户知道有 APM 这么一个东西，更多的我所经历过的客户在处于应用监控工具的级

别或者围绕监控工具的补充措施，更也不会以实用性能分析师的眼光看待建立的多个应

用层上的应用性能。根据我过去二十年的工作经验，很多的客户最终还是处于修修补补

的阶段是因为他们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远见，不懂得如何把所有的这些东西贯穿起来。 

三、性能监控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上面提到的应用性能监控理论是基于业界提供的解决方案和我们为世界各地大大小

小的客户进行性能管理经验的结合。不要陷入在理解不同概念的名称上，因为很可能突

然冒出一个供应商对他们的方案换个马甲就上市了。 

当然，如果有遗漏的地方请发给我邮件让我知道。让我们继续这些基础的概念以及

你能用得上的不同类型的监控方案。 

真实用户事务监控 

真实用户事务监控由以分析不同客户工作流程或者事务为目的进行对所有经过应用

程序的的网络通信实时抓包构成。真实用户监控工具有能力为了主动发现定位潜在的不

满足 SLA 的地方对业务交易进行实时分析，常用的做法是在数据中心的网络交换器上进

行端口映射并拦截，把所有的通信数据都拷贝一份发送给真实用户监控应用程序。然后

该应用中监控引擎会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在仪表板展示创建好的从终端用户角度看到

的事务性能。真实用户监控工具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

们一般都倾向于提供更加全面但整体的解决方案。总之，真实用户监控工具主要是为所

有的客户工作流和业务交易提供实时的性能直观数据，以跟踪终端用户的体验（比如响

应时间，可靠性等）。 

终端用户事务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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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用户事务监控主要是运行机器人或者自动化程序从不同的点通过网络模拟发起

事务。很多的终端用户事务监控工具支持脚本录制，然后通过安装在网络边界或者其他

地点的注入器来回访脚本。目前仅很少几家供应商提供这样的 SAAS 服务。他们需要提

供资源、应用程序和基础设施从不同的互联网地点来监控你的应用程序。作为一名实用

性能分析师你需要录制事务脚本，然后参数化和关联，并在系统中创建相应的用户及其

权限。很多的供应商终端用户监控工具支持配置注入事务的频率，包括你可以选择哪些

事务在从哪些 IP 注入到你的数据中心。终端用户监控工具相比 RUM 工具在终端用户应

用性能的可视化方面要弱点，毕竟他们是一批限定产品环境下的用户，并不能覆盖到系

统的所有区域和用户场景，除非你录制和监控所有的重要客户工作流，但这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会引起异常高的峰值。另外，对于终端用户事务监控工具，我们也发现客户需要

经常重新录制脚本，因为随着新版本的发布，客户工作流程也随之改变。还有终端用户

监控工具的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它有一个非常不利的点就是在

产品环境中运行的用户都是虚假的，无法完整的代表真实用户，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它的

意义并不大。 

应用性能监控 

应用性能监控工具可以被定义以跟踪 SLA 为目标专注于抓取和度量应用性能指标的

监控方案。 

这些工具一般都比较容易安装,可以是侵入式的，也可以是非侵入式的，一切都根据

他们的设计而定。这些工具通常被设计为部署在应用程序容器之外的单独组件，以固定

的时间间隔向应用程序发起连接用以获取各种性能指标（队列长度，堆大小、并发用

户、线程池大小等）。应用性能监控工具倾向于更低的消耗，更简单的安装以及由于他

们专注于获取解析核心的应用性能指标而带来更低的维护成本。然而，这些工具本身带

的价值并不大，最主要的还是需要跟系统监控工具以及终端用户体验管理工具结合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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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个完整的性能视图。 

应用诊断-容器级别的诊断 

应用诊断工具主要被设计为诊断生产和测试环境发生在应用容器之内的性能问题。

容器级别的诊断工具通常都很容易安装，且需要在运行时动态加载到应用容器内部。一

旦加载进去后，这些诊断工具可以提供所有的执行路径、堆的使用情况、代码块、以及

哪些事务执行性能差、哪些事务被频繁执行等信息，给实用性能分析师了解应用性能提

供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角。然而，容器级别的诊断工具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

能力把从终端用户发起的请求来关联到容器内部以定位性能问题。当然这些工具也有自

己的长处，比如在性能测试环境下随着用户负载量的逐渐增加，此时使用他们定位瓶颈

非常有用。最开始这些工具本身的开销是使用他们最主要关心的地方，到现在，应用提

供商们都声称已经优化到在产品环境下小于 3%的开销，但我还是推荐你在真正应用这

些工具到产品环境之前好好评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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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诊断-端到端事务可视化 

因为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暂时把这些工具归类为端到端事务可视化诊断工具。

这些工具已经弥补了上一代容器级别诊断工具不能把用户工作的流程关联起来在多层软

件中定位性能问题的缺点。新一代的工具以代理方式安装在每一层的容器内部，这样就

可以跟踪用户开始提交请求一直到结束请求。由于这些工具安装在每一个容器里面，所

有通过他们不但就可以看到单个容器内的性能状况，也可以看到一个事务跨越多个层级

的性能状况。从我们的体验来看，这些工具可以很容易的应用在使用 http 和 https 的

web 类型的应用中，但非 http/https 就需要一些定制化才能使用了。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

领域，再过一到两年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产品和新的特性。 

系统性能监控 

系统性能（CPU 使用、内存使用、磁盘使用等）监控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域，有许

多的企业级解决方案，多数以平台来划分（Linux、windows、Aix、HP-UX 等）。系统性

能监控工具主要作为一个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的轻量级进程，这样他们可以很好地获取系

统资源使用情况，并且收集相应的性能指标。对已这类工具的选择，主要是看你使用的

基础设施平台，包括是否有能力把系统工具来集成到你的全局性能面板中，包括能支持

多种平台给你最终集成的性能视图。 

完整的性能监控就是把你软件架构中每一层的监控活动组合起来。作为一个使用性

能分析师，你有责任问正确的问题，理解你客户所遇到的挑战和困难，帮助制定一个好

的策略,根据不同的流程推荐合适的工具。工具本身并不能完全解决客户的所有性能问

题，你需要知道的比工具更多才是一名合格的实用性能分析师。  

工具本身并没有多大的价值，我们已经数次看到一个项目投入了巨资购买昂贵的工

具，但最终还是跟一开始他们不使用这些工具时遇到同样的性能问题。作为一个实用性

能分析师你应当提倡客户通过创建流程、定义角色以及他们相应的职责和义务并且以一

个主动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工具来避免上面提到的损失。 

四、在设计应用性能管理方案你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设计应用性能监控方案你需要考虑很多的变量。下面列举的这些并不代表全部，仅

是部分在你评估合适的工具时所需要考虑到的东西。 

 我对终端用户体验的定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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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预算有多少？是否需要考虑开源工具？ 

 哪些应用是需要比监控的 

 这些工具对需要监控的应用的支持度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硬件是需要监控的？ 

 主动式的性能管理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否可以把为了不同需要的各种监控方案整合到一起 

 我可以最终看到所有监控方案整合后的性能结果吗 

 这些被选则的工具的集成度是怎么样的 

 我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来部署和管理这些工具 

 你的工具供应商是否做到不断的技术跟踪以确保及时他们发布最新的版本且稳

定的运行在新的平台之上 

 这些工具是否支持获取的数据格式可被用来分析、建模和预测 

 是否可以轻易的使用这些工具获取用来分析、建模和预测的数据 

 这些工具后期的维护费用是怎么样的 

 最终选择的工具的许可模式是怎么样的 

 这些供应商都有哪些灵活便利的措施帮助你完成购买前的测试验证工作 

 这些供应商都有什么样水平的能力以及承诺来帮助实现企业级的监控 

 是否可以容易的找到来实施你最终选择方案的人才 

 是否可以考虑软件既服务的方案 

五、性能监控监控中都有哪些事情要做 

设计一个应用性能监控方案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你需要跟业务和 IT 的

相关人员定义合适的监控需求以便验证已经存在和可用的 SLA。这里有一个设计你的应

用性能监控方案的工作列表。 

确定运维的 SLA 目标 

在开始评估监控方案之前了解运维服务级别协议是非常重要的，理解这些运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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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协议你就知道哪些业务和 It 的性能指标需要跟踪，然后如何把他们转化应用和事务

级别的性能指标 

确定应用负载量 

理解你的应用负载量对于安装应用监控以捕获和用业务语言展示应用性能是非常关

键的。应用负载量要捕获、解析和展示是很复杂的，但更复杂的是如何实用业务语言来

描述应用性能。跟业务人员讲话需要使用业务语术语，这样他们才会买账，从而帮助你

以业务和 IT 人员都能理解的方式描绘系统的性能。 

确定应用指标 

理解你应用中的性能指标（线程池、buffer 大小、堆大小等）对于理解应用容器的

性能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使用性能分析师你应该应用架构师、应用设计主管、开发主管

