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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沐已经很久没有写文章了，原因有三个：要么“懒”，要么“忙”，要么“懒”。

但是接触到 Cypress 后，真的非常想给大家安利这个 UI 自动化测试神器了。以前也接触

了一些测试框架，但是 UI 自动化测试的投入产出比始终较低。我一直在思考 UI 自动化

有用吗？直到遇到 Cypress 后我明白了，有人用就有用，没人用就没用，UI 自动化脚本

往往投入的时间成本比较高，如果使用者仅仅是测试人员，那么产生的效益就会很低，

如果使用者是整个产品部门，那么价值就会显现出来。而传统的自动化框架，安装较为

繁琐，即使我们写好脚本，研发同学也不愿意去安装使用。而 Cypress 是基于 node.js 环

境的，安装则极为便利，如果我们测试人员维护好了自动化脚本，就可以直接将 js 脚本

分享给研发人员，辅助研发人员进行自测。如果能将 UI 自动化普及到整个部门都去使

用，辅助提升产品研发效率，那 UI 自动化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第一章、框架介绍 

1.1、Cypress 简介 

官网地址：https://docs.cypress.io 

官网的首页有一句标语“The web has evolved.Finally, testing has too.” 

意思是 Web 已经进化了，最终，测试也是。而对于 Cypress 的介绍则是“Fast, easy 

and reliable testing for anything that runs in a browser.”翻译为“对浏览器中运行的任何内

容进行快速、简单和可靠的测试”。Cypress 是一种 E2E 测试框架，即 end to end 测试。

同类型的框架还有 Testcafe 等。但是 E2E 测试似乎是比较冷门的模块，而 Cypress 使得

E2E 测试更加简单。Cypress 框架安装成功后，example 文件中还有很多的 demo，有助

于我们更快的了解和学习该框架。Cypress 也可以说是 web UI 自动化的完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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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中将简单描述 Cypress 的优势。 

1.2、Cypress 优势 

（1）安装简单 

毫不夸张的说，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10 分钟就可以安装好 Cypress 框架，一天则

可以入门，写一些简单的用例。 

（2）运行速度快 

相较于 Selenium 来说，Cypress 的运行速度真的是相当快了，它不需要 web driver

来驱动浏览器。 

（3）脚本实时调试 

 在脚本编写过程中，只要编辑器中进行保存，脚本就会自动运行，可以快速高效

的知道脚本是否正确。 

（4）兼容性测试 

目前 Cypress 已经支持 Chrome 和 Firefox 两款主流浏览器，在 GUI 界面可以非常便

捷的切换浏览器进行兼容性测试。 

（5）失败用例自动保存截图 

脚本运行失败后，会在..\cypress\screenshots 文件夹下面自动保存失败用例的截图，

方便我们追踪道失败用例的原因。 

（6）运行过程自动录制视频 

脚本运行完成后，会在..\cypress\videos 文件夹下自动保存脚本运行过程录制的视

频。 

（7）人人可用 

沐沐觉得这个框架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人可用”，Cypress 不但可以帮助测试人员进

行版本回归测试，浏览器兼容性等测试，还可以辅助研发人员进行自测，甚至可以辅助

去造一些测试数据，只要是 web 端手工不断重复的工作，都可以用 Cypress 辅助完成。 

第二章、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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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下安装步骤是基于 Windows10。 

2.1、安装 node.js 

1、官网下载地址：https://nodejs.org/en/download/； 

2、傻瓜式安装，安装后查看是否安装成功：node –v； 

3、最新版的 node 在安装时同时也安装了 npm，查看 npm 版本：npm -v； 

4、

具体安装步骤参考菜鸟教程： 

https://www.runoob.com/nodejs/nodejs-install-setup.html 

2.2、安装 Cypress 

1、cmd 进入命令行模式，进入 D 盘创建一个文件夹：mkdir Crypress_project； 

3、进入新创建的文件夹下面：cd Crypress_project； 

4、初始化项目：npm init -y； 

5、安装 cypress：npm i cypress -S -D；安装成功截图如下： 

https://nodejs.org/en/download/
https://www.runoob.com/nodejs/nodejs-install-setu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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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打开 package.json 文件，将里面的内容全部删除，复制上去以下代码： 

{ 

      "scripts": { 

      "cypress": "cypress open" 

