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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直在早上上班的地铁上听罗胖的“熊逸书院”，中午吃饭时会看窦文涛的

“圆桌派”，我经常觉得自己的内心实际上是一位男士，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男

士，不太怎么看电视剧，反而很喜欢看这些有阅历，有很多知识积累的人在聊生活中都

会遇到的一些别人认为习以为常，且经常被忽略没有人认真思考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

题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非常有趣味。 

为什么说这些，因为近期女巫的工作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越来越发现只有累积了

比较多的智慧才能从容面对这些挑战，近期越来越觉得技术真的不是关键，与人相处：

与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人相处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例如对于能力比较强但是非常有个性的下属(说人话：很难管的下属)，如何相处？

当你的指令与 ta 的想法或者说价值观有冲突时如何化解？是使用自己的强权压着 ta 的

头去做，还是淡化当时冲突时的情绪，耐着性子了解 ta 的想法，真的找出来你的指令与

ta 的想法的冲突点在哪？有的时候真正的冲突点是超出自己的想象，很多时候下属不愿

意去很顺畅地执行你的指令，可能不是你的指令本身的问题，而是 ta 需要面对的合作者

的问题，或者 ta 没有理解你的指令的意义进而认为你的指令没有价值。 

还有作为主管还要反思是不是因为 ta 的技术能力比较强，而忽略了 ta 的其它能力

比较弱，例如沟通能力，而你作为主管是不是过多倚重 ta，造成 ta 压力比较大，而 ta

沟通能力差又无法正确描绘 ta 的真实性想法，只会用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还有不是每

个下属都愿意承担压力，尤其是巨大的压力，即时技术方面比较强的人，不同生活背景

的人，面对压力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多读“无用之书”真的非常重要。细节非

常重要，很多时候沟通失败都是失败在细节。 

聊完工作感受来点干货吧，这次是由原始人进化到原始人了，所以可以吧捂着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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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松开一点点，偷偷看看其他的反应了。上次被别人质疑“搞什么搞”时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脚本从一盘散沙进化成有一个“班长”一起管理的阶段了，这次我们将介绍进一

步进化的历程： 

我们考虑需要将自动化和手动测试结合起来，对于一个项目需要有一个概览，需要

知道哪些测试项目可以自动化执行，哪些测项必须要手动执行，这个瞬间就高大上许

多，因为可以方便估算人力，在发报告时也能清楚地描述出哪些项目是人力测试，哪些

是自动化测试。 

如下图：在我们的测试用例中加入一列：Autotest script，用以标注哪些测试用例已

经有脚本，可以直接使用自动化测试 

 

最后整理出一份针对某个项目自动化脚本执行的比率，用于给老板汇报，是不是瞬

间高大上了一些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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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可以看我们脚本的分类： 

先看我们脚本如何分布的：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有 6 个功能其中两个功能的功能比较

多，其它四个功能可以合并为一个文件夹如下： 

 

我们以 SMS 为例看我们怎么从猴子进化为原始人 

我们相比猴子阶段多了一个 Test report 文件夹，我们将 Test report 和 Auto test script

分成两个文件夹： 

 

Auto test scrip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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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py 是我们将一些常量转换为变量被所有的脚本使用,例如发送短消息的号码

设置为 18502538324，我们用函数“get_send_to_other_number()”来代表这个常量，如果

你想问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假设一下，我们后续需要改变发送号码这个常量，例

如要改为 18502529422，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函数的常量改一下就可以，不用 

改变其它的代码，因为在我们的代码中使用是替代此常量的变量：

“get_send_to_other_number”所以对于后续的维护有非常大的好处。 

 

sdktest.py 就是我们再猴子阶段的“班长”，只要执行它就可以执行 SMS 所有的代

码; 

第一部分代码是控制 Putty（这是一款开源的软件，一般的通讯公司都会使用这款软

件），模拟我们测试时的操作，这部分会用到第三方模块：pywinauto(控制 Putty 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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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以及 pykeyboard(控制键盘，主要用于点击 Enter 键) 

Pywinauto 的作用是一层层控制： 

先通过指定 putty 所在电脑中的位置来获取 putty 的实例，然后通过先控制 putty 的

dialog 再控制 dialog 中的控件一步步来模拟我们手动测试的步骤： 

 

Putty 此软件会自动存储测试期间的 log，所以也需要将 log 的存储路径也设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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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使用 UnitTest 类 

从 SMS 中调用各个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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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调用的函数加入到 

构造测试集：将上面调用的 SMS 中的函数加入到 unittest 的 test suit 中 

 

执行构建的 test suit 

 

HTMLTestRunner.py 

这个脚本是开源的代码，直接将其放置 Auto test script 中，与 sdktest.py 所处同一个

文件夹中 

 

在 sdktest.py 中直接调用此 py 且将其与 unittest 一起打包就可以产生很漂亮的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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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简单得两行代码产出的报告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太让人激动人

心了 ，只要告诉他 title 以及描述还有写文档的方式，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报告！！ 

 

SMS 文件夹 

如下，是一组函数的组合，实现测试 SMS 的各个 command 

 

就是类似下面的函数，我们的这个项目是通过各种命令以及查看下了命令后

response 是否符合 spec.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改为自己的相应的函数。 



 

 

9  

 

《51 测试天地》五十一(上) 

www.51testing.com 

 

最后的结果会放到 test report 文件夹中如下： 

 

有两个报告：一个是 html 文件，另一个就是 putty 产生的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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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到现在，是不是可以自豪的说：我们已经从猴子进化为原始人了？甚至可以说

已经进化到古代人了，但是亲们有没发现我们还差界面，没有界面很难推广到非开发人

员使用我们开发的脚本，下一期会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生命进程，下期见喽~ 

 

 

 

 

 

 

 

 

 

 

 

 

 

 

 

 

 

 

 

 

 

 拓展学习 

■打造全能人才,软件测试高级实战进阶：http://www.atstudy.com/classroom/63/introduction 

  

http://www.atstudy.com/classroom/63/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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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爬虫初探 

◆作者：咖啡猫   

 

一、 什么叫爬虫 

爬虫，又名“网络爬虫”，就是能够自动访问互联网并将网站内容下载下来的程

序。它也是搜索引擎的基础，像百度和 GOOGLE 都是凭借强大的网络爬虫，来检索海

量的互联网信息的然后存储到云端，为网友提供优质的搜索服务的。 

二、 爬虫有什么用 

你可能会说，除了做搜索引擎的公司，学爬虫有什么用呢？哈哈，总算有人问到点

子上了。打个比方吧：企业 A 建了个用户论坛，很多用户在论坛上留言讲自己的使用体

验等等。现在 A 需要了解用户需求，分析用户偏好，为下一轮产品迭代更新做准备。那

么数据如何获取，当然是需要爬虫软件从论坛上获取咯。所以除了百度、GOOGLE 之

外，很多企业都在高薪招聘爬虫工程师。你到任何招聘网站上搜“爬虫工程师”看看岗

位数量和薪资范围就懂爬虫有多热门了。 

三、 爬虫的原理 

发起请求：通过 HTTP 协议向目标站点发送请求（一个 request），然后等待目标站

点服务器的响应。 

获取响应内容：如果服务器能正常响应，会得到一个 Response。Response 的内容便

是所要获取的页面内容，响应的内容可能有 HTML，Json 串，二进制数据（如图片视

频）等等。 

解析内容：得到的内容可能是 HTML，可以用正则表达式、网页解析库进行解析；

可能是 Json，可以直接转为 Json 对象解析；可能是二进制数据，可以做保存或者进一步

的处理。 

保存数据：数据解析完成后，将保存下来。既可以存为文本文档、可以存到数据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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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Python 爬虫实例 

前面介绍了爬虫的定义、作用、原理等信息，相信有不少小伙伴已经开始对爬虫感

兴趣了，准备跃跃欲试呢。那现在就来上“干货”，直接贴上一段简单 Python 爬虫的代

码： 

1.前期准备工作：安装 Python 环境、安装 PYCHARM 软件、安装 MYSQL 数据

库、新建数据库 exam、在 exam 中建一张用于存放爬虫结果的表格 house [SQL 语句：

create table house(price varchar(88),unit varchar(88),area varchar(88));] 