一起讨论以理解这些相关的性能指标。你的目标应该是为每一个相关的跨越相应应用层

的事务指定性能指标。 

确定基础设施指标 

理解基础设施中的性能指标通常都是相对容易的部分。然而作为实用性能分析师最

重要的是跟你的 IT 团队一起确定所使用平台中的性能指标。自从关键性能指标在虚拟

化的环境中需要花更多得时间去理解和掌握，你也需要关心下虚拟化环境。虚拟化对你

的工作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理解虚拟化对你应用负载量的影响并且从虚拟化的观点来

捕获相应的基础设施指标是非常重要的。 

确定警告阀值和需求 

这个需要对运维的服务级别协议、应用性能指标、企业内部的日志及警告机制以及

中间的展现和传递相应的警告有良好的理解。很多企业都有专门的系统管理团队，他们

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企业内部的中央警告和报告控制台。你需要积极的跟相关的业务和

IT 人员一起根据运维的服务级别协议定义警告阀值，然后跟系统管理团队一起定义监控

解决方案中的规则，以便能及时的把不同的警告发送给企业内部的相关人员。 

理解容量管理所需的负载量数据 

当进行主动式的管理应用性能时，我们需要对事务、应用、容器、以及操作系统的

性能进行监控，所以专注于确定哪些应用负载量指标能能可持续的用作建模和预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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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以及平台容量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 

定义性能监控流程 

有合适的性能监控工具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为了确保它们物有所值就得建立相应的

性能监控流程 

通过技术性的验证测试来确定最终的方案 

在打算开始实施一个大的监控方案之前，我们推荐你先做技术性的验证测试。这将

使得你有机会了解方案的集成度水平、对你应用的支持度以及可用的报告等，能被用来

从 IT 和业务两个角度报告性能状况的方案才是好方案。 

为业务人员和 IT 人员定制性能视图 

这是一个经常被遗忘的方面。作为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我们鼓励你去为你的 IT 和

业务用户创建不同的仪表板。这些不同领域的人往往有不同的观点，需要不同的视图、

仪表板以及报告他们制定的可视化的信息情况。所以，花点时间跟你的业务和 IT 相关

人员一起，去了解他们的观点、并且通过部署的监控方案提供相应的信息。 

提高项目团队的支撑能力 

我们经常发现系统管理团队给应用使用了最好的性能监控工具，但是却没花时间给

监控团队进行应用性能的监控和管理方面的技能培训。作为一个使用性能分析师你有责

任把这项工作作为必备任务，给相应的团队进行私下的培训以使他们能真正理解监控工

具的内容以及使用这些工具对应用进行主动式的管理 

提供统一的视角 

许多公司都有一大串的工具来应对不同的性能监控需求，但你可能缺乏对这些工具

的整合能力。这也许看上去是个小问题，但却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无法把这些信息

关联起来，如果你真想对应用性能管理负责的话，这肯定是你不愿看到的情况。当然这

跟工具开发商的忽视以及缺乏相应的标准也是有很大责任的。在决定调查一个工具之

前，下决心做最大程度可能的整合，同时跟相关人员不断沟通。尝试尽可能的为业务和

IT 人员提供一个统一的性能视角。 

实践出真知 

世上没有哪样东西是完美的，同样你所做的项目也不可能是。你会发现你的工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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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集成，应用制定的适配器不可用，对变换莫测的接口提供支持是一种挑战，等等。

作为一个实用性能分析师你将被召唤来解决这些充满挑战的应用性能问题，但你并不需

要恐惧，你可以一步一步的来实践，了解需求、定义当前问题的状况、评估这些况状，

然后跟相关人员一起合作朝着对项目有益的方向前进。 

六、收集应用性能监控需求过程中的挑战 

这里有一个列表，列举了我们这么些年遇到的挑战。这并不代表所有的挑战，仅仅

是当你考虑为你的核心业务应用程序实施监控方案时作为一个参考。 

 不要一味的相信工具供应商的花言巧语 

 不同供应商提供的工具他们在整合方面的弱点 

 提供统一的性能视图所带来的挑战 

 找到一个工具解决你所有的挑战所带来的挑战 

 一个完整的监控方案过高的费用 

 日志记录、警告、和报告缺少标准 

 在公司内部缺少相关流程来实施运维监控工具 

 工具在企业内部所产生的监控信息孤岛没法整合 

 公司内部缺乏能力有效的使用和支持这些工具 

 一些企业级的监控工具实施耗时长 

在你打算正式实施任何的监控方案之前，你需要评估客户的需求、工具是否强大，

及其供应商的支持能力和企业的成熟度。 

七、应用性能监控的一些工具 

下面简单的列举一些知名的监控工具和方案 

 BMC- http://www.bmc.com/products/product-listing/ProactiveNet-Performance-

Management.html 

 Compuware- http://www.compuware.com/application-performance-management/ 

 Computer Associates- http://www.ca.com/us/application-performance-

management.aspx 

 Hewlett Packard- http://www8.hp.com/us/en/software-

http://www.bmc.com/products/product-listing/ProactiveNet-Performance-Management.html
http://www.bmc.com/products/product-listing/ProactiveNet-Performance-Management.html
http://www.compuware.com/application-performance-management/
http://www.ca.com/us/application-performance-management.aspx
http://www.ca.com/us/application-performance-management.aspx
http://www8.hp.com/us/en/software-solutions/software.html?compURI=117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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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software.html?compURI=1170734 

 Nimsoft- http://www.nimsoft.com/ 

 Nagios (Lacks business transaction monitoring)- http://www.nagios.org 

 OpTier- http://www.optier.com/ 

 Opnet- http://www.opnet.com/ 

 Quest Foglight- http://www.quest.com/foglight/ 

 Zabbix (Lacks business transaction monitoring)- http://www.zabbix.com 

 Zenoss (Lacks business transaction monitoring)- htttp://http://www.zenoss.com 

八、产出 

一个持续的性能监控过程将产出包括如下的方面： 

1.由如下部分组成的性能监控策略文档： 

 业务需求 

 IT 需求 

 推荐流程- 

 推荐的工具 

 应用性能指标 

 系统性能指标 

 事务细节和性能指标 

 推荐的团队组织 

2.性能监控的应用负载量 

 应用性能监控的资源 

 维基百科上的应用性能管理 

参考资源 

1. 由 Larry Dagich Director EAS Autoclub 组织创建和上传到维基百科上的应用性能管理框架 

 

 

http://www8.hp.com/us/en/software-solutions/software.html?compURI=1170734
http://www.nimsoft.com/
http://www.nagios.org/
http://www.optier.com/
http://www.opnet.com/
http://www.quest.com/foglight/
http://www.zabb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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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能测试 

本章将定义应用性能测试的概念，并且以实用性能分析师的角度深入细节。包含如

下主题： 

 什么是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的重要性 

 性能测试的前提条件 

 何时进行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的分类 

 性能测试中需要做哪些事情 

 性能测试中的挑战 

 产出 

 选择性能测试工具的评估标准 

 性能测试的工具 

 参考资源 

一、什么是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是根据以理解终端用户体验为目标写下的非功能性需求来验证应用性能和

可伸缩性的过程。性能测试如下不同的类型： 

 压力测试和容量测试 

 性能和容量测试 

 性能基准测试 

然而不管什么类型，性能测试的主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根据非功能性需求确定应

用的性能和可伸缩性的能力。在有些情况下并没有定义非功能性的需求，那么此时性能

测试就变成了需要找到应用性能的临界值。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要了解不同类型

的性能测试以及他们的定义和目标。 

跟你已经意识到的一样，只有如下的部分在你真正开始进行性能测试之前就已经完

成的时候你或许才真正意识到性能测试的好处。 

 定义你的非功能性需求 

 记录下你的性能测试负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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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下问题清单，确定性能测试所依据的项目目标 

二、性能测试的重要性 

主要有如下原因： 

 主动地定位应用瓶颈 

性能测试最常见的作用是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主动地的定位应用瓶颈。作为一名

实用性能分析师，你要紧密的跟应用开发团队协同工作，测试应用的不同部分以验证非

功能性需求和定位潜在的性能问题。主动的性能测试使得在端到端的性能测试过程产生

的缺陷最小化，同时使得性能测试团队专注于调优和优化应用性能。 

 提前确定应用最大处理能力 

有很多次我们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客户对应用程序做了一定的修改，比

如升级底层的应用容器、修改了容器的配置、升级了底层的硬件、升级了底层的网络

等，但这样的修改对应用性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却毫无所知。在这些情形下，作为一名