     } 

    } 

2.3、运行 Cypress 

1、运行命令： npm run cypress； 

2、Cypress 窗口正常打开不报错，即环境安装成功。 

3、examples 中是 Cypress 提供的 demo，点击即可运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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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实际案例 

由于沐沐工作中的项目不方便作为案例，所以将以登录禅道记录缺陷作为 demo，

这样案例更具有参考性。 

1、脚本代码如下： 

describe("禅道录入缺陷", function(){ 

    //登录模块 

    beforeEach("登录系统",function () { 

        cy.visit('url') 

        //输入用户名 

        cy.get('#account') 

            .type("账号") 

            .should('have.value', '账号'); 

        //输入密码 

        cy.get('[name="password"]') 

            .type("密码") 

            .should('have.value', '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 

        cy.get('#submit') 

           .click(); 

    }); 

    it("提交 bug", function(){ 

        //点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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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get('[href="/zentao/qa/"]') 

            .click(); 

        //点击 bug 

        cy.get('[data-id="bug"] > a') 

            .click(); 

       //点击【提 bug】按钮 

        cy.get('#createActionMenu > a.btn') 

            .click(); 

        //点击影响版本 

        cy.get('#openedBuild_chosen > .chosen-choices') 

            .click(); 

 

        //选择主干 

        cy.get('.active-result') 

            .contains('主干') 

            .click(); 

        //输入 bug 标题 

        cy.get('#title') 

            .type("bug 标题") 

            .should('have.value', 'bug 标题'); 

        //点击【保存】 

        cy.get('#submit') 

            .click(); 

        //断言是否新增成功 

        cy.get('.datatable-wrapper > .table > tbody > .text-center > .text-left > a') 

            .contains('a', 'bug 标题') 

            .should('be.visible'); 

    }); 

}); 

2、脚本存放位置：在..\cypress\integration 文件夹下面可以自定义文件存在脚本。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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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中用例单击即可运行，如下图： 

 

4、运行成功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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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定位方式 

Cypress 支持 id、name、class、css、text、xpath 等多种定位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 xpath 定位需要额外安装 cypress-xpath 库。 

4.1、xpath 定位 

1、官网地址：https://github.com/cypress-io/cypress-xpath 

2、安装命令：npm install -D cypress-xpath 

3、在 cypress/support/index.js 文件中增加：require('cypress-xpath') 

https://github.com/cypress-io/cypress-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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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位举例，如下代码： 

 

（1）xpath 定位举例： 

cy.xpath('//span[contains(text(),"新增主项")]') .click(); 

（2）class 属性定位举例： 

cy.get('.el-icon-plus').click(); 

4.2、Demo 定位说明 

元素定位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将以我的 demo 进行说明，demo 中的定位方式不一定

是最佳的但是都是正确有效的，在此详细说明，只是方便像我一样的测试小白进行参

考。 

（1）通过标签名进行定位 

代码如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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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方式如下： 

//点击测试 

cy.get('[href="/zentao/qa/"]') 

    .click(); 

（2）通过父级的 date-*属性进行定位 

代码如下截图： 

 

定位方式如下： 

//点击 bug 

cy.get('[data-id="bug"] > a')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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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 i 标签的 class 属性进行定位 

代码如下截图： 

 

定位方式如下： 

//点击【提 bug】按钮 

cy.get('.icon-plus') 

      .click(); 

（4）通过父级的 id+子级的 class 属性进行定位 

代码如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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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方式如下： 

//点击影响版本 

cy.get('#openedBuild_chosen > .chosen-choices') 

    .click(); 

（5）通过 class 属性+文本进行定位 

代码如下截图： 

 

定位方式如下： 

//选择主干 

   cy.get('.active-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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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s('主干') 

    .click(); 

（6）过 id 进行定位 

代码如下截图： 

 

定位方式如下： 

//输入 bug 标题 

cy.get('#title') 

    .type("bug 标题") 

    .should('have.value', 'bug 标题'); 

（7）通过相对定位的并且断言是否新增成功（不推荐使用相对定位的方式） 

代码如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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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断言方式如下： 

//断言是否新增成功 

cy.get('.datatable-wrapper > .table > tbody > .text-center > .text-left > a') 

    .contains('a', 'bug 标题') 