2.爬虫的目标：爬取链家租房网上（url: https://bj.lianjia.com/zufang/）首页中所有链

接里的房源的价格、单位及面积，然后将爬虫结构存到数据库中。 

3.爬虫源代码：如下 

import  requests #请求 URL 页面内容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Soup #获取页面元素 

import pymysql #链接数据库 

import time #时间函数 

import lxml #解析库（支持 HTML\XML 解析，支持 XPATH 解析） 

#get_page 函数作用：通过 requests 的 get 方法得到 url 链接的内容，再整合成 BeautifulSoup 可
以处理的格式 

def get_page(url):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 

    soup = BeautifulSoup(response.text, 'lxml') 

    return  soup 

#get_links 函数的作用：获取列表页所有租房链接 

def get_links(link_url): 

    soup = get_page(link_url) 

    links_div = soup.find_all('div',class_="pic-panel") 

    links=[div.a.get('href') for div in links_div] 

    return links 

#get_house_info 函数作用是：获取某一个租房页面的信息：价格、单位、面积等 

def get_house_info(house_url): 

  soup = get_page(house_url) 

  price =soup.find('span',class_='total').text 

  unit = soup.find('span',class_='unit').text.strip() 

  area = 'test' #这里 area 字段我们自定义一个 test 做测试 

  info = { 

    '价格':price, 

    '单位':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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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area 

} 

  return  info 

#数据库的配置信息写到字典 

DataBase ={ 

    'host': '127.0.0.1', 

    'database': 'exam', 

     'user' : 'root', 

     'password' : 'root', 

    'charset' :'utf8mb4'} 

#链接数据库 

def get_db(setting): 

    return  pymysql.connect(**setting) 

#向数据库插入爬虫得到的数据 

def insert(db,house): 

    values = "'{}',"*2 + "'{}'" 

    sql_values = values.format(house['价格'],house['单位'],house['面积']) 

    sql =""" 

    insert  into house(price,unit,area) values({}) 

    """.format(sql_values) 

    cursor = db.cursor() 

    cursor.execute(sql) 

    db.commit() 

#主程序流程：1.连接数据库 2.得到各个房源信息的 URL 列表 3.FOR 循环从第一个 URL 开始获
取房源具体信息（价格等）4.一条一条地插入数据库 

db = get_db(DataBase) 

links = get_links('https://bj.lianjia.com/zufang/') 

for link in links: 

    time.sleep(2) 

    house = get_house_info(link) 

    insert(db,house)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 Python 写爬虫程序也是一样的道理，写爬虫

过程中需要导入各种库文件，正是这些及其有用的库文件帮我们完成了爬虫的大部分工

作，我们只需要调取相关的借口函数即可。导入的格式就是 import 库文件名。这里要

注意的是在 PYCHARM 里安装库文件，可以通过光标放在库文件名称上，同时按

ctrl+alt 键的方式来安装，也可以通过命令行（Pip install 库文件名）的方式安装，如果

安装失败或者没有安装，那么后续爬虫程序肯定会报错的。在这段代码里，程序前五行

都是导入相关的库文件：requests 用于请求 URL 页面内容；BeautifulSoup 用来解析页面

元素；pymysql 用于连接数据库；time 包含各种时间函数；lxml 是一个解析库，用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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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HTML、XML 格式的文件，同时它也支持 XPATH 解析。 

其次，我们从代码最后的主程序开始看整个爬虫流程： 

通过 get_db 函数连接数据库。再深入到 get_db 函数内部，可以看到是通过调用

Pymysql 的 connect 函数来实现数据库的连接的，这里**seting 是 Python 收集关键字参数

的一种方式，我们把数据库的连接信息写到一个字典 DataBase 里了，将字典里的信息传

给 connect 做实参。 

通过 get_links 函数，获取链家网租房首页的所有房源的链接。所有房源的链接以列

表形式存在 Links 里。get_links 函数先通过 requests 请求得到链家网首页页面的内容，

再通过 BeautifuSoup 的接口来整理内容的格式，变成它可以处理的格式。最后通过电泳

find_all 函数找到所有包含图片的 div 样式，再通过一个 for 循环来获得所有 div 样式里

包含的超链接页签（a）的内容（也就是 href 属性的内容），所有超链接都存放在列表

links 中。 

通过 FOR 循环，来遍历 links 中的所有链接（比如其中一个链接是：

https://bj.lianjia.com/zufang/101101570737.html） 

用和 2）同样的方法，通过使用 find 函数进行元素定位获得 3）中链接里的价格、

单位、面积信息，将这些信息写到一个字典 Info 里面。 

调用 insert 函数将某一个链接里得到的 Info 信息写入数据库的 house 表中去。深入

到 insert 函数内部，我们可以知道它是通过数据库的游标函数 cursor()来执行一段 SQL

语句然后数据库进行 commit 操作来实现响应功能。这里 SQL 语句的写法比较特殊，用

到了 format 函数来进行格式化，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函数的复用。 

最后，运行一下爬虫代码，可以看到链家网的首页所有房源的信息都写入到数据里

了。（注：test 是我手动指定的测试字符串） 

https://bj.lianjia.com/zufang/101101570737.html


 

 

15  

 

《51 测试天地》五十一(上) 

www.51testing.com 

 

后记：其实 Python 爬虫并不难，熟悉整个爬虫流程之后，就是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注

意，比如如何获取页面元素、如何构建 SQL 语句等等。遇到问题不要慌，看 IDE 的提

示就可以一个个地消灭 BUG，最终得到我们预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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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常见的面试题目说起 

◆作者：修远    

 

我 2006 年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至今，从事软件测试及质量保障领域已经十几个年

头了，从白盒自动化测试到黑盒自动化测试，从功能测试到性能测试、安全测试，从测

试流程、测试框架到后来的测试管理、质量体系建设，深爱着这个行业，经常为能和小

伙伴们攻克了一个技术小山头而激动兴奋， 也为了加班加点使命必达的完成了一个艰

巨任务而感到欣慰。 

我负责测试技术管理、团队管理也已经有 8 年多了，期间面试过的人少说也有一两

千了。从面试中常见的两个场景来聊一聊测试的基本功： 

场景： 

面试官：你最擅长的测试领域在哪里啊？有什么职业发展计划吗？ 

候选人：我比较多的经验在功能测试，以后希望能从事自动化测试方向。 

对于这么常见的问题和答案，大家发现了什么问题没有？ 

我一般遇到这种答案的时候， 会启示候选人这个答案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些

同学在这个时候，会有点懵。 

我继而会启发，那目前的经验和后续希望的方向，有哪些区别？同学们会回答功能

测试主要是日常工作，自动化测试更能体现技术水平，也是很多公司喜欢的定位。 

其实，候选人的这个答案，最大的问题在从不同的维度来划分了测试种类。 

和功能测试同一维度，根据测试的软件内容和特性，可以分为功能测试、性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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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安全测试、易用性测试、部署测试等等； 

而自动化测试却是从不同的维度，根据测试主题分为了手工测试和自动化测试，也

就是说功能测试本身就会有手工的手段和自动化的手段。我们可以通过手工测试来发现

很多问题，也可以通过自动化测试提升测试效率，来批量定期执行大量的稳定的测试场

景，来进行快速回归。 

手工测试仍然是发现 Bug 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针对新功能点的测试，我们往往是

等待手工测试通过后，版本稳定了，再进行自动化脚本的编写和后期的维护。 

但是很多同学在谈到功能测试的时候，却习惯的理解成就是手工的。而本身自动化

测试也是分层的，如下图，希望能更好的帮助大家理解自动化测试的成本投入和收益分

析。 

 