实用性能分析师你需要主张通过按照文档化的负载量进行相应的性能和压力测试来验证

这些变更。确定应用的最大处理能力有助于了解底层平台性能和可伸缩性的极限以及对

哪些潜在因素会阻碍业务增长，同时也给了开发团队和性能测试团队一个机会去评估他

们当前的取得的成绩和以及为使得应用满足非功能性需求而付出的努力。 

 验证非功能性需求 

当性能测试团队根据非功能性需求通过向应用提交分析出的用户负载量来验证应用

性能和可伸缩性，这是到目前为止性能测试最常见的作用。上面提到过性能测试既能主

动地去做也能被动的去做，它最终有多大的作用完全取决于在进行性能测试计划中你付

出了多少努力。 

 记录业务负载量处理限制 

上面提到，作为决定性能和可伸缩性限制的一部分，你需要了解底层应用平台的可

伸缩性，你需要设计性能测试，同时通过图表方式记录哪些测试是超出终端用户性能可

接受范围或者不符合需求中的 SLA，以便他们可以验证平台的最大处理能力。 

 建立性能和可伸缩性的基线 

设计一个新的应用或者一个新的业务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但是更让人兴奋的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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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你现在有机会为应用建立一个性能和可伸缩性的基线，根据非功能

性需求以优化应用达到性能和可伸缩性的目标来验证它。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建立

基线也同样适用于当你在为一个已经上线的应用来定位性能和可伸缩性的限制。建立性

能基线有助于你确定当前所处的位置，并且找到一种方法来满足客户的性能和可伸缩性

需求。 

 为开发团队提供反馈 

主动式的性能测试是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及早定位瓶颈的最好的方法。这给了开

发团队一个重新查看代码并且以极低的代价修复问题的机会。话说这是在作为常规瀑布

模型延伸发布中非常难以达到的。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及早进行主动式的性能测试，

这一点是得到所有业务和 IT 领导一致认同的。敏捷开发会有所不同，它的每一个阶段

都需要对应用的每一部分进行充分的性能测试，以满足非功能性需求。 

 验证设计或者代码变更的性能影响 

验证功能变更的影响是为什么客户喜欢验证应用性能和可伸缩性的另外一个原因。

理论上，你是有一套根据非功能性续期和负载量开发好的性能测试脚本用以随时向应用

发起请求从而确定应用性能和可伸缩性有哪些变化。 

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应该追求专注于业务成果。是的，性能测试很酷，并且非

常吸引人，但是不要忘了你的最终目标。客户的资金是有限的，你应该尽可能把钱花在

刀刃上。不要为了测试而测试，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当清晰的业务目的和目标来进行测

试。 

三、性能测试的必要条件 

性能测试的前提条件有： 

 了解业务目标 

 文档化非功能性需求并且已签字 

 文档化测试负载量并且已签字 

 文档化性能测试计划并且已签字 

 确定性能测试的基础设施需求 

 确定合适的性能测试和监控工具 

 确定合适的诊断工具用以在测试过程中定位性能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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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合适的分析工具用以评估性能测试中产生的数据 

 使用监控工具为被测应用插桩 

 创建性能测试脚本 

 设计性能测试场景 

上面的这个列表并没有负载每一个场景，主要意图在于当你遇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指

引原则，使你在进行性能测试过程中有一个参考。 

四、何时进行性能测试 

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你的工作就像首席风险转移官一样，就是在软件开发生命

周期中以主动地定位性能瓶颈和为非功能性需求验证性能和可伸缩性限制中为性能测试

找到机会。下面是列出了一些你应该考虑验证应用性能和可伸缩性的场景： 

 及早的在设计阶段验证设计原则 

 在开发过程中定位潜在的性能瓶颈 

 在上线前根据非功能性需求验证性能和可伸缩性 

 验证功能性变更对性能和可伸缩性的影响 

 验证配置变更或者基础设施规格变更对性能和可伸缩性的影响 

 需要建立性能基线以确定应用和可支撑业务的最大极限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减少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尽早的进行性能测试以及经常进行性能

测试。然而要是对业务需求、非功能性需求以及业务负载量等没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就进

行性能测试，那只是做无用功。性能测试是一门艺术，在网上也有很多的资料让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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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从而增强你的技术及丰富你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的经验。 

五、性能测试的类型 

选择什么类型的性能测试作为你性能测试策略一部分，完全是取决于业务的目标和

目的以及非功能性需求。性能测试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负载测试 

通过一定的负载量来确定系统的性能和可伸缩性。这里的目标主要是评估在一定的

用户负载量和一系列的非功能性需求下终端用户的性能。 

持久性测试 

通过一定负载量下长时间测试以确定系统性能和可伸缩性。这个测试的主要目的是

确定在系统可测试阶段通过长时间的一定负载量的测试下系统行为以及终端用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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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拐点测试 

确定在一定的系统配置情况系统的性能拐点。性能拐点通常是说负载量超过了终端

用户性能可接受的性能范围。性能拐点测试一般用于定位性能和可伸缩性的极限，然后

可以根据结果对应用进行调优。 

上面的这几个类型只是所有类型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你进行性能测试的时候提供一

个参考。在许多情况下，你会发现你可能使使用多种测试类型组合进行测试从而验证非

功能性需求。 

六、性能测试中需要做哪些事情 

在性能测试中至少有以下的事情需要做： 

 了解业务的目标和目的 

 记录所有的非功能性需求 

 终端用户性能（响应时间、页面加载时间等） 

 应用性能（吞吐量、事务数等） 

 系统服务级别协议（系统资源利用率、容器资源利用率等） 

 可用性和可靠性需求 

 记录性能测试的负载量 

 哪些事务需要进行性能测试 

 事务的服务级别协议 

 事务的吞吐量 

 编写性能测试计划 

 记录性能测试需要的基础设施需求 

 记录性能测试工具需求 

 记录性能监控工具需求 

 记录应用诊断工具需求 

 记录数据分析工具需求 

 创建性能测试脚本和测试数据 

 创建性能测试场景 

 对被测应用插桩以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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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性能测试，找出哪些地方需要优化 

 调优、优化以及重新执行测试来验证这些优化 

性能测试是一个迭代过程，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你需要帮助业务人员或者客户

定义好他们的目标，并且通过严格执行预先定义好的流程和工具来验证这些目标。 

七、性能测试的挑战 

跟性能工程中的其他部分一样，性能测试也充满挑战。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

了解这些挑战和难点并且知道如何处理对于成功的进行性能测试至关重要。 

 缺少文档化的非功能性需求 

 缺少用以创建性能测试负载量模型的数据 

 缺少业务领域专家来创建非功能性需求 

 缺少应用领域专家为负载量分析应用数据 

 缺少性能测试、监控、诊断以及分析工具的预算 

 缺少有能力和经验丰富的性能测试工程师 

 缺少有能力和经验丰富的诊断和调优工程师 

 测试环境跟产品环境的基础设施规格相差太大 

 缺少时间进行充分的性能测试 

 业务人员和客户缺少对充分进行性能测试的了解 

 在调优和优化时缺少对应用的了解 

 客户的性能测试成熟度缺乏导致被动的进行性能测试 

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你将面临接受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也可能被赋予非常大的

期望从而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样的场景在性能测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存在的，你也或多

或少的在这些情形限制下去工作。如何权衡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是一直存在的挑战，我推

崇的最合适的性能测试策略应该了解这些必须面临挑战和限制，以及在后续的测试过程

还有哪些限制因素。 

性能测试是非常有趣的、富有挑战性的，也可以说是一门艺术。作为一名实用性能

分析师你必须在实战中训练自己，通过对业务需求、非功能性需求、性能测试负载量以

及客户对风险可承受能力出色的理解来确定正确的策略。 

世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同样你不可能遇到一个客户有着良好性能成熟度水平、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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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环境、充足的工具和资源、完美的应用和业务领域专家、充裕的时间以及清楚的

知道什么事情是需要干的。你会被不止一次的提出在面临多重约束下如何获得能符合客

户最终需求的性能测试结果时要跳出固定思维变得更有创造力一点。 

在为了达到这样的约定过程中，你的效率将会考验你作为一名实用性能分析师的勇

气和能力。 

八、产出 

性能测试的产出如下： 

 非功能性需求 

 性能测试负载量模型 

 性能测试策略和计划 

 性能测试结果 

九、选择性能测试工具的评估标准 

在选择性能测试工具时你可以进行如下的参考： 

 工具是否支持应用所使用的协议？ 

 工具是否可以扩展以满足性能测试需求（虚拟用户需求）? 