    .should('be.visible'); 

第五章、登录封装 

每一个用例都首先需要登录，在 UI 自动化脚本中一般是四个步骤，跳转到对应的

URL、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点击登录等，但是每个用例如果都是这样写代码就会显

得冗余，因此可将登录模块代码进行封装。 

1、常规登录代码举例，代码如下： 

//登录模块 

beforeEach("登录系统",function () { 

    cy.visit('url') 

    //输入用户名 

    cy.get('#account') 

        .type("账户") 

        .should('have.value', '账户'); 

    //输入密码 

    cy.get('[name="password"]') 

        .type("密码") 

        .should('have.value', '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 

    cy.get('#submit') 

       .cli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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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cypress/support/commands.js 文件中，自定义登录命令，代码如下： 

///登录禅道 

Cypress.Commands.add('login_zentao', (name, password) => { 

    cy.visit('url') 

    //输入用户名 

    cy.get('#account') 

        .type(name) 

        .should('have.value', name); 

    //输入密码 

    cy.get('[name="password"]') 

        .type(password) 

        .should('have.value', password); 

    //点击登录按钮 

    cy.get('#submit') 

        .click(); 

}); 

3、每个用例中直接调用登录命令： 

//登录模块 

beforeEach("登录系统",function () { 

        cy.login_zentao('登录账户','登录密码').wait(250) 

    }); 

4、用此方法可以再在 cypress/support/commands.js 中定义多个登录环境，在单个用

例中直接调用就会比较方便。 

第六章、报告配置 

1、mochawesome 安装说明：mocha 必须指定 7.1.1， 否则会报错。 

2、安装命令： 

npm install --save-dev mocha@7.1.1 mochawesome mochawesome-merge mochawesome-report-

generator 

（参考这篇文章：http://www.51testing.com/html/87/n-4465287.html 时，文章中写到

“注意： mocha 必须指定 5.2.0，否则会报错；”，然后我安装了 mocha@5.2.0 还是报

错，踩坑两天后才醒悟，版本需要升级了） 

3、配置 cypress.json 文件，代码如下： 

{ 

  "reporter": "mochawesome", 

  "reporterOptions": { 

    "overwrite": false, 

http://www.51testing.com/html/87/n-44652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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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true, 

    "json": true 

  } 

} 

4、编写生成报告的脚本，在 cypress 同级目录下新增 scripts 文件夹，文件夹下面新

增 cypress.js，代码如下： 

{ 

    const cypress = require('cypress'); 

    const fse = require('fs-extra'); 

    const {merge} = require('mochawesome-merge'); 

    const generator = require('mochawesome-report-generator'); 

 

    async function runTests() { 

        await fse.remove('mochawesome-report'); 

        const {totalFailed} = await cypress.run(); 

        const jsonReport = await merge(); 

        await generator.create(jsonReport); 

        process.exit(totalFailed) 

    } 

    runTests() 

} 

5、package.json 文件添加启动脚本，代码如下： 

"scripts": { 

  "cypress": "cypress open",             //正常运行 cypress 的命令 

  "report": "node scripts/cypress.js"    //运行生成 mochawesome 报告的命令 

}, 

6、运行命令：npm run report；运行过程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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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行完成后，打开报告路径：..\Crypress_project\mochawesome-report\ 

报告截图如下： 

 

第七章、踩坑记录 

问题 1：cypress 安装完成后直接运行，报错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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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原因：package.json 文件中没有定义运行命令； 

解决方案：打开 package.json 文件，将里面的内容全部删除，复制上去以下代码： 

{ 

  "scripts": { 

   "cypress": "cypress open" 

  } 

} 

问题 2：mochawesome 报告相关库安装完成后，无法运行报告，报错截图如下： 

 

问题原因：是因为安装的 macha 版本与 mochawesome 版本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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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mochawesome@5.0.0 对应 macha@7 以上的版本； 

第八章、结束语 

也许有些同学会觉得自己熟悉的语言是 python，并不熟悉 js，所以不会去尝试这个

框架，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沐沐也不会 js，但是沐沐会百度、会 copy、会一点英语，就

已经足够去写正常的 UI 自动化脚本了。适合自己产品的才是最好的。沐沐工作中使用

的前端框架是 vue，所以调研了很多 UI 自动化框架后，Cypress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mailto:mochawesome@5.0.0对应macha@7以上的版本；