朋友们会问应该如何回答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呢？其实不同的候选人根据背景不

同，应该有不同的答案，比如有些同学计划后期从事性能测试，那么方向肯定可以往性

能测试上说；有些同学计划后期从事安全测试，那么肯定可以往安全测试方面上提；也

有部分同学计划做技术管理甚至团队管理，那么答案肯定需要往管理方向上，并且需要

体现已经在管理方向上的储备； 

针对这个手工功能测试背景的答复，笔者认为比较满意的答复可以这样：我已经有

几年的手工功能测试经验…，但我注意到产品的快速迭代对测试人员自动化能力的要

求，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测试用例自动化，通过无人值守的自动化测试，来提升测试效

率，所以我希望能提升自己的自动化测试的能力，将宝贵的测试资源更多的投入到新功

能及 bug 验证上去，从而和开发、产品一起更有效的提升产品质量。 

这样一个答案，既说出了自己的丰富的测试经验，也指出了自动化测试初衷和价

值，体现出候选人的好学，对自动化测试有理解有准备，另外表达出了自己和产品、开

发凝聚，注重 Team Work 的意愿，说不定你对面的面试官就是开发 leader 呢？ 

结束语： 

相信这个场景，在实际的面试过程中，很多同学都会遇到。作为软件测试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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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试问题的严谨，注意提升自己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在面试过程中体现出扎实

的软件测试基础知识，足够的耐心、细心、信心、责任心，善于自我总结、自我督促和

不断学习的能力，相信大家都能在面试中有出色的表现，找到心仪的工作。 

话外篇： 

说到这里，大家发现文中的 Bug 了吗？特意留了个彩蛋，一共几个场景分析啊？好

像只有一个面试问题分析哈，文章篇首却提了 2 个，不知道作为严谨的测试工程师，您

有没有发现呢？ 

 

 

 

 

 

 

 

 

 

 

 

 

 

 

 

 

 

 

 

 

 拓展学习 

■软件测试在线就业培训,面试通关不用愁!：http://h.atstudy.com/atstudy/jiuye/atstudy.html 

http://h.atstudy.com/atstudy/jiuye/atstu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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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TestNG 是使用非常广泛的自动化测试框架，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功能，采用上手容易

的配置文件管理测试流程，解决了自动化测试中的用例驱动和管理问题。TestNG 强大的

功能，离不开其丰富的注解机制，注解丰富且含义明确，让使用者见名知意。除了常见

的@Test、@Before*、@After*注解外，注解所具有的修饰词也是非常丰富且复杂的。

groups、dataProvider 等是使用非常频繁的修饰词，本文介绍出场率不是特别高的

dependsOnMethods 和 dependsOnGroups。 

事实上，本文的写作灵感来自一次 dependsOnMethods 的踩坑记录。在实际项目

中，为保证测试方法按序执行，采用了 dependsOnMethods 修饰词，结果引发了一系列

问题。本文首先简单介绍 TestNG 的注解，给出注解关键字本身的含义和匹配使用的修

饰词意义。之后给出 dependsOnMethods 的一般使用方法和软硬依赖的实施策略，从中

引出本文踩中 dependsOnMethods 的深坑，之后给出替代的方案。最后引申分析

dependsOnGroups 的类似使用方法、问题和解决方案。 

2. dependsOnMethods 来源-TestNG 注解简介 

TestNG 是灵感来自 JUnit 和 NUnit 的自动化测试框架，其中的 NG 表示 Next 

Generation，即下一代的含义。该框架功能强大、使用方便，在测试的各个领域都有非

常广泛的应用。 

该框架继承了 JUnit 的注解模式，通过丰富的注解完成强大的功能。具体包括如下

注解。 

注解 注解方法 修饰词 

@BeforeSuite 在该套件的所有测试都运行在 在存在父类子类继承关系时，左侧的注

TestNG 关键字 dependsOnMethods

踩坑记 

 

作者：王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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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的方法之前，仅运行一

次。 

解如果在父类存在，则会被子类继承。

这对于将测试环境准备集中在一个通用

父类完成。此时，TestNG 会确保

@Before 方法根据继承的顺序执行，即

父类先行，然后验证继承链，按序向下

执行；@After 方法逆序向回执行，直

到第一个父类。 

alwaysRun：对于全部的@Before 方

法，除@BeforeGroups 之外，该属性置

为 true，则无论该方法属于哪个组，都

会运行。对于全部@After 方法，如果

设置为 true，则即使之前的测试方法出

现失败或跳过，该@After 方法也会执

行。 

dependsOnGroups：该方法依赖的组列

表。 

dependsOnMethods：该方法依赖的方法

列表。 

enabled：该方法或类是否启用。 

groups：该方法或类所属组列表。 

inheritGroups：设置为 true 时，该方法

会继承所属类的@Test 注解指定的组列

表。 

onlyForGroups：只针对@BeforeMethod 

和@AfterMethod 生效，如果指定，则

该@BeforeMethod 和@AfterMethod 方

法，仅会在属于该组列表的测试方法执

行的时候，才会被激活。 

@AfterSuite 

 

在该套件的所有测试都运行在

注解方法之后，仅运行一次。 

@BeforeTest 

 

注解的方法将在属于<test>标

签内的类的所有测试方法运行

之前运行 

@AfterTest 

 

注解的方法将在属于<test>标

签内的类的所有测试方法运行

之后运行。 

@BeforeGrou

ps 

 

配置方法将在之前运行组列

表。 此方法保证在调用属于

这些组中的任何一个的第一个

测试方法之前运行。 

@AfterGroups 

 

此配置方法将在之后运行组列

表。该方法保证在调用属于任

何这些组的最后一个测试方法

之后运行。 

@BeforeClass 

 

在调用当前类的第一个测试方

法之前运行，注解方法仅运行

一次。 

@AfterClass 

  

在调用当前类的第一个测试

方法之后运行，注解方法仅

运行一次 
 

@BeforeMeth

od 

 

注解方法将在每个测试方法之

前运行。 

@AfterMetho

d 

注解方法将在每个测试方法之

后运行。 

@DataProvide

r 

该方法为提供测试数据的方

法。方法必须返回二维数组

Object[][]，其中每一组

Object[]为测试方法的一组测

试数据。以@Test 注解的方法

会尝试从该方法中获取指定的

同名数据。 

name：提供的数据名称，如果没有指

定，会自动设定为该方法的名字。 

parallel：默认为 false，如果设定为

true，数据会并行生成。 

@Factory 

标记该方法为一个工厂方法，

返回值作为 TestNG 的测试

类，必须返回 Object[]。 

 

@Listeners 定测试类的监听器。 
value:监听器数组，监听器是继承与

org.testng.ITestNGListener 的类。 

@Parameters 
传递给@Test 注解的方法的参

数。 
value:传递的参数列表。 

@Test 标记该类或方法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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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NG 的注解是以注解关键字和修饰词组成，修饰词实际是一组 key-value 的键值

对，通过注解传递给 TestNG，根据 TestNG 的处理逻辑进行处理。上述注解的@Test 的

修饰词比较多，集中说明如下： 

修饰词 作用 

alwaysRun 

 