 工具是否集成了性能监控和诊断工具? 

 工具是否提供和直观的接口以导出和分析测试结果? 

 工具或者开发商是否提供 SaaS 服务以便你能在云端执行测试? 

 工具开发商是否有能力提供线下支持? 

十、性能测试的工具 

性能测试工具主要还是由商业方案主导，一般都倾向于有明确的着重点，比如有的

工具主要专注于应用性能测试，有的对平台和协议支持很好就主要专注于基础设计的性

能测试。目前在业界仅有少数工具支持多种不同的应用协议，其余大部分支持有限且基

本上主要用于基于 web 的应用。下面有一个性能测试工具列表： 

 HP Load Runner http://www8.hp.com/us/en/software-

solutions/software.html?compURI=1175451 

http://www8.hp.com/us/en/software-solutions/software.html?compURI=1175451
http://www8.hp.com/us/en/software-solutions/software.html?compURI=117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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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BM Rational Performance Tester http://www-

01.ibm.com/software/awdtools/tester/performance/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Ultimate Edition http://www.microsoft.com/visualstudio/en-

gb/products 

 Webload http://radview.com/ 

 Neoload http://www.neotys.com 

 Load Storm http://loadstorm.com/performance-testing- 

 Micro Focus Silk Performer 

http://www.microfocus.com/products/silk/silkperformer/index.aspx 

 SOASTA Cloud Performance Test http://www.soasta.com/</ul> 

  

http://www-01.ibm.com/software/awdtools/tester/performance/
http://www-01.ibm.com/software/awdtools/tester/performance/
http://www.microsoft.com/visualstudio/en-gb/products
http://www.microsoft.com/visualstudio/en-gb/products
http://radview.com/
http://www.neotys.com/
http://loadstorm.com/performance-testing
http://www.microfocus.com/products/silk/silkperformer/index.aspx
http://www.soasta.com/%3C/ul%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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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测试的定义和测试关注点  

◆作者： linda 

 

本人做过多年的软件开发和软件测试工作，并且担当某大型公司软件测试经理一

职，某知名私企软件测试高级讲师一职，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软件测试其实不仅仅

只是关注一些常用的功能或某个特定的测试，往往被测试人员忽视的测试点其实对客户

来说也是被关注的重要内容，真正懂技术的客户其实很少，那么你就知道软件测试界面

对于客户的重要性了 

什么是软件界面（UI）： 

标准的定义是讲到，界面是软件与用户交互的最直接的层，界面的好坏决定用户对

软件的第一印象。而且设计良好的界面能够引导用户自己完成相应的操作，起到向导的

作用。同时界面如同人的面孔，具有吸引用户的直接优势。设计合理的界面能给用户带

来轻松愉悦的感受和成功的感觉，相反由于界面设计的失败，让用户有挫败感，再实用

强大的功能都可能在用户的畏惧与放弃中付诸东流。 

界面测试的目的： 

通过用户界面 (UI) 测试来核实用户与软件的交互。UI 测试的目标在于确保用户界

面向用户提供了适当的访问和浏览测试对象功能的操作。除此之外，UI 测试还要确保

UI 功能内部的对象符合预期要求，并遵循公司或行业的标准。 

通过浏览测试对象可正确反映业务的功能和需求，这种浏览包括窗口与窗口之间、

字段与字段之间的浏览，以及各种访问方法(Tab 键、鼠标移动和快捷键)的使用。窗口的

对象和特征(例如:菜单、大小、位置、状态和中心)都符合标准。 

一、界面的测试关注点： 

1、标题栏 

a、标题文字描述的正确性 

b、标题栏中（最大化、最小化、关闭）按钮，根据窗口的特性，如没有最大化或

 

http://baike.haosou.com/doc/2867004-3025481.html
http://baike.haosou.com/doc/6911979-71338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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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最小化状态的窗口，应该不显示最大化和最小化按钮，或者把按钮 Disable 状态显

示。 

2、文字 

（1）文字描述的准确性： 

a、检查文字的描述和所对应的功能是否一致； 

b、检查错别字。 

（2）文字用语的一致性： 

（菜单、界面按钮或者 Label 等、ToolTip、窗口标题） 

比如选项设置，在主界面的有按钮可以进入选项设置对话框，或者菜单中有菜单项

可进入选项设置对话框中，那么，按钮、菜单、对话框的标题都应该统一用词，如用

“选项”或者“设置”，而不能又用“选项”，又用“设置”，或者还有其他的的用词。 

（3）为了全面的检查所有的文字，应该检查程序中的所有文字资源，因为一些对

话框可能比较难在黑盒测试的时候能全部都出现过。 

3、控件 

（1）控件对齐： 

并排关系的控件间应该左对齐，同行的控件应该横向对齐。 

有所属关系的控件应该缩进。eg： 

 

（2）控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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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能操作的的控件的状态应该为 Disable，这样界面也起到引导用户使用操作的

效果。 

b、有依赖关系的控件，比如（几个选项供选择（CheckBox 或者 RadioBox），每个

选项下面都有独立的设置（其他的控件：Edit、ComboBox、CheckBox 等），那么当所属

的选项没有选中时，下面的控件应该是 Disable 的，相反为 Enable。 

（3）控件的 TabOrder 

控件的 TabOrder 应该依次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界面中默认的 TabOrder 应

该落在界面上的第一个 Enable 状态的控件上面。 

（4）控件的右键菜单支持 

允许输入的控件都应该支持右键菜单，方便习惯使用右键菜单的用户复制、剪切、

粘贴、全选等操作。 

（5）控件的操作方式 

a、单行文本的 Edit 输入框中，对回车符的支持：回车默认操作是本窗口中的“确

定”按钮的功能。 

b、在可操作的列表控件（List、ListView）中，鼠标双击的操作、键盘操作都应该

有对应的默认操作。比如下面的图中，双击列表中某一项，默认操作就是 Modify 按钮

的操作；双击列表中的空白处，默认操作应该是 Add 按钮的操作；选中列表中的项的情

况下，按下 Delete 键，默认操作应该是 Remove 按钮的操作。 

（6）Edit 控件对输入的有效性判断 

a、类型判断：整型、浮点型的数据输入框中，不允许输入非表示数据的其他字符

串（如：abcd 或者其他字符等）； 

b、大小判断：数据类型的数据如有大小范围限制的，要对输入的大小进行判断

（如：表示月份的输入框中，只能允许输入 1－12 的数字。 

c、长度判断：如果是程序处理的字符串有长度限制，但是输入框中没有对输入的

数据长度进行限制，将有可能会造成程序错误，或者处理后的结果和输入的不相符合。 

d、正确性判断：表示路径的或者文件名全路径的输入框，要对输入的路径是否为

有效的路径进行判断，如：输入 aaaa 或者 C:\\//等为不正确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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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片：图片显示的篇幅不要太大。 

5、界面整体的颜色搭配 

6、窗口在任务栏上的系统菜单 

每个应用程序，如窗口在系统任务栏上有缩小图标的，都应该有系统右键菜单的支

持（还原、最大化、最小化等），要测试右键菜单中各个项的 Enable 和 Disable 状态的正

确性以及功能的正确性。 

 

二、提示对话框测试要点： 

1、文字描述的正确性 

2、图标显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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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显式需求与隐式需求 

可以说，用户需求是软件测试的第一纲领，测试活动都应该围绕软件需求展开。我

们可以将用户需求分为显式需求和隐式需求。 

显式需求就是白纸黑字写在需求文档上的，这往往是用户要求直接实现的功能特

性；隐式需求是需求文档没有直接提及但是在软件开发、测试等角度需要考虑的。 

显式需求是硬性要求，是无论如何都要实现的部分，而隐式需求则要视实际情况而

定，比如界面友好性、字段检查等，在需求中不一定提及，但是如果客户对质量要求很

高的话那在测试的时候需要考虑更多的隐式需求，反之则在保证显式需求的前提下适度

的考虑隐式部分。 

如下面这个简单的需求片断： 

“点击[申请]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用户能够输入电子邮件和用户名并提交申请

(无配图)” 

字段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姓名 字符 30 

电子邮件 字符 50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显式需求如下： 

1，添加一个按钮，Label 为“申请” 

2，点击[申请]按钮打开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大小、位置、标题、是否模态化等因素

并未说明)。 

 

软件测试之需求分析  

 作者：邹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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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话框中有两个字段“电子邮件”和“姓名”(摆放位置、字体大小、颜色等未