 

 

20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下) 

www.51testing.com 

 

 

 

 

一、前言 

不禁叹声气，唉~上一期到这一期真的恍若隔世，真的世界乱套了，目前国内真的

比较平稳，而国外真的像地狱一样：用超大的冷冻车装载尸体，想象都不寒而栗是的，

这不是恐怖片，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类真的如此脆弱，脆弱地不堪一击；好吧，不管

怎样，女巫还是健康的女巫，所以学习还是不能停，我还是很自豪，2020 的春节假期期

间把 docker 搞定了： nginx，gunicorn，container，image，dockerfile 这些之前陌生的字

眼目前已经非常熟悉，且已经将自己的前后端数据库都已经使用 docker 正确发布，下一

步准备继续 k8s，哈哈真的有一些癫狂的状态，好吧，管它世界如何混乱，只要我和家

人还健康，学习就永不停止。 

上一期我们学习了大数据分析的基础知识准备之 Jupter Numpy Pandas 的介绍；我们

这一期就开始进攻大数据的学习思路之数据清理、数据整理与叙述统计。 

二、数据分析目标 

数据挖掘分析领域最重要的能力是：能够将数据转化为非专业人士也能够清楚理解

的有意义的见解。 

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各类数据，对于结果，不只是靠感觉，靠经验，而是根据以数

据为基础的科学分析方法来进行决策 

（1）来自公司内部的数据分析 

 

测试女巫紧跟时代脉搏之大数据分
析系列（2）   
 

 作者：测试女巫    

http://www.51testing.com/html/93/n-44645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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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外部的数据分析要求 

对于新入职的数据分析师，第一天接收的任务是：获得一份 50M 的 excel 表，来自

老板的数据分析：“这是 100 万条用户的信息，来个大数据分析：我们准备与星巴克合

作，来预测一下明年多少人喝咖啡，几千万的大项目，预测不准公司要亏很多钱” 

（3）来自网上的统计学的架构 

描述统计学，把一些数据收集到一起，作图作表，求平均值，标准差或者看倾向这

些叫做描述统计学。 推论统计学，从总体取出一部分样本，通过样本的特点去推论总

体的特点，这种推论的统计叫做推论统计学。  

 

三、数据整理 

往往我们拿到的数据，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格式；或者其中包含了很多无用的信息；

例如 RF 在使用仪器厂商提供的工具时，最后得到的测试报告，有 10000 行；实际上对

于工程师而言，真正想要的数据，只有几百行；所以在分析数据前，就要先进行数据整

理； 

四、数据清理 

在分析数据之前必须对数据进行必要的检查以及整理，如果数据本身有问题，分析

的结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主要检查数据的完整性，是否有空值，是否是异常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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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复；还有是否是正态分布的数据；因为数据分析的很多工具是建立在正态分布的基

础上。 

例如异常值分析是检验资料是否有录入错误以及含有不合常理的资料。忽视异常值

的存在是十分危险的，不加剔除地把异常值包括进资料的计算分析过程中，对结果会产

生不良影响；重视异常值的出现，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常常成为发现问题进而改进决策

的契机。 

五、数据分析基本概念 

1、描述型： 

即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分析方法，在业务中，它向分析师们提供重要

衡量标准的概览，就像 6 sigma 中的叙述统计一样,它可以计算出描述数据集中趋势的平

均数、中位数等，也能计算出描述数据分散程度的标准差 Q1 等，然后是均值，中位

数，标准差； 

（1）描述数据的集中趋势 

 众数 Mode 

一组数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值 

 平均数 Mean 

 中位数 Median 

资料从小到大排序后，中位数即为最中间的那个数。当观测的值的个数为偶数，取

中间的两个数的平均数为中位数 

（2）描述数据的分散型态 

 全距 Range 

一组资料内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异 

 四分位距 IQR 

资料由小到大排序并分割为四个等分，每一个切割点为四分位数(quartile);四分之一

位居(Inter-Quartile Range)IQR 就是第三四分位数(Q3)与第一四分位数(Q1)之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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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异数 Variance 

从每一个资料点到平均数的差异值的平方的平均值，如下图 

 