如果设置为 true，即使该方法依赖的方法失败了，该方法依然

会执行。否则，该方法会跳过。 

dataProvider 提供给该方法的测试数据名称。 

dataProviderClas

s 

提供测试数据的类，如果没有指定需要测试数据的方法会在当

前类，或当前类的父类尝试寻找。如果使用该属性指定测试数

据提供类，则提供测试数据的方法需要设定为 static，否则无法

调用。 

dependsOnGroup

s 
该方法依赖的组列表。 

dependsOnMetho

ds 
该方法依赖的方法列表。 

description 该方法的描述信息。 

enabled 是否启用该方法/类。 

expectedExceptio

ns 

测试方法期望抛出的异常列表，如果该方法没有抛出任何异

常，或者抛出的异常不属于配置列表中的，则该方法会置为测

试失败。 

groups 该方法/类所属的组列表。 

invocationCount 
方法被调用的次数。 

 

invocationTimeO

ut 

测试执行的超时时间，invocationCount 次数的累积时间，以毫

秒计数。如果 invocationCount 未指定，则该值无效。 

priority 测试方法的优先级，数字越小级别越高，高级的会先执行。 

successPercentag

e 

测试方法期望的执行成功百分比。 

 

singleThreaded 

如果设置为 true，TestNG 会确保该测试类的全部测试方法运行

在一个线程中，即使该测试设定的并行级别为

parallel="methods"。该属性只能应用在 class 上，TestNG 忽略

在 method 上的该修饰。注意：该修饰当需要串行执行时使

用，目前不推荐使用(deprecated)。 

timeOut 测试方法执行超时时间，以毫秒计数。 

threadPoolSize 

该方法的线程池大小。当设定方法的 invocationCount 属性

后，方法会议多线程的方式运行。注意：如果 invocationCount

属性没有设定，则该属性会被 TestNG 忽略。 

本文关心的注解为 dependsOnMethods 和 dependsOnGroups，主要说明前者，后者

作为引申阅读简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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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pendsOnMethods 基本使用 

dependsOnMethods 作为 TestNG 的修饰词，可以对@Before*、@After*和@Test 进行

修饰，这些注解都是针对测试方法使用的，所以 dependsOnMethods 作用是注入该测试

方法依赖的测试方法列表。 

通常测试方法依赖其他测试方法，主要的目的是要求测试方法以固定顺序执行测试

方法，例如： 

确保运行相关测试方法前运行且成功特定个数的测试方法； 

需要使用测试方法作为其他测试的初始化方法，如果使用@Before*或@After 的方

法不记录最终的报告。 

一个简单的示例：测试类源码 

 

TestNG 配置文件 

 

运行结果： 

 

去掉依赖的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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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pendsOnMethods 详细介绍 

dependsOnMethods 的使用方法有两种，为描述方便称 dependsOnMethods 修饰的测

试方法为方法，被依赖的方法称为被依赖方法： 

硬依赖：所有方法依赖的被依赖方法必须运行且成功。如果被依赖方法列表中有一

个失败，则 TestNG 不会运行方法，标记方位为跳过。 

示例： 

 

运行结果： 

 

这里可以看到，method_a 硬依赖的方法 method_b 运行失败，method_a 并未执行，

标记为 Skip。同时也可以看到，dependsOnMethods 的方法列表是不能决定最终的被依赖

方法的顺序的，如果需要 method_c 方法在 method_b 方法前运行，需要指定 method_b

方法的依赖 method_c 方法。 

软依赖：TestNG 永远运行方法，及时存在被依赖方法运行失败。这适用于我们只要

求全部方法以特定顺序运行的场景，事实上此时方法运行的成功与否与被依赖方法并没

有真正的依赖关系。通过在方法中设定 "alwaysRun=true"的修饰词实现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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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运行结果： 

 

这里可以看到，虽然 method_a 软依赖的方法 method_b 运行失败，但 method_a 依然

执行。 

5. dependsOnMethods 潜在问题 

dependsOnMethods 能够确保测试方法按照确定的顺序进行，貌似很完美。但当存在

多个测试类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比如下面的示例。 

第一个测试类： 

 

第二个测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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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NG 配置文件： 

 

由于配置了 preserve-order 的属性，所以我们期望的运行结果是：首先将

demo.dependsOnClass1 的全部方法按照特定的顺序运行完成，之后运行

demo.dependsOnClass2 的测试方法，实际的运行结果： 

 

可以看到，首先运行了 demo.dependsOnClass1 和 demo.dependsOnClass2 的被依赖方

法，再按照 class 的顺序运行其他测试方法。 

这个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在 UI 自动化测试中测试方法需要在特定的界面进

行测试，如果运行了其他测试类的被依赖方法，该测试类的测试方法的初始界面就无法

保证了。比如上述 dependsOnClass1 中的 class1_method_a 是测试修改用户信息的用例，

被依赖方法的作用在于添加预置的待修改用户，完成后停留在用户管理界面；而

dependsOnClass2 的 class2_method_a 是测试添加主机信息的用例，被依赖方法的作用是

进入主机信息管理界面。此时按照当前的情况，就会导致 class1_method_a 基于主机信息

管理界面进行测试，结果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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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将所有测试方法都基于一个基础界面完成，但这无形中加大了复

杂度，增加了出错的可能。同时，目前是两个测试类的依赖情况，如果多个类的时候，

情况会更复杂，测试方法的执行顺序会更加烧脑。 

上述示例测试的是在同一个 test 标签内的 dependsOnMethods 情况，如果在不同的

test 中又是怎么样的呢？ 

增加两个示例类，源码与 demo.dependsOnClass1 和 demo.dependsOnClass2 类似。

TestNG 配置文件修改如下： 

 

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不同 test 间的测试方法运行还是按照既定的顺序的。当然，这是基于 

parallel="tests" thread-count="1"的配置前提下，如果是 parallel="tests" thread-count="2"，

就会是另一番景象。 

同一个 test 标签内的 dependsOnMethods 引起的运行顺序问题，让我深深的踩进了坑

中，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 Stack Overflow 中找到了类似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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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就是 TestNG 就是这样设计的，对于同一 test 标签内的所有测试方法，

无论是否是同一测试类，都会将被依赖的方法先运行，再处理剩下的测试方法。使用

dependsOnMethods 会让测试代码的逻辑变得非常复杂，但是测试方法按特定顺序执行的

需求如何实现呢？有没有替代方案？ 

6. 替代方案 

6.1、group-by-instances 方法 

通过修饰词 group-by-instances 能够将上述问题解决。测试类依然是

demo.dependsOnClass1 和 demo.dependsOnClass2，TestNG 配置文件修改如下： 

 

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运行每个测试类的被依赖方法， 之后是该类的测试方法；然后是第二

个测试类的被依赖方法……但是，会发现有另一个问题，此时 preserve-order="true"失效

了。上述配置应该先运行 dependsOnClass1，之后运行 dependsOnClass2。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通过查阅很多资料，很多人遇到该问题，有人猜测是 TestNG

的逻辑 Bug。当使用 group-by-instances 时，preserve-orde、priority 类似都会失效。或者

并不是 Bug，但 TestNG 的内在逻辑，表现出来的就是，二者无法并存，结果目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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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预期。 

6.2、methods-include 方法 

使用 dependsOnMethods 目的在于将测试方法按确定的顺序执行，methods-includes

方法可以实现该需求。 

测试代码去掉 dependsOnMethods 说明，以 demo.dependsOnClass1 为例： 

 

TestNG 配置文件修改如下： 

 

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运行每个测试类的被依赖方法， 之后是该类的测试方法；然后是第二

个测试类的被依赖方法……并且先运行 dependsOnClass1，之后运行 dependsOnClas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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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按照测试需求运行。 

使用 methods-includes 方法，会使得 TestNG 配置文件变得臃肿复杂，有利有弊。 

7. dependsOnGroups 引申阅读 

7.1、使用方法 

dependsOnGroups 使用方法与 dependsOnMethods 类似，示例代码如下。 

 

TestNG 配置文件如下： 

 

执行结果： 

 

软硬依赖，即 alwaysRun 的使用方式与 dependsOnMethods 一致，此处略。与

dependsOnMethods 不同的是，dependsOnGroups 还可以通过配置文件指定依赖。上述代

码修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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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修改如下： 

 

执行结果如下： 

 

7.2、潜在问题和替代方案 

与 dependsOnMethods 类似，dependsOnGroups 当存在多个测试类的时候，运行顺序

无法满足需求。测试代码 dependsOnGroupsClass1： 

 

测试代码 dependsOnGroupsCla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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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NG 配置文件： 

 

运行结果： 

 

可见于 dependsOnMethods 一样，在同一 test 标签内的所有测试方法，无论是否是同

一测试类，都会将被依赖的方法先运行，再处理剩下的测试方法。 

解决方法也是类似的，使用 methods-include 方法。具体代码省略，最终运行结果如

下。 

 

8. 总结 

TestNG 通过注解实现了非常强大的功能，但有些注解单从字面理解还算明确，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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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稍微复杂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不符合预期的工作结果。本文从 TestNG 的注解介绍开