说明)。 

4，两个字段的类型都是字符型，且指明了长度（电子邮件格式、姓名可否包含空

格、是否要验证必填、输入超长时如何提示等未说明）。 

5，对话框中至少有一个按钮“提交”(关闭对话框的方式未提及)。 

与之对应的隐式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对话框的大小、位置要合理（与系统其它部分风格统一），标题参照其它部分或

者合理处理。 

2，“电子邮件”和“姓名”字段在对话框中位置合理，字体大小颜色等与整个系统

风格统一。 

3，电子邮件要验证格式，数据超长时冻结文本框（依据系统类似的处理），未输入

时提交弹出提示等。 

4，需要有合理的关闭对话框方式(如添加“取消”按钮、给对话框右上角添加关闭

功能)。 

上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所要表达的意思是，需求往往是并不十分明确的，因

为有些时候就连用户自己都不知道他想要怎样，但是站在软件测试者的角度来看，我们

并不一定要将所有明确或不明确的需求都实现，但是我们需要清楚眼下的情况，甚至帮

助用户完善需求。 

在实际软件测试周期中，在需求阶段通常的做法有： 

1，对于很明显很直接的用户需求，可以直接转化为测试需求； 

2，对于用户需求不明朗的部分，但是又必须弄明白的部分，进行确认； 

3，对于用户需求不明朗，但是又无关紧要的部分，可以酌情适当处理（依质量要

求转化为不同程度的测试需求）； 

4，对于用户明确提出的需求，需求之间存在逻辑或者业务上的冲突时，尽快确

认。 

当然，实际当中都得视情况而定，有些用户需求确实写得很完善，那可以直接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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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测试需求并体现在测试用例中，也有些需求写得很粗糙，但是出于成本等因素考

虑，他们的质量要求或许并不高，那也可以放宽限度不去深究不明朗的部分。软件测试

并不是保证所有被测软件都完美无暇，而是给用户需要的。 

二、理解需求忌管中窥豹 

用户需求的提出往往是为了实现某一完整的业务流程或功能，在分析理解用户需求

时也像写作一样，要先有一个框架在心里，要先把握用户的大概意图、明确整个需求文

档(或其它形式需求)的整体意思，在此前提下再去深入的细读每个需求点才会更有利于

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 

这样做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在后续的测试设计环节中能减少冗余、优化测试过程。比

如如果我们事先就通过大概了解整个需求而得知有几个页面的布局和功能点有很多类似

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同时考虑这几个相似页面的情况设计公用的测试用例，同时

在流程测试上也能相应的设计合适的测试流程。 

实际场景中就有些测试人员在拿到需求后，二话不说就逐行往下细读并开始设计测

试用例，这样往往就造成对需求理解不到位、不全面，特别是在一些英文需求中，如果

不了解大环境就开始设计测试用例，可能就会造成对需求的理解有较大偏差。 

三、多站在用户的角度思考 

其实任何产品都一样，做得再美好、再精致、质量再高，如果不是用户需要的那都

白搭。当然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些产品需求方面的东西，这里主要是说对用户已经提出了

的需求的把握，既然都有需求了为什么还会不明白用户想要什么呢？这里就有点像是

“传话筒”游戏，第一个传话的人就是用户的明确需求，然后经过产品需求人员的理

解、落实在需求文档上、测试人员对需求文档的理解，这一轮过后往往是会造成一些偏

差的，那作为最终把握质量关的测试人员如果能站在用户的角度多思考，就能一定程序

上抵消一些需求传递过程中的偏差，这就有利于设计更加合理的测试用例，并且尽早的

发现需求中矛盾的地方，同时对于软件提供者来说会变得不那么被动。 

软件测试过程中基本上都要以测试用例做为参考和判断依据，而清楚的理解需求是

设计、完善测试用例的前提。当然，需求分析本身就已经可以认为是介入测试了，实际

上往往很大一部分缺陷都是在需求阶段暴露出来的，相反，如果因为在分析需求时就已

经出现了理解偏差而最终导致所做非所需的质量问题，那就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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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当兔子的猫不是好猫  

◆作者：琦  少  

 

互联网界存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的调侃称谓。比如：程序猿，产品狗，工程狮

等。那么如何形容 QA 人员呢？见过一些公司用测试豹来形容。窃以为很不贴切！不知

道哪个公司的测试工程师有豹子那么威武霸气（有主宰一切的话语权）。我更喜欢用猫

来形容大多数测试工程师。 

1）首先，QA 人员多耐心，细心。猫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非常有耐心，如果你见

过猫多么细致的“洗脸”你就会认同这个观点。 

2）其次，测试工程师通常比较有规划，不凌乱。猫总是去固定的地点去撒尿，它

认得自己的猫沙盆。测试工程师是负责检验别人的产品。自然需要具备清晰的规划能

力，和优秀的流程制度。这点和猫也有共同之处。 

3）再次，QA 人员在大多数公司中，都是相对“弱势”的一个团队。虽然有一票否

决权，但是未必有足够的话语权。加上现在很多公司都崇尚产品决策制或者技术导向。

很少听说有质量导向的公司。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现状。在这个背景下。QA 团队就成

了一个既非常必要。又不那么重要的部门。猫同样也是猫科动物中必不可少的成员，又

不如老虎这狮子这些猫科动物强势。所以猫更加贴切我国 QA 人员的现状。 

4）最后，QA 人员对产品质量特别的关注，或许可以用执着来形容。产品质量对于

QA 同学，好比鱼对于猫。这就是二者的相似性，有着单纯的执着。 

综上，现在的大多数测试工程师可成为“测试喵”。可是正如文章标题所言：“不想

当兔子的猫不是好猫”。那么优秀的测试工程师，又必须具备哪些“兔子”的特性。才

能从万千“测试喵”中脱颖而出呢？ 

1)首先，对兔子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兔子非常敏感。一般的 QA 工程师对产品质量

都有执着的情怀。但是一个优秀的测试工程师除此之外还对风险把控非常敏感。不仅仅

对常规的用例负责，对 bug 负责，也要关注整个项目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人力

资源变更，比如需求变更，比如技术可实现性，以及产品的稳定性，用户体验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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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2)其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兔子急了还咬人”。这句话分两个层面理解，兔子平

时是非常温顺的，能和人或大多数动物和谐相处。一个优秀的 QA 在团队中应该起到润

滑剂的作用。能协调不同团队间的关系，促进整个项目以高效的方式运转。另一方面，

兔子也会咬人。但是不是乱咬。优秀的 QA 同学还要有一套明确的发布标准。尽可能严

格的把控产品质量在某个水平之上才可发布，而不是一味的妥协。这也是责任感使然。

但猫总爱动不动就挠人咬人，就像大多数一般的测试工程师，总喜欢动不动就和研发，

产品争的面红耳赤。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团队关系。长此以往，在有重大问题

时，就难以引起其他伙伴的重视。因为他们会觉不论多大的事情，你都喜欢大嚷大叫，

这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 

综上，大多数测试工程师，都具备细心，耐心。都具备较为清晰的规划能力，都有

一套比较完善的测试流程，同时也是“相对弱势”的团队。但，优秀的测试工程师，往

往能在此基础上做好风险把控，做好跨团队沟通。能因为自己的存在，让整个团队更加

高效的运转。这是需要我们修炼的能力。也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不正如标题所言：“不

想当兔子的猫不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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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胚界传说-测试公主 Lisiya 想办法拯救天蝎星 

第一部分：签订紧急协议 

天平星国王 WellSome 的精灵突然死了，这些个小宠物曾经是他的最爱，他将它们

视作某种神圣的事物。 

他不但为它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且还使得整个国家笼罩在一股无法言语的恐怖

气氛中。 

他一直说，天蝎星每次将冷冷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看，导致这些小宠物感受不到喜

悦。 

他说这些小宠物是温暖的源泉，它们需要时刻处在非常温暖的环境中才可以生活，

虽然天平星给了它们条件，但是当它们看到天蝎星神秘恐怖的样子之后，它们的健康会

受到严重的损害。 

WellSome 的妻子，Rebecca 不认为是天蝎星造成了这些宠物的死去，劝 Wellsome

不要这样对待 Lisiya 他们，应该和谐相处。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相会日晚上，在宫殿的平台上面，Wellsome 用特制的弓箭射向了

那个冷冷的天蝎星…… 

 

胚界传说-测试公主之拯救天蝎星  

 

 作者：测试小公主  

这一系列的文章献给所有的测试爱好者，数学爱好者。它的宗旨是： 
1．呵护生命，珍爱和平，不去伤害一颗颗善良纯真的心。 
2．努力探索，认真学习，每天充实的生活。 
3．对爱情坚定，永恒不变。 
4．愿世间所有的剩女都能嫁给王子气质的男生，愿世间所有的男子都能够升华为王子气质。 
5．将测试融入小说。尊重测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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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蝎星的女王 Victoria 非常愤怒！联合她的所有的小王爷开始向天平星进行了宣