 标准差 Stanard Deviation 

变异数的平方根 

（3）描述数据的分布 

正态分布：实验工作者认为它是一个数学定理，数学研究者认为他是一个经验公

式；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商业模式；因为它就像一个公理一样的存在。  

 

我们看一下正态分布产生的过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85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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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斜度(Skewness)：分析数据分布是不是正态分布 

我们来复习一下 6 sigma 有关正态分布的介绍，如下图  

 

 偏斜度是关于表现数据分布的对称性指标。如果其值为 0，则代表是一个对称性分

布(中位数约等于均值)；如其值是正值，代表分布的峰值偏左(说明中位数小于均值)；若

其值是负值，代表分布的峰值偏右(说明中位数大于均值)。 

skewness 的绝对值如果大于 1，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你的数据分布有明显

的不对称性。 

例如我们读取以下的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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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 

print("skew>>>>",excel_data.skew()) 

运行结果 

skew>>>> id       0.0 

age      0.0 

place    0.0 

u        0.0 

dtype: float64 

 使用 kstest 计算是否是正态分布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andas as pd 

from scipy import stats 

excel_data = pd.read_csv('11adtoolsingle.csv') 

excel_data_txpower = excel_data['Value'] 

u = excel_data_txpower.mean() 

std = excel_data_txpower.std() 

p_value = stats.kstest(excel_data_txpower, 'norm', (u, std))[1] 

p_value 

运行结果如下： 

0.09290780539585992 

（4）使用 pandas 如何计算叙述统计数据 

import pandas as pd 

df = pd.read_csv('qunar_freetrip.csv',index_col=0) 

df.describe()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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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均数，标准差，最小值，25%是第一四分位数(Q1)；50%是中位数，75%是低三

四分位数(Q3)；最大值 

具体的 Q1, 中位数，Q3 的意义请看下图 

 

价格        节省 

count 5072.000000 5083.000000 

mean 1765.714905 474.139878 

std    2580.129644    168.893780 

min    578.000000    306.000000 

25%    1253.000000    358.000000 

50%    1632.000000    436.000000 

75%    2028.250000    530.000000 

max    179500.000000  3500.000000 

（5）标准分数 Standard Score 

 定义 

标准分数又称 z-score，中文称为 Z-分数或标准化值，它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

给定分数距离平均数多少个标准差?" 

它是将原始分数与团体的平均数之差除以标准差所得的商数，是以标准差为单位度

量原始分数离开其平均数的分数之上多少个标准差，或是在平均数之下多少个标准差。

它是一个抽象值，不受原始测量单位的影响，并可接受进一步的统计处理。在平均数之

上的分数会得到一个正的标准分数，在平均数之下的分数会得到一个负的标准分数。 

 公式表示为 

z=(x-μ)/σ;其中 z 为标准分数；x 为某一具体分数，μ为平均数，σ为标准差。 

注意：sta 是 pandas 中的函数，它的本质意义是： 

sta = (exceldata['age']-exceldata['age'].mean())/excel_data['age'].std() 

 应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9D%87%E6%95%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9D%87%E6%95%B0/110312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5%B7%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5%B7%AE/1415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5%9D%87%E6%95%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5%B7%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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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是正态分布的基础上，用上述的理论主要检验数据中的异常值，也就是离群

值，即数值明显偏离其余的观测值。常用的检测方法是 3 σ原则；即 P(|x− μ|>3σ)≤

0.003，即如果资料是正态分布，标准分数大于 3 的几率很小，小于或等于 0.003 

就是确认每个数值与平均数的距离，再除以标准差，用这个来衡量变异的程度，需

要进一步确认 sta 的意义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sta = (excel_data['age']-excel_data['age'].mean())/excel_data['age'].std() 

excel_data[sta.abs()>3 

运行结果如下： 

一定要注意：我们在 data.xlsx 中的第一个栏位是 id，而实际上我们使用 pandas 读取

的 xlsx 的文档，也会自动添加一个连续的 index，所以我们筛选出来的值会有两个 id。 

id age  place u 

38 100  14   104 

44 100  15    105 

2、数据整理 

（1）透视表 

它可以对数据进行动态排布并且分类汇总的表格格式，灵活性高，它可以随意定制

你的分析计算要求 

在使用透视表之前要确保充分理解你的数据，并清楚地知道你想通过透视表解决什

么问题，透视表拥有强大的数据整理功能，它的功能非常类似 excel 的透视表的功能。 

（2）函数以及常用 parameter 

查看 pivot_table 函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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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study 四个重要的参数：index，value，columns，aggfunc 