始，引出 dependsOnMethods 和 dependsOnGroups 的需求场景和使用方法，并指出其问

题。为防止其他使用该关键字的工程师们不再踩坑，给出了替代的解决方案。 

在使用 dependsOnMethods 和 dependsOnGroups 时，一定要做好多个 class 标签、多

个 test 标签的验证。如果需要满足测试方法按既定顺序执行，推荐使用 methods-include

方法。顺序完全可控，通过配置文件也能够完全获取测试方法的执行顺序。 

本文使用的 TestNG 版本：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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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测试驱动开发的 3 个关键因素 

◆译者：枫  叶   

 

从戴维恩斯坦教软件开发者们如何更有效地以测试驱动开发的 10 年来，他学会了

掌握测试驱动开发的 3 个关键组成部分：理解它真正是什么，使代码稳定可测，并且获

得实际动手经验。让我们看这些因素，找到它在你的项目中为有效地使用测试驱动开发

带来什么。 

在过去 10 年来，我有教数千个专业软件开发者如何有效地测试驱动开发的权利。

从这些经验中，我学会了测试驱动开发的 3 个关键因素：理解它真正是什么，使代码确

实可测试，并且获取一手的经验。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去看看使用测试

驱动开发能有效地在你的项目中带来什么。 

1、理解什么是测试驱动开发 

有效的测试驱动开发的第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它真正是什么。我发现有很多关

于如何恰当地做测试驱动开发的错误想法，并且测试驱动开发是那种，如果你做错了，

你会经常付出一个很高的代价的实践。 

在这篇短的文章中有更多的介绍测试驱动开发，但是我注意到的其中一件事是对人

们来讲更有挑战的是人们把测试驱动开发想象成测试或者质量保证的一种形式。我认为

在做测试驱动开发时，这是错误心态。 

QA 的思维模式是在思考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找到保证它不再发生的方法。开发的

思维模式更乐观，专注于发生的事情，为了事情顺利进行。 

不考虑将测试驱动开发作为测试代码的一种方式，我想把测试驱动开发想成系统特

殊行为的一种方式。这引导我创造非常不同的测试种类，它趋向于将来更有弹性地改

变，因为我正在验证行为而不是测试代码块。 

术语“单元测试”也有点误解,假如我们在写代码之前写测试，那么它实际上不是一

次测试，因为当我们写它时，没有可测试的东西。在这个点上叫它一次测试有点奇怪。

反之，我想要把它认为是一种假说。当我们在写代码之前写测试时，我们在假定代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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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行，我们需要通过什么，以及将返回什么。 

这类似于我们如何接近科学。我们不能随机运行实验。我们经常开始一种假设：我

们正在尝试通过或不通过的东西。我们能想出一个实验去通过或者不通过我们的假设。

把你的实验考虑成假设，并且你写的代码是为了使测试作为一种实验通过，来证明这个

假设。 

但更大的误解是，我发现人们在尝试 TDD 时真的会挂起电话，这是他们认为“单

元”的意思。对很多开发来讲，当他们在“单元测试”里看到术语“单元”，他们想到

一段代码，像一个方法或者一段声明，或者甚至一行简单的代码。这不是本文中“单

元”的含义。就像我理解它的，术语“单元”被接受成强调一个功能独立的单元。 

理想情况下，我们后面的行为是对我们正尝试获取的验收标准的间接支持。当单元

测试也是验收测试时，我们自然得到需求可追溯性和可验证性。 

一个“行为单元”可能包含一些以合作为工作目的的对象。举个例子，在拍卖中测

试投标规则可能需要一个卖方对象来创建一个拍卖对象和一个投标人对象在拍卖中投

标。有些人将把它作为一次集成测试，因为它包含一些对象的交互。我把它称为一个单

元测试，因为我正在测试投标行为的一个单元。 

我经常发现当我们关注于可以满足验收标准的附加特性时，我们编写的代码的维护

成本要低得多，因为设计更容易理解和扩展。 

2、使不可测试的代码可测 

学习测试驱动开发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掌握一系列使不可测试的代码可测试的技

术。很多已存在的代码是很难测试的，并且当我们不得不和那些代码交互时，很难让它

接受测试。 

通过我参观的很多公司，我在代码中看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了使用一项服务，一

位顾客将被实例化并且直接呼叫那项服务。从外部来看，服务和服务的客户端似乎是相

同的，不能被拆分。但是，当这一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反复进行时，它使系统成为一个纠

缠在一起的代码鼠窝，不可能独立地进行分离和测试。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称为依赖注入的技术。你可能很熟悉依赖注入框架的独

立性，比如 Spring。但是你能手动地注入依赖，不使用一个框架。代替使一个对象实例

化一个服务然后使用它，我们委托实例化成一个不同的对象，然后将引用传递给使用它



 

 

35  

 

《51 测试天地》五十一(上) 

www.51testing.com 

的客户端。 

允许对服务的引用传递给服务的使用者，当我们测试时让我们传入假。它是一个简

单的概念，对做小的、可测试的单元行为和分开整体的代码是相当重要的。 

我可以通过几种虚拟来代替依赖。一个通过简单的归类和覆盖你的代码交互的方法

来创造手工模拟的方法。你可以调用你的 mock 的覆盖方法，而不是调用真正的依赖关

系，它能返回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记住，我们这儿的目标是测试我们的代码可交互与外

部依赖，而不是它自身的依赖。 

3、做测试驱动开发的经验 

拥有编写良好的行为测试和能够编写好的、可测试的代码的技能，只是掌握测试驱

动开发所需的部分内容。第三和最重要的掌握测试驱动开发的因素是体验去做它。当开

发者做了测试驱动开发并且看到他们的测试如何立即捕捉问题——结果是他们的代码有

多好——他们开始在项目中做测试驱动开发。 

在绿色田野项目中学习测试驱动开发是有用的，因为在遗留代码上进行测试驱动开

发会有更多复杂性。这本身就是一个完成的学习领域，在项目中有一些优秀的书。我想

每一个专业软件开发应该读马丁福勒的重构：改进已有代码的设计。而且如果你正在遗

留代码上工作，然后你也应该读迈克尔西羽毛的有效率地同老代码工作——并且不要

忘了查看一下我的书，在遗留程序之上：9 种扩展你的软件生命（和价值）的实践。 

当我首次启动教软件开发关于测试——驱动开发，我给他们关于真正的测试驱动开

发以及如何使不可测试的代码可测试的讲座。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我们没有在一个项

目上一起实践 TDD，所以它没有坚持下去。6 个月后我将返回，在团队中没有人再做测

试驱动开发了。 

但是当我开始包括 12 个小时的实践练习使用测试驱动开发作为培训的一部分，我

看到人们做了一个彻底的转变，因为他们看到了做 TDD 的好处。这确实是我们学习和

得到新行为的唯一的方法：通过做它们并且向我们证明它们是有价值的。你不能从听别

人说一个话题而获得经验。 

理解真正的测试驱动开发是什么，知道如何使不可测试的代码可测，在项目中做测

试驱动开发获取实践经验的好处是掌握测试驱动开发的 3 个关键因素。当开发有这 3 个

关键因素时，他们为测试驱动开发而感到高兴，并且在他们的项目中持续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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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什么是 GeckoDriver，首先我们需要了解 Gecko 和浏览器引擎。这个教程

涵盖了 GeckoDriver 的所有特点，这里完整的叙述了这些特点。 

所以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什么是 Gecko，什么是浏览器引擎？ 

什么是 Gecko? 

Gecko 是一种浏览器引擎。有几个应用需要用到 Gecko。尤其是，火狐公司开发的

应用。Gecko 也支持一些开源的项目。Gecko 是由 C++和 JavaScript 开发的。 

最新的版本是 Rust 写的。Gecko 一种免费开源的浏览器引擎。 

什么是浏览器引擎? 