战！ 

天蝎星公主殿下 Christina 焦急万分，紧急联系天蝎星准驸马 Cherish，共同商讨应

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于是在天平星上，Christina 秘密会见了 Rebecca，并签订协议，10 天之内，会给他

们一批全新的小精灵。 

在地球上：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Lisiya 去开门了，原来是外公和 Cherish，原来外公什么都知

道！ 

出乎意料的是，外公其实也认识 Cherish 的。 

外公告诉他们，其实这种小精灵并不是出生在天平星上的，之所以 Wellsome 能够

得到一些这种小精灵，只是因为他有一天在出访某个星球的时候，那个星球的领导人赠

送给他的。那个星球的领导人因为害怕他，所以讨好他 ，在赠送给他的时候，高估了

这种小动物的神奇能力。 

而他在获得这种小动物之后，确实，国家的发展变得好一些了，所以他相信了这种

小动物，是具有神奇魔力的。 

外公告诉他们，这些小精灵，是水星上的生物，只有水星上，才有这些小精灵。 

外公说，水星上虽然是有水星星际宇宙飞船的，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能够飞到水星上

面的，因为水星星际宇宙飞船似乎有一些特殊的机制导致它们无法正常使用。但是有一

点是肯定的，水星星际宇宙飞船真的是专门为了能飞到水星上的，但是一旦乘坐上了人

类或者其他生物，它很多情况下似乎就是会飞到水星上之后，又转了一个圈飞回了出发

地。一旦它不乘坐人或者其他生物，它自己会飞到水星上整齐的停放在水星的某个地

区。 

外公说：“Lisiya，我现在，把所有的需求都告诉你，按照这个需求，或许能够知道

如何才能到达水星，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需求，但是还没有人能够到达水星。” 

“好的，外公，给我需求吧，有了需求就可以写成为测试用例。但是仅仅依据需求

是无法获得真正完善的测试用例的。”Lisiya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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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需求就是水星精灵到达水星的方法，也是所有生物到达水星的方法，能到到

达水星之后，就能找到水星精灵了。”外公说道。 

“OK。” 

第二部分：设计测试用例寻找水星精灵 

需求是： 

1：当有氧气和阳气的时候水星精灵是可以活着的： 

首先判断有没有氧气，没有氧气直接死了。有了氧气再判断是否有阳气，如果没有

阳气也死了。如果都有水星精灵才会活着的。 

2：当有了氧气和阳气的时候水星精灵就可以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了： 

交通工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另一类是地球交通工具。 

3：地球交通工具分为： 

1）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普通的交通工具。 

2）地球上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 

“请设计测试用例吧：”外公说道。 

以下是一个某个星球上面，很粗心的测试工程师所设计的测试用例，看起来也是都

“覆盖”到了所有的“测试点”，可是按照上面的方法，没有任何人可以到达水星。所

以使得到达水星似乎变得很困难。从而水星精灵也很难获得了。 

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没有有氧气； 

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普通的交通工具，没有有氧气； 

地球的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没有有

氧气； 

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氧气，没有阳气； 

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普通的交通工具，有氧气，没有阳气； 

地球的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有氧

气，没有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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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氧气，有阳气； 

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普通的交通工具，有氧气，有阳气； 

地球的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有氧

气，有阳气； 

但是作为一个有研究思想的测试人员，在获得需求之后，需要在考虑了基本流程之

后，需要确认一些关键点，因此需要询问开发或者产品经理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信息： 

1：地球交通工具和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是不是可以同时开启。 

2：地球总区域关闭的情况会不会有？水星总区域关闭的情况会不会有？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 

1）地球交通工具和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是可以同时开启的，但是它们即使同时开

启，也只能乘坐其中一种交通工具，具体可以乘坐哪一种交通工具，这个还没有任何人

研究过。所以这个问题是新的问题。 

2）地球的确是有整个地球区域的飞船使用开关的，但是水星是没有整个水星区域

的开关的，水星的交通工具只有-有可以使用的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或者没有可以使用的水

星星际宇宙飞船这两种状态。 

3）即使地球区域开启，也并不表示就一定就会有可以使用的宇宙飞船的。也就是

说当地球区域开启的时候，也可能是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 

于是可以这样设计测试用例： 

~~~~~~~~~~~~~~~~~~~~~~~~~~~~有氧气状态~~~~~~~~~~~~~~~~~~~~~~~~~~~~~ 

~~~~~~~~~~~~~~~~~~~~~~~有氧气，地球区域关闭状态~~~~~~~~~~~~~~~~~~~~~~~~~ 

地球区域关闭，乘坐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尝试飞抵水星：有阳气，没有阳气； 

地球区域关闭，不使用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阳气，没有阳气； 

~~~~~~~~~~~~~~~~~~~有氧气，地球区域开启状态~~~~~~~~~~~~~~~~~~~~~~~~ 

1）同时乘坐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和水星星际宇宙飞船一起飞往水星：

有阳气，没有阳气； 

只乘坐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交通工具飞往水星，关闭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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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气，没有阳气； 

2）同时乘坐地球上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

工具和水星星际宇宙飞船一起飞往水星：有阳气，没有阳气； 

只乘坐地球上有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

工具，关闭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阳气，没有阳气； 

3）不使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乘坐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尝试飞抵水星：有阳气，没

有阳气； 

不使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不使用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阳气，没有阳气； 

~~~~~~~~~~~~~~~~~~~~~~~~~~~~没有氧气状态~~~~~~~~~~~~~~~~~~~~~~~~~~~~~ 

~~~~~~~~~~~~~~~~~~~~~~~没有氧气，地球区域关闭状态~~~~~~~~~~~~~~~~~~~~~~ 

地球区域关闭，乘坐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尝试飞抵水星：有阳气，没有阳气； 

地球区域关闭，不使用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阳气，没有阳气； 

~~~~~~~~~~~~~~~~~~~没有氧气，地球区域开启状态~~~~~~~~~~~~~~~~~~~~~~~~~~~ 

1）同时乘坐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和水星星际宇宙飞船一起飞往水星：

有阳气，没有阳气； 

只乘坐地球上可以正常使用的交通工具飞往水星，关闭水星星际宇宙飞船： 

有阳气，没有阳气； 

2）同时乘坐地球上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

工具和水星星际宇宙飞船一起飞往水星：有阳气，没有阳气； 

只乘坐地球上有可以预订但是只有 Lisiya 等天蝎星皇家贵族才可以使用的交通

工具，关闭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阳气，没有阳气； 

3）不使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乘坐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尝试飞抵水星：有阳气，没

有阳气； 

不使用地球上的交通工具，不使用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有阳气，没有阳气； 

这就是根据需求和后期交流总结所得出的符合适合实际情况和条件的测试用例。仅

仅依靠需求是无法写出这样的测试用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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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验证，当地球区域开启的时候，如果当时并没有任何地球上可以使用的交

通工具，那么水星星际宇宙飞船也是可以使用了。 

当地球上有了任何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就不可以使用

了。 

当地球的整个区域都关闭的时候，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是可以使用的。 

再仔细研究一下，Lisiya 认为这样设计的测试用例是很完善的。 

因为它有这样几点优点 

 考虑周全 

 执行测试用例比较简便 

 逻辑清晰 

第三部分：发现到达水星的方法，拯救了天蝎星 

Lisiya 经过多次尝试，总算得出了一个结论： 

想要到达水星，只有当地球区域开启，并且没有可以使用的地球交通工具的情况

下，乘坐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才可以到达水星。 

因为地球区域是开启着的时候，地球上的人类信号中所包含的真爱粒子可以传达到

水星，这样，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在获得了真爱粒子和飞船上的人类等生物相互感应，才

会使水星星际宇宙飞船飞到水星上。 

当地球区域关闭的时候，水星星际宇宙飞船无法获得到从地球上传过来的真爱粒

子，所以它是无法承认真爱的存在，因此无法将飞船上的生命送达到水星上的。 

地球上的任何交通工具，包括有天蝎星皇家贵族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无法到达水星

的。仿佛水星会发出一种磁场，使得接近它的其它飞船无法靠近，一旦靠近就会停留在

相距水星一段距离的地方，但不会破坏那个飞船。 

于是 Lisiya 可以到达水星上了。 

到了水星上，那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 

土地软软的，就像是海绵，阳光暖暖的，上面漂游着好多可爱的小精灵。 

据说它们的智商很高，比人类还要高，它们之间会交流的。 



 

 