 index and values 

每个 pivot_table 必须拥有一个 index，可以理解为参数；而且输入的次序不一样，

会有不同层次的索引 

values 是需要计算的数据的筛选 

注意不管 index 还是 values 都是可以输入多个参数；参数用 list 的形式传入如下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plotly.graph_objects as go 

excel_data = pd.read_csv('11adtool.csv') 

result_test = excel_data.pivot_table(values="Value",index=["X-axis","Y-axis","Sector"]) 

result_test.head(20) 

原始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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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代码运行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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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func 

当我们未设置 aggfunc 时，它默认 aggfunc='mean'计算均值；aggfunc 的函数是使用

numpy 其中的函数 

我们假想它是一个 excel，这个函数计算的结果就是，它是筛选 X-axis 和 Y-axis 后

Value 值的总值以及平均值， 

如下图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lotly.graph_objects as go 

excel_data = pd.read_csv('11adtoolsingle.csv') 

result_test = excel_data.pivot_table(values="Value",index=["X-axis","Y-

axis"],aggfunc=[np.sum,np.mean]) 

result_test.head(20) 

运行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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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ns 

设定列的层次字段，即可以将列细分;即列进行展开 

如下图，Wlan 有两个值(wlan0 和 wlan1)，我们可以将 Value 的按照 wlan0 和 wlan1

进一步区分，并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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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plotly.graph_objects as go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Sheet2') 

excel_data.head(5) 

result_test = excel_data.pivot_table(index=["X-axis","Y-axis","Sector"],columns = 

["Wlan"],values="Value",aggfunc=[np.sum,np.mean]) 

result_test.head(20) 

运行结果如下图  

 

 groupby 

是 index and values, aggfunc 实现表格重组的另一种方式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plotly.graph_objects as go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Sheet2') 

result_test =excel_data.groupby(['X-axis','Y-axis'])['Value'].mean() 

result_test 

运行结果如下 

X-axis  Y-axis 

-40     10       -50.424603 

-39     10       -50.371553 

-38     10       -49.581362 

-37     10       -48.765840 

-36     10       -46.163199 

-35     10       -46.299201 

-34     10       -46.773487 

-33     10       -47.197108 

-32     10       -47.96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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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       -48.574481 

-30     10       -49.738138 

-29     10       -50.811379 

-28     10       -50.846868 

-27     10       -51.398935 

-26     10       -51.578865 

-25     10       -51.576730 

Name: Value, dtype: float64 

 query 

在 dataframe 中通过 query 函数，可以在一个栏位中，查找符合 query 条件的所有数

据 

excel_data.query('Wlan == ["wlan1"]') 

运行结果如下图  

 

使用 groupby 在基于原表格栏位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栏位 

注意这个功能不管是使用被 pivot_table 整理后的表格或者直接使用读取 csv 的表

格，都是可以的~ 

import pandas as pd 

import plotly.graph_objects as go 

excel_data = pd.read_csv('11adtoolsingle.csv') 

result_test = excel_data.pivot_table(values="Value",index=["X-axis","Y-axis","Sector"]) 

result_test_group =result_test.groupby(by="Sector").size().reset_index(name='个数') 

result_test_group.sum() 

#result_test_group['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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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_test_group['占比']=result_test_group['个数']/result_test_group.sum()[0] 

result_test_group 

七、数据梳理 

一组数据是不是可以被分析，首先需要观察这组数据是不是存在异常情况，这些异

常情况是不是值得被修复,如果数据损坏严重，例如缺失值达到 50%，这组数据就没有分

析的价值。 

一定要注意所谓对数据的修复，并不会对读取的数据文档进行任何改变，而只是对

于读取后存在变量中的数据进行修复梳理清理。 

一般的数据分析以连续性数据为主，因为很多分析方法都是针对连续性且正态分布

的数据，而在使用各种工具或者 function 对数据进行分析前，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进行必要的数据清理，确认数据可以被分析后，才能进行数据分析。 

1、数据的基本属性分析 

（1）info 

数据有多少 entries，每个栏位的 type，每个栏位占多少内存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info() 