浏览器引擎只是一个软件程序。这个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内容（像 HTML，

XML，图片）&格式化信息（像 CSS）并且在屏幕上显示格式化后的内容。浏览器引擎

也被称作布局引擎或者渲染引擎。 

像浏览器、邮件客户端、电子书阅读器、在线帮助等工具，需要展示网页内容。为

了展示这些内容，浏览器引擎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是这些工具的一部分。每个浏览器都有

不同德浏览器引擎。 

下面的表格列出了浏览器和对应使用的浏览器引擎。 

 

 

如何在 Selenium 项目中使用
GeckoDriver 

 译者：小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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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ko 可以在下面的操作系统中直接使用： 

 Windows 

 Mac OS 

 Linux 

 BSD 

 Unix 

塞班系统不能使用 

什么是 GeckoDriver? 

GeckoDriver 在 Selenium 脚本中用来连接到火狐浏览器。GeckoDriver 是一个代

理，这个代理可以通过提供的 HTTP 接口和狐火浏览器保持通信(火狐浏览器举例)。 

为什么 Selenium 需要 GeckoDriver? 

火狐 (47 版本及以上) 处于安全的考虑做了些变化，它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驱动直

接和浏览器交互。因此 Selenium2 不能用于最新版本的火狐浏览器。所以要用

Selenium3。 

Selenium3 有 Marionette 驱动。Selenium3 使用代理直接和火狐浏览器交互，这个代

理就是 GeckoDriver。 

如何在 Selenium 项目中使用 GeckoDriver？ 

假设你已经安装了最新版本的 Selenium WebDriver 和火狐浏览器。 

然后从这下载 GeckoDriver。最后，选择匹配你的电脑版本。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selenium-tutorial-1/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selenium-webdriver-selenium-tutoria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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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压文件 

 

添加工程需要的Selenium3库-右击工程 => 建立路径 => 配置路径 => 库 => 添加

jar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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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Lib 文件夹 => 点击 Clt + A =>点击打开 

 

打开后，你会看见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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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 OK. 

现在我们开始编程并且使用系统属性指定 GeckoDriver 路径 

在你的代码中添加如下代码：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gecko.driver”,”Path of the GeckoDriver file”). 

让我们举个例子 

举例 

这是一个简单的脚本，用来使用火狐浏览器打开谷歌网页并且校验浏览器标题。 

Code1: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firefox.FirefoxDriver; 

publicclass First_Class { 

 

publicstatic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gecko.driver","E:\\GekoDriver\\geckodriver-v0.15.0-
win64\\geckodriver.exe"); 

 

WebDriver driver=new FirefoxDriver(); 

driver.get("https://www.google.com/"); 

driver.manage().window().maximize(); 

String appTitle=driver.getTitle(); 

String expTitle="Google"; 

if (appTitle.equals (expTitle)){ 

System.out.println("Verification Successfull"); 

}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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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out.println("Verification Failed"); 

 

} 

driver.close(); 

System.exit(0); 

} 

} 

解释代码 

#1)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导入所有对 WebDriver 接口的引用。然后，

WebDriver 接口会实例化出一个新的浏览器。 

#2)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firefox.FirefoxDriver-导入 FirefoxDriver 类的所有引用。 

#3) setProperty(String key, String value)- 通过关键字和对应的值设置系统属性 

关键字-系统属性的名字，举例：webdriver.gecko.driver. 

值– Address of Gecko Driver’s exe file. 

#4) WebDriver driver=new FirefoxDriver() – 这行代码定义的驱动的变量 WebDriver 

这个参数的值用 FirefoxDriver 的类初始化。没有扩展和插件的火狐配置文件将使用火狐

实例启动。 

#5) get(“URL”)- 用这个方法可以打开浏览器中的链接。这个 Get 方法是使用

WebDriver 的引用变量 driver 来调用的。字符串被传递给 Get 方法，这意味着我们的应用

程序 URL 被传递给这个 Get 方法。 

#6) manage().window().maximize()- 使用这一行代码，我们可以最大化浏览器窗口。 

一旦浏览器打开指定的 URL，就会使用这一行最大化它。 

#7) getTitle()–使用这一行代码，我们将能够获取到网页的标题。这个方法也使用

WebDriver 的引用变量“driver”来调用。我们将这个标题保存在字符串变量“appTitle”中。

#8) Comparison–使用 If 语句比较 appTitle(它通过 driver.getTitle()方法获得)和 expTitle(它

是“谷歌”)。它是一个简单的 If-else 语句。当“If” 条件满足我们输出“校验成功”否则我

们输出“校验失败”。 

if  

(appTitle.equals (expTitle)) 

{ 

System.out.println ("Verification Successful"); 

} 

else 

{ 

System.out.println("Verification Failed"); 

} 

#9) driver.close()– 这行代码用于关闭浏览器。这行代码只关闭当前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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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ystem.exit(0)–这行代码用来终止 Java 程序。因此，建议在这一行之前关闭所有

打开的窗口或文件。 

GeckoDriver 和 TestNG 

代码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我写了一段代码供参考。 

举例: 

让我们看下例子。我们的例子是打开谷歌网页获取标题然后打印出标题。 

Code2: 

import org.testng.annotations.Test;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firefox.FirefoxDriver; 

 

publicclass TstNG { 

 

@Test 

publicvoid f() {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gecko.driver","E:\\GekoDriver\\geckodriver-v0.15.0-
win64\\geckodriver.exe"); 

WebDriver driver=new FirefoxDriver(); 

driver.get("https://www.google.com/"); 

driver.manage().window().maximize(); 

String appurl=driver.getTitle(); 

System.out.println(appurl); 

driver.close(); 

// System.exit(0); 

} 

} 

在编写 TestNG 代码时要注意的要点: 

#1) 在函数中用 System.setProperty(String key, String value)方法 f() 和之前的例子一

样。在那个例子里， 我们把它用在主函数了。但是，在 TestNG 中，没有主函数。如果你

把它用在外部函数中会报错。 

#2) 第二重要的是 System.exit(0).在你的 TestNG 脚本里没有必要加入这行代码。原

因是 –TestNG 脚本运行后，在报告和结果的位置会生成输出文件夹, 如果你的脚本里有

System.exit(0)这行语句，这个文件夹将不会生成，你也看不到报告了。 

添加系统环境变量的步骤 

 右击我的电脑. 

 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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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高级系统设置. 

 单击环境变量按钮. 

 从系统变量中选择路径. 

 单机编辑按钮. 

 单机新建按钮 

 粘贴 GeckoDriver 文件夹的路径. 

 单击 OK. 

不使用 Gecko Driver 遇到的问题 

你也许会遇到如下的问题 

#1) 如果你用的是老版本的狐火浏览器和 Selenium3，那么你会看到下面的报错：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2) 如果你用的是最新版本的火狐浏览器和老版本的 Selenium，那么你会看到下面的报错: 

org.openqa.selenium.firefox.NotConnectedException: Unable to connect to host 127.0.0.1 on port 7055 
after 45000ms 

#3) 如果你用的是最新版本的火狐浏览器和 WebDriver, 没有用 GeckoDriver，那么你会看到下面
的报错: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IllegalStateException: The path to the driver executable must be 
set by the webdriver.gecko.driver system property;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here. The latest version can be 
downloaded from here. 