 
100 

                                         www.51testing.com  

Lisiya 享受着“日光浴”，看着这些小精灵们。就像是卫生间开着浴霸，到处都是光

明的，但是并不烫，那是一种非常暖和的感受，非常适宜的，让人不想离开了。 

这些小精灵的行动都很迟缓，在阳光之下，它们欢乐的生活着。互相有自己的语言

来交谈。 

突然有个小精灵跳到了 Lisiya 的手里，它摸上去软软的，柔柔的，Lisiya 忍不住吻

了它一下。 

突然它说了句：带我走吧！ 

后来好多小精灵都一起围过来说：带我走吧!带我走吧！带我走吧！ 

Lisiya 欢乐极了，几乎忘记了时间！ 

Lisiya 带着一群的小精灵去了她的水星星际宇宙飞船，宇宙飞船后舱装得满满的。 

一路上叽叽喳喳的回来， Lisiya 想她会舍不得把它们送走吧！那是不可能的，因为

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 

飞船直接飞往了天蝎星，在天蝎星上，Christina 迎接了 Lisiya。 

“Hi，Lisiya，一切都好吗？” 

“外婆，一切都很好，我已经带了 21 个小精灵回来了” 

“你真是辛苦了，非常感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要感谢外公，是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Christina 心里非常想念在地球上的 Lisiya 的外公，但是没办法真的见到外公李舵

塔。 

事不宜迟，Christina 在第 10 天准时的将这批 20 只小精灵送达了 Rebecca 的宫殿，

这样一场战争的火苗就被扑灭了。 

Lisiya 自己留了一个小精灵，带回了家，给妹妹 Liyiya 看，Liyiya 开心极了，给那

只小可爱取名为“暖暖”。是个女孩精灵。 

暖暖从此成为了他们一家的新成员。 

外公说，这些小精灵只要在有爱的地方生活就不会死，而且还很长寿呢，在

Wellsome，那里之所以死了，是因为他那里缺乏爱。这和天蝎星的外观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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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Rebecca 知道这点吗？” 

Christina 已经告诉她为什么以前的小宠物会死掉了。Rebecca 会小心的照顾新的一

批小宠物的。 

看这个“暖暖”在这个家如此的快乐，就知道，这个家是充满爱的。 

第二章：和平岁月的磨砺和成长 

第一部分：三大危机 

当天平星和天蝎星之间的危机被化解之后，Christina 准备嘉奖 Lisiya 的勇敢和聪

慧。 

她让 Lisiya 和暖暖乘坐宇宙飞船到达了天蝎星。 

她带着 Lisiya 特别的觐见了 Victoria，并且把这件事情告诉 Victoria，希望她能够认

可自己的这个曾外孙女。 

“这次多亏了 Lisiya，是她把那么多的精灵带来的。”Christina 说道。 

“Lisiya 固然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她毕竟不是我们天蝎星的纯种后代，我不会把

她当作非常亲近的人的” 

离开了 Victoria 的宫殿，Christina 把 Lisiya 带到了 Christina 所管辖的那块领地，那

块领地和天蝎星上其他的领地是不同的，那块领地中的人们一直都受到了 Christina 的影

响，因此都非常友善和欢乐。 

在 Christina 的领地中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而在 Victoria 的领地中大多数都是英

勇善战的勇士。 

大街小巷都是 Lisiya 的照片，因为他们都觉得 Lisiya 是来自地球的善良美丽的女

孩。 

Lisiya 感觉自己受宠若惊，因为她知道自己在软件测试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之

处。 

Lisiya 想将地球上的科技带到天蝎星上面来，这样天蝎星上的人们就可以使用上最

最先进的科技了。尤其是 Christina 的领地中，就可以有由 Lisiya 公主测试过的先进的科

技。这个软件不仅可以有助于传送地球上的最最先进的讯息，还可以将 Lisiya 和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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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美丽照片都传送到天蝎星上面，让天蝎星上面的人们都可以更加了解地球。 

Lisiya 预感到，在这个过程中是会遇到很多事先没有想象到的困难的。 

幸好在 Christina 的领地的人们都是非常友善的，就算软件有什么问题，这块领地的

人们还是会谅解 Lisiya 的，当然，当软件出了问题之后，Lisiya 会及时的总结经验，让

以前犯过的错误不再犯。这样就可以产生高质量的软件。 

原本设想，Lisiya 所测试的软件的功能的实现是可以在地球上面测试完毕，然后直

接在天蝎星上面进行使用的，但是转念一想，地球上使用的传输系统是地球上的 Wifi 或

者是移动数据，但是在天蝎星上面，并没有 Wifi，也没有移动数据。 

在天蝎星上面的无线传输网络，是由 Christina 所开发的类似于时光隧道的一种科

技，这种传送网络，被取名为“七彩炫光网”，Christina 告诉大家，这种网络已经非常

稳定，可以高速传送无线信号。并且可以连接到地球上所有的手机。 

Lisiya 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出需要考虑的功能点： 

1：这个软件是否可以正常的连接 Christina 所开发的网络。这个软件所连接

Christina 的网络的持久性如何。 

2：这个软件的各项功能是否正确，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3：这个软件是否兼容天蝎星上面的人们所使用的移动设备（因为在地球上所使用

的设备大多数是 Android 手机，苹果手机等设备，但是在天蝎星上面并没有这些手机，

于是，各种手机都由天蝎星上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自己预定，再由 Christina 统一到地球

上进行采购） 

4：这个软件的功能的设计是否可以更加符合天蝎星上面人们的需求。比如这个软

件可以用来看小说，可以用来学习来自地球上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可以用来给大家

发布最新的新闻等信息。 

然后,Lisiya 开始研究测试点：然后总结了一下软件测试点 

1：易用性 

2：功能性 

3：效率 

4：可安装性 

5：可维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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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观性 

7：稳定性 

以下是研发团队人员： 

测试团队的组建由 Lisiya 作为测试人员，暖暖是 Lisiya 的帮手，也是测试人员，

Christina 是负责七彩炫光网的搭建的，也是七彩炫光网的制造者，同时也是产品经理。 

开发团队和产品团队都是由地球上最优秀的团队组成。他们和 Lisiya 之间的沟通也主要

是由 Christina 来担任的。 

于是在经过了长达一个月时间的精心研制之后，第一款软件就这么出炉啦！ 

Lisiya 跟随着开发的脚步将软件测试完毕了，自己运行了几遍，没有发现任何的问

题。 

各项功能都是正确的。 

From Version 1.0 to Version 1.0.1 

任何变动必须进入需求并审核 

好不容易开发好，也测试好的软件，天蝎星上面 Christina 领地的好多用户反应说，

无法使用其中的某些功能，因为界面上，根本没有显示出某些功能，Lisiya 非常吃惊，

因为她测试的时候，都是显示出来的，为什么按照敏捷测试的流程，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 

原来，原因是这样的：那块地方是需求以外的地方，围绕需求测试的时候，没有关

注到那块地方，在最终覆盖性测试的时候，所选择的手机又恰巧是对于那一块部分是可

以显示出来的。 

经过全体研发团队的讨论，得出一个解决方法，对于软件的任何变动都应该写入需

求，并且给测试人员测试，并且由研发进行验收。 

很快，地球研发团队就对于这次的版本进行了升级和修复，将最新的版本由

Christina 放置到了七彩炫光网的后端，传送到达了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的手机中。 

From Version 1.1  to Version 1.1.1 

总结性测试的重要性 

为了研究 Christina 领地的人口分布情况，文化程度，人民使用软件的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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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iya 去 Christina 领地的边远沙漠地带考察那里的人口情况，考察那里的网络情况，以

便更好的推广先进的软件，顺便也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地球上人们的情况。  

Lisiya 从来没有那么快乐过，原来 Christina 领地当地的人民是那么的热爱生活，他

们盛情款待了 Lisiya，给她和暖暖吃很多好吃的食物，还为 Lisiya 和暖暖唱歌跳舞，讲

当地的故事，每天都是如此。 Lisiya 把软件给他们看，教他们如何使用这种可以看电

影，听音乐，看小说的软件，还给他们预定了好多手机型号。 

Lisiya 得知，虽然这些居民居住在沙漠地带，但是他们文化程度并不低，因为他们

是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Christina 早就普及了小学，中学，大学，只是他们还从来没有

使用过先进的软件进行教育。他们很少上电脑课。 

这时候，在科技研究基地审查的女王 Victoria 下令，要发布最新的版本了，而正在

这个时候，Lisiya 正在和沙漠地带的人民谈天说地，享受当地的美食和当地的风土人

情。 

Victoria 认为，这个软件的最新版本已经开发了那么久了，早就可以上线了，更何

况这款新的软件里面有 Victora 非常想用的地方。于是女王下令，谁敢反抗？ 

于是软件就立即由 Christina 放置到了发布端。 

一开始大家用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尽管如此，当 Lisiya 得知版本发布的消息之

后，立即乘坐天蝎星皇家飞船，赶快赶了回来，进行了总测，并发现了比较严重的问

题，并紧急通知地球研发团队，进行软件的修复，再次由 Christina 放置到了发布端，重

新发布给用户。 

Christina 领地中的人民，在获得了这个版本之后，感觉很高兴，但是当他们点击了

按钮最新电影的时候，立即发现，手机会黑屏，于是纷纷抱怨起来，有些孩子说，地球

人开发软件不过如此，又有一部分的成年人认为，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幸好 Lisiya 及时

发现，版本早就在大家发现问题之前，及时进行了修复。 

很快，最新的版本就可以通过 Christina 所研制的七彩炫光网，纷纷传播到了每个天

蝎星 Christiina 领地的人民的手机中。 

大家对这个修复的速度感到无比惊讶，同时也很认同地球上人民的软件开发质量和

诚意。 

From Version 1.2  to Version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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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的功能 

正当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在欢天喜地的使用着 Lisiya 测试开发团队所研制的软件

的时候，最新的版本正在紧急的研制和开发之中，这次的版本，召集到了地球上最好的

产品团队和研发团队。 

Lisiya 认真的做着各项功能的测试，保证每个功能的正确，也随时准备着做一个全

面而彻底的总结性测试。 

当一切都测试完成之后，包括总结性测试也都完成之后，Lisiya 认为这次的软件，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还特地请暖暖来测试了一轮所有的功能。 

于是通知 Christina，将最新的软件，放在了七彩炫光网的发布端，这样所有的天蝎

星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就都可以使用上这最新研制的软件了。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软件一发布上去，在点击了请求升级的按钮之后，所有用

户的手机都黑屏了，包括 Lisiya 自己的手机也黑屏了。 

Lisiya 和整个开发团队的人员都很惊讶，想来想去，原来是忘记测试升级这个功能

了，大家立即修复了这个 bug，于是，最新的版本，才算顺利的传输到了每个天蝎星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的手机中。 

虽然 Christina 的七彩炫光网，传输速度非常的快，稳定性能也非常之高，但是却不

可以忽视升级这个功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无关网络，是功能的范畴。 

当 Lisiya 发现手机黑屏的时候，心情非常沮丧，但是 Christina 领地的人民并没有这

种情绪，他们似乎对此事产生了一种宽容的态度。 

而且这个 bug 很快就被修复了，全新设计的软件功能更新颖，设计理念更人性化。 

人们很快就忘记了曾经升级版本是有问题的这件事。 

后来连续发布的版本都很稳定，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在最新的版本之中，有关地球

上面的很多照片，或者小说，甚至是科学技术都源源不断的传输到了天蝎星 Christina 领

地的人民的手机中。 

逐渐的，这些人民更加了解地球，也更加热爱地球了。 

第二部分：胚界传说之真爱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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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蝎星上面，每个孩子都是由胚胎孕育而成的，而这些胚胎，在它们的初始状态

的时候，都进行了登记，以备匹配它们的配偶，而一旦它们被指定了配偶之后，就不允

许更改配偶。 

33 年前，Lisiya 还只是一个胚胎的时候，Lisiya 的婚事就是一个天蝎星的女王

Victoria 正在考虑的事情了。 

因为 Lisiya 是天蝎星的公主，按照天蝎星的规定，所有的皇亲国戚能够获得更加优

秀的配偶，由于 Lisiya 属于地球人和天蝎星人的混血后代，因此 Victoria 并不承认她的

天蝎星公主的身份，她选了一个二等胚胎作为 Lisiya 的配偶。 

Christina 坚决的反对 Victoria 的这个决定，她和 Victoria 大吵了一架，然后坚持选择

了一个由一等胚胎长大的男孩作为 Lisiya 的配偶，Victoria 只能答应了这个请求。 

这个男孩当时只有 2 岁，而 Lisiya 还只是处于胚胎阶段。 

在天蝎星，一等胚胎的比例是百分之三，而二等胚胎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其余就是

三等胚胎，四等胚胎等等。 

现在 Lisiya 是 32 岁，Cherish 是 35 岁，在 Lisiya 忙着测试软件的时候，她的准驸

马，就常常为 Lisiya 做很多好吃的东西，为她补充营养。 

但是 Lisiya 心情总是非常复杂，一方面，她为自己完成了一次一次测试工作，因为

测试而获得了很多的朋友和理解，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她又思念起了地球。她还想

是否应该去参加统计学的考试。 

她需要去参加考试，因为 Lisiya 同时也是一个统计学的学生。 

而她的准驸马，就是一直默默的支持着 Lisiya 的男孩。他最喜欢看着 Lisiya 安静的

复习功课，或者研究测试的过程，虽然他们的爱情非常平淡，但是坚不可摧，仿佛坚定

的灯塔，不管多么猛烈狂风暴雨都无法让它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也许漫长的岁月就是这

样的，也许当一个女孩子为了科学付出一切的时候，她的边上会有一个默默支持她的男

孩，永远不离不弃，而 Lisiya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蝎星的人民群众们，可以使用到

最好的软件。 

他们的爱情是永远的，不管时光如何变迁，不管容颜如何变老，时光只是改变了外

表，但是两颗一致跳动的心，是永远不会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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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Cherish 是 Christina 亲自挑选的胚胎，他是万里挑一的那一颗，他不仅仅是由

一颗普通的优秀的胚胎长大的孩子，他还是被 Christina 赋予真爱基因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的故事也是在 Christina 领地人民中广为流传的。大家都认为他是真爱的

代表，很多由二等，三等，四等胚胎长大的男孩子，也都纷纷效仿这个男孩子。那或许

是大家对于 Lisiya 的喜爱，导致对于这个男孩子的喜爱。 

真爱犹如一条漫长的河流，只有经受到时间的考验，它才可以算得上完整。 

时间是唯一检验真爱的尺码。 

而软件测试的统计数据也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它如同真爱是一样的，它的数据是一

个长期的趋势，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就能发现这个软件是否是值得使用的，它的开发是

值得的，有价值的。 

按照网上的设置方法，可以在云测等网站设置了 APP 之后就可以每天获取到这个

APP 的统计数据。 

网上配置步骤如下(如果是使用 eclipse 作为开发的工具)： 

1. 把下载的 SDK 包中的 jar 包 放到 libs 子目录下 

2. 配置 AndroidManifest.XML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NETWORK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PHONE_STATE"/>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READ_LOGS"/>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GET_TASKS"/> 

3. 初始化ＳＤＫ 

在 Application 的入口 Activity 中，添加 

import com.testin.agent.TestinAgent; 

在 Application 入口 Activity 中的 onCreate()方法中，添加 

TestinAgent.init(this, "Appkey", "ChannelName"); 

4. 在混淆打包时，请在混淆文件 proguard.cfg 或 proguard－project.txt 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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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jars /libs/tncrash.jar 

-dontwarn com.testin.agent.** 

-keep class com.testin.agent.** {*;} 

-keepattributes SourceFile, LineNumberTable 

5. 生成 apk 文件 

按照以上的方法，生成的 apk 文件就可以统计到各种 app 使用的用户的信息了。 

Lisiya 查看了云测网站的统计信息的项目，主要有如下的统计的信息项目： 

 趋势分析/崩溃趋势 

 DAU 

 MAU 

 应用启动数 

 崩溃总数 

 崩溃率 

 影响用户数 

 崩溃用户占比 

 流失用户分类 

 流失用户崩溃类型 

 留存用户分类 

 留存崩溃类型 

 按设备分解： 

启动次数最多的机型 

崩溃总数最多的机型 

崩溃率最高的机型 

 按操作系统分解： 

启动次数最多的操作系统 

崩溃总数最多的操作系统 

崩溃率最高的操作系统 

在这长期的统计之下，应该就可以体现出这个软件完整的使用情况，并查看趋势是

否会向好的一面发展的。 

当软件的趋势朝不好的一面发展的时候，也绝对不要放弃，查明原因再继续观察，

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109 

                                         www.51testing.com  

就如同真爱是一起克服困难的过程，不能因为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就立即改变航

向，不能因为一句话的不满意就大发雷霆，最终分道扬镳，真爱是非常宝贵的，因为那

个另一半，曾经，就是那个等待你的胚胎。 

无论是一等胚胎，二等胚胎，还是四等胚胎，只要被赋予真爱的基因，它就是一个

会有幸福的一生的那个胚胎。 

那个晶莹剔透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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