附加 GeckoDriver 的信息 

我们知道 GeckoDriver 是连接 gecko 核心浏览器（举例：火狐）的代理，它提供了

HTTP 的接口。 

HTTP 接口可以被网页驱动协议解析，网页驱动协议有一些节点，包括本地终端、

短程中孤单、中间节点和端点节点。网页驱动协议描述了这些节点之间的交互。 

本地终端是网页驱动协议的客户端。远程终端是网页驱动协议的服务端，中间节点

起着代理的作用。端点节点在用户使用代理或者其他类似的程序时起作用。 

 

网页驱动发送给 GeckoDriver 的命令和响应被翻译成 Marionette 协议，然后被

https://github.com/mozilla/geckodriver
https://github.com/mozilla/geckodriver/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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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koDriver 传输到 Marionette 驱动。所以我们推断 GeckoDriver 是网页驱动和

Marionette 之间连接的代理。 

Marionette 被分成 2 部分，分为服务端和客户端。命令有客户端发送，服务端执

行。 

这个命令执行工作是在浏览器中执行的。Marionette 是 gecko 原件（Marionette 服务

器）和外部原件（Marionette 客户端）的结合。GeckoDriver 是 R 语言编程的。 

结论 

GeckoDriver 是 Selenium 脚本和基于 gecko 的浏览器(比如 Firefox)之间的中间件。 

GeckoDriver 是一个代理，用于与基于 gecko 的浏览器(例如 Firefox)进行通信。

Firefox(版本 47 及以上)做了一些更改，屏蔽了支持第三方驱动程序直接与浏览器交互。 

这是我们需要使用 GeckoDriver 的主要原因。在脚本中使用 GeckoDriver 的最简单

方法是设置系统属性。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gecko.driver”, ”Path of the Gecko 

Driver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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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然而兴的隐私保护政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最近几个月如果你下载访问一些 App，或者是注册登录

某个网站—尤其是那种要搜集一些你的个人信息的应用，都会看到一个叫“隐私政策”

的告知，只有在你确认“已阅读且同意该政策”后，才能使用该 App 或网站的服务。可

能很多人并不会把这个隐私政策点开仔细阅读，为了使用服务，都是习惯性地在“我已

阅读并同意该隐私政策”前打个勾。 

在百度输入“隐私政策”，你能看到相当多的内容被检索出来。大到行业巨头、世

界 500 强，小到你可能根本没听说过的某网站，都在纷纷公布自己的隐私政策，而且大

多数都是在今年的 4、5 月份做了更新。下面的“隐私政策”截图来自于两个大家都非

常熟悉的公司。 

Apple： 

 

当我们谈隐私安全时，我们在谈些

什么 
作者：zjyforu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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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 

 

如果你对这些悄然而生的“隐私政策”还无感的话，相信以下两则新闻或多或少都

会有所耳闻。 

在今年 3 月 27 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百度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表示，“中国

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他们可以用隐私换取便利、

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当然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如果

这个数据能让用户受益，他们又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就会去使用它的。我想这就是我们

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基本标准。”此言一出，引起一片质疑。为了方便，用户真的

愿意用隐私为代价换取吗？到底是愿意还是无奈？李彦宏选择在 facebook 焦头烂额的时

候说出这样的话，有点意外。而最让人最害怕的，不是他说错了话，而或许是他说了真

心话，是科技巨头对用户核心利益的熟视无睹，成为一种脱口而出。 

就在李彦宏此番言论半个月之后，4 月 13 日，QQ 连夜突然宣布：“QQ 国际版近

日发出通知，宣布将从 5 月 20 日后不再为欧洲用户提供服务。”否则可能面临巨额罚

款。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欧盟于今年 5 月 25 日出台的 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号称史上最严的个人数据保护条例。该条例给予个人对隐私数据更多的控制权，对违规

企业的罚金最高可达 2000 万欧元（约合 1.5 亿元人民币）或者其全球营业额的 4%（高

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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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下文用 GDPR 代替）有多严苛，笔者深有体会。最近

两年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所处项目的各种安全审计和认证。从 17 年 2 季度开始，已经对

GDPR 有所耳闻。但那时对它并没有很特殊的印象，因为同时在负责着多项安全标准的

评估、审核和认证，认为 GDPR 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从 3 季度开始，根据 GDPR 的各

项要求，公司出台了若干评估模版，每个项目的安全负责人要基于自己项目的具体实现

情况进行评估、总结缺陷、识别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最后要跟上一级负责人

进行评审。这是做安全审计和认证的通常流程。这项工作持续了一个季度，在和上层负

责人进行了若干轮评审并达成一致以后，我向项目负责人报告这项工作已经结束。就在

大家皆大欢喜的时候，今年 1 月初，不同的上级部门不间断地以各种方式来审核项目在

某方面是否做到了 GDPR 合规，要求之多、细节之琐碎是我们之前的评审中完全没有提

及的。整个项目团队，从产品经理、到开发测试、运维都处于懵圈状态，不知道 GDPR

到底有多少要求，会持续多久以及我们要向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种稍稍混乱的状态持

续了一个多月，随后又得知，公司进一步细化了 GDPR 的各项标准，要求所有项目组再

次逐项评估，制定改进计划。并强制要求所有的改进计划必须在 5 月 25 日之前完成，

否则 GDPR 不合规，产品不得在欧洲国家售卖。 

什么是 GDPR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大名鼎鼎的 GDPR 到底是什么。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 GDPR，中文称之为《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是欧盟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出台的条例。 

先写几条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规定大家来感受一下。 

对违法企业的罚金最高可达 2000 万欧元（约合 1.5 亿元人民币）或者其全球营业额

的 4%，以高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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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经营者必须事先向客户说明会自动记录客户的搜索和购物记录，并获得用户的

同意，否则按“未告知记录用户行为”作违法处理。 

企业不能再使用模糊、难以理解的语言，或冗长的隐私政策来从用户处获取数据使

用许可。 

明文规定了用户的“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即用户个人可以要求责任方

删除关于自己的数据记录。 

GDPR 对全球的影响 

2018 年 5 月 28 日报道，Facebook 和谷歌等美国企业成为 GDPR 法案下第一批被

告。具体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GDPR 在谈些什么 

那么，当 GDPR 谈“隐私政策”的时候，到底在谈些什么？ 

在网上看一些很有趣的消息，一大批小米用户对小米的新隐私政策感到非常焦虑—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小米会搜集这么多“我”的信息，还可能提供给合作

商。很多人都在纠结要不要拒绝，但是拒绝就意味着不能继续使用服务。 

我快速地阅读了小米的新隐私政策，发现其已经将一些 GDPR 的条例纳入其中，例

如如果客户是欧盟用户（注意只是欧盟用户），则可以要求小米删除其个人数据或者是

限制处理个人数据。 

 

作为非欧盟用户的米粉们，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一丝丝伤害。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

政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隐私告知政策，而不是隐私保护政策。当然相比之前有进步，因

为更加透明。之前或许也搜集了大量的用户个人数据，但是却没有进行告知。 

相比这种告知性的政策，GDPR 的设计意图是保护个人信息，并赋予公民对信息更

大的控制权，从而对企业作出限制和规定。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史上最严的个人数据保护政策都谈了些什么： 

GDPR 的主要目标： 

协调欧盟成员国间的数据保护法规；GDPR 作为条例可直接适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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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欧盟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赋予数据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充分控制权  

 通过对政策和程序的重点关注加强合规力度  

 增加对薄弱措施和薄弱安全性的曝光 

 提高对安全数据流的关注度  

 提出罚款金额更高的新处罚制度 

我们先来了解一些术语，在后文中会反复提到： 

个人信息：简单来说，是指可用于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身份的任何信息。例如你的

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身份证号，医疗记录等等。 

数据主体：信息相关之个人 

数据控制者：自然人或法人、公共机关或其他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手段的实

体。 

数据处理者：自然人或法人、公共机关或其他代表数据控制者处理个人信息的实

体。 

注意：数据处理者不决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或方式。他们仅可按照数据控制者决定的方

式处理个人信息。 

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 

无论何时，收集个人信息或计划将个人信息进一步用于其他目的，都必须向数据主

体提供隐私声明。 

企业必须出于正当的合法目的处理个人信息。根据 GDPR，处理个人信息有六种适

用的法律依据。 

哪种法律依据最为适用要取决于处理目的以及与数据主体的关系。在开始处理个人

信息前，必须确定适用的法律依据。 

第一依据 同意 

数据主体同意出于特定目的处理个人信息。同意若要有效，必须： 

自愿给予：数据主体不得迫于压力而同意。他们必须能够随时拒绝或撤销同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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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意是作为某项服务的前提条件，则同意不属于自愿给予（这大概就是国内的很多隐

私政策被称为霸王条款的原因吧，很多条款用户都是被迫同意）。 

知情：应当以清晰简明的语言向数据主体说明其个人信息的用途及分享对象。 

明确：必须通过声明或明确的肯定行动而予以同意，例如勾选选框。沉默、事先勾

选选框（让我想起了支付宝看账单，默认勾选“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一事）、未

操作或未选择退出均不能构成有效同意。 

具体：对于具有多重目的的处理活动，同意的表示应当提供细化选项。 

第二依据 合约之必要性 

处理若要获得允许，则其应为履行与数据主体之合同所必需，或者在签署合同前，

需要应数据主体之要求采取措施。例如，达成就业协议需要处理个人信息（如工资单信

息）。为正确处理个人信息，则无需经过员工同意。 

第三依据 法律义务 

对于数据控制者而言该处理是为遵守法律义务（不包括合同义务）所必要的。 

第四依据 主要利益 

该处理对于保护某人生命而言是必须的。 

第五依据 公共利益 

该处理对于数据控制者而言是必要的，以便其执行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任务或履行官

方职能。该任务或职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第六依据 合法利益 

该处理对于数据控制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而言是必要的。当数据主体的利益、基

本权利和自由（要求保护其个人信息）高于合法利益时，则合法利益的法律依据将无法

适用。 

明确数据控制者或第三方的合法利益，并权衡其与数据主体的利益，这一点至关重

要。 

数据主体的权利 

数据主体拥有以下权利：访问、修改、删除、拒绝、处理限制、可移植性以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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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根据自动处理的结果作出决策。下面我们逐一解读解读各项权利的意义。 

访问 

根据 GDPR，数据主体有权要求确认数据控制者是否正在处理其个人信息，并且在

任何情况下有权在对方收到要求后的一个月内获得这些信息，且不得有任何的不当延

误。 

修改 

数据主体有权更改不准确的个人信息。 

删除 

若没有强制理由继续处理，数据主体有权要求删除或移除其个人信息。这种权利意

味着要以无法恢复的安全方式删除个人信息。 

拒绝 

数据主体有权拒绝： 

出于合法利益、为公共利益执行任务或行驶官方职权而处理个人信息，包括特征分

析 

直接营销，包括特征分析 

出于科学或历史研究和统计 

当数据主体行使此项权利时，除非数据控制者能证明其出于合法强制立场进行处

理，并且其立场高于数据主体的利益，否则处理个人信息将是非法行为，且相关个人信

息必须予以删除。 

处理限制 

某些情况下，数据主体有权阻止或中止处理其个人信息。当个人信息的处理受到限

制时，允许数据控制者储存个人信息，但是不得在将来做进一步处理。 

可移植性 

数据主体有权获得一份个人信息的副本，该副本需要以常用的机器可阅读的方式提

供。 

不得完全根据自动处理的结果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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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体有权不遵守完全基于自动化处理（包括特征分析）作出的决策，这些决策

可能对其产生负面法律影响，或以类似方式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数据控制者仅能在下列情况下执行完全自动化且产生法律或重大影响的决策，即该

决策必须： 

 出于数据控制者和数据主体之间订立或履行合同的必要性； 

 法律授权或基于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 

 数据控制者与数据处理者的义务 

 数据控制者的义务 

指定数据处理者- 指定一个数据处理者时，数据控制者必须确保持有适当的书面数

据处理协议，确保处理实施者是满足 GDPR 适当要求的特定数据处理者。 

数据主体的权利 – 数据控制者必须确保和促成根据 GDPR 数据主体可行使的权

利。他们也有义务及时回应来自数据主体的要求，不得有任何不当延误且最晚在收到要

求后一个月内。 

通知 – 数据控制者必须在 72 小时内通知数据保护机构数据泄漏的消息，在某些情

况下还需通知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还必须持有任何个人信息泄漏的记录，无论是否必

须对其进行通知。 

设计的隐私和默认的隐私 – 根据 GDPR，数据控制者具有实施技术和组织措施的

普遍义务，体现出已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考虑并将其融入处理活动中，而不是一件后知

后觉的事情。 

数据隐私影响评估（DPIA）- 当一项新的数据处理活动很可能将数据主体置于高风

险境地时，数据控制者必须开展数据隐私影响评估（DPIA）。数据控制者借助 DPIA 可

识别并缓解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的风险。 

数据处理者的义务 

遵从数据控制者指示 – 数据处理者需要根据数据控制者的书面指示处理个人信

息。不得将个人信息用于数据控制者要求以外的用途。 

通知数据控制者之法律义务 – 如果数据处理者认为数据控制者的指示与 GDPR 要

求或其他欧盟国家法律冲突，数据处理者必须立即通知数据控制者。也必须通知数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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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者任何数据泄漏的信息，且不得有任何延误。 

指定分包处理者需获批准 – 未获得数据控制者的事先书面同意，数据处理者不得

指定分包处理者（即分包商）。获得特别授权时，分包处理者必须遵照数据控制者和数

据处理者协议中规定的相同条款。 

配合数据保护机构 – 在数据保护机构执行任务时，数据控制者与数据处理者均需

应要求予以配合。 

实施安全措施 – 数据控制者和数据处理者必须实施适当的技术、程序和组织措

施，以保护个人信息免受意外或非法的破坏、损失、更改、未授权泄漏或访问。 

留存记录 – 在 GDPR 中包含有关文档记录的严格要求，这也是数据控制者与数据

处理者的一项共同义务。一经要求，必须向数据保护机构披露这些记录。 

传输个人信息 

欧盟在其公民个人信息向欧盟以外地区传输方面，有着严格规定。任何时候一家公

司跨境传输欧盟公民的个人信息，均需了解跨境数据传输法规。 

欧盟公民的个人信息只能传输（未进行任何额外保障措施）到欧盟认为其数据保护

法规完备的国家/地区。 

在当今的全球市场环境中，公司依赖于跨境分享和传输个人信息。GDPR 试图要求

通过额外的保障措施，以在欧盟和隐私法规相对宽松的其他国家（如美国）保护欧盟公

民的个人信息。 

有多种途径可用于将个人信息传输到数据保护法规不完备的国家/地区。 

一、示范条款 

获欧洲委员会批准及发布的合同条款，即所谓的示范条款，是在欧盟以外地区进行

数据传输最常用的途径。 

二、企业约束规定 

企业约束规定作为跨境转移途径，允许跨国公司以遵循欧洲数据保护法规定的形

式，从欧洲经济区 (EEA) 向其设立于经济区外的关联公司转移个人信息。 

违规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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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听说过一些数据泄漏事件，还有一些没有报道，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007 年，英国政府被迫承认 2500 万的个人记录丢失，这些信息包括个人的银行帐

号和国家保险号。数据是在邮递过程中丢失的。 

2015 年，1.91 亿美国人的选民登记记录通过互联网发布。这些信息包括选民的政治

面貌和投票记录。网民无需密码或身份验证就可以访问这些记录。而这次泄漏仅仅是由

于数据库配置不当导致的。 

根据 GDPR，数据隐私的不当处理将受到极为严重的制裁。 

轻度违规会导致多达 1000 万欧或 2% 全球总营业额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重度违规会导致多达 2000 万欧或 4% 全球总营业额的罚款（以较高者为准）。 

以上就是这个号称史上最严的隐私数据保护条规的主要内容，在今年 5 月 25 日强

制执行。很多跨国企业，如果还想继续做欧盟国家的生意，就必需遵守这个条规的要

求。在笔者所在的公司，为了合规，很多投放市场多年的成熟产品及相关流程都进行了

显著的改动。 

对于信息主体（拥有隐私数据的我们），当然是非常乐见于这样的规范提出并生

效。而作为测试人员的我们，又多了一项需要掌握的技能。个人认为，对产品的安全性

以及隐私保护的验证会发展成为测试工作的一个新的分类。对此有兴趣的同行们，现在

就开始你的学习和积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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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接口工具束缚 

- 使用测试工具解决产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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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NG 数据驱动的袖里乾坤 

- 转变你的移动端测试方法 

- 聚焦回归测试 

- 如何更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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