运行结果 

<class 'pandas.core.frame.DataFrame'> 

RangeIndex: 10 entries, 0 to 9 

Data columns (total 4 columns): 

id       10 non-null int64 

age      10 non-null int64 

place    10 non-null int64 

u        10 non-null int64 

dtypes: int64(4) 

memory usage: 448.0 bytes 

假如我把 place 栏位中删除一个数据，我在 age 栏位中写一个字串："我"，再次使用

info()查看数据类型，就可以看出来 place 栏位的 non-null 变成 9 个；age 的 type 变成

object(可以暂时将其理解为 string) 

<class 'pandas.core.frame.DataFrame'> 

RangeIndex: 10 entries, 0 to 9 

Data columns (total 4 columns): 



 

 

35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下) 

www.51testing.com 

 

id       10 non-null int64 

age      10 non-null object 

place    9 non-null float64 

u        10 non-null int64 

dtypes: float64(1), int64(2), object(1) 

memory usage: 448.0+ bytes 

（2）shape 

查看 excel 表格有多少行多少列，就是这组数据的形状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 

运行结果 

即 10 行 4 列 

(10,4) 

2、数据缺失 

取值为空(null)的值为缺失值。缺失值比例是确定该字段是否可用的重要指标。一般

情况下，如果缺失率超过 50%，则该字段就完全不可用。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 

excel_data.isnull().sum() 

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 null 和 0 的关系；null 为缺失值，0 是有效值。举一个例子：

某客户在银行的某账户余额为 null，一位置该客户没有这个银行的账户；如果将 null 改

为 0，则说明该用户有账户，但是账户余额为 0。 

运行结果 

即 place 中有一个栏位是 null，其它栏位没有缺失的栏位 

id       0 

age      0 

place    1 

u        0 

dtype: int64 

3、数据重复 

 所谓重复的定义是两行数据一模一样, 

import pandas as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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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 

excel_data.duplicated().sum() 

加入 data.xlsx 中有两行数据完全相同，则运行结果如下： 

1 

4、简单的数据清理 

（1）重复数据处理 

 重复的数据到底有哪些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excel_data.duplicated()] 

运行结果 

id 4 5 指的就是 id 从 0 开始计算，第 4 和 5 行是重复的值 

 id age place u 

5 4  8 15 105 

 删除重复的数据 

将 data.xlsx 中资料创造复制一笔重复的值，然后使用 drop_duplicate 删除重复的

值，再使用 

exceldata[exceldata.duplicated()查看重复的值，以及查看重复值的数量，来确认是否

已经全部山吃]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drop_duplicates(inplace = True) 

excel_data[excel_data.duplicated()] 

excel_data.duplicated().sum() 

 删除重复数据后处理索引 

删除重复数据后，缓存中的数据的索引，会存在断续的现象，需要将数据的索引处

理为连续的，不能是断续的索引 

首先查一下删除后有多少行，还是使用 shape，原来 data.xlsx 有 10 行 4 列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drop_duplicates(inplace = True) 



 

 

37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下) 

www.51testing.com 

 

excel_data.shape 

运行结果： 

(9, 4) 

所以可以看到删除了一行 

如果数据不多，可以将内容全部显示出现确认一下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drop_duplicates(inplace = True) 

excel_data 

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索引为 6 的那一行被删除了 

id age place u 

0 9 1 11 101 

1 1 2 12 102 

2 9 3 13 103 

3 8 4 14 104 

4 4 8 15 105 

5 5 8 15 105 

7 7 8 18 108 

8 8 9 19 109 

9 9 10 20 110 

重新对于 index 进行连续化处理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drop_duplicates(inplace = True) 

excel_data.shape[0] 

excel_data.index = range(excel_data.shape[0]) 

excel_data.index 

excel_data 

运行结果，可以看出 index 已经恢复正常 

RangeIndex(start=0, stop=9, step=1) 

id age place u 

0 9 1 11 101 

1 1 2 12 102 

2 9 3 13 103 

3 8 4 14 104 

4 4 8 15 105 

5 5 8 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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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18 108 

7 8 9 19 109 

8 9 10 20 110 

（2）栏位的处理 

查看数据的栏位，是否正常，是否有空格或者空白等异常情况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columns 

运行结果 

可以发现 id 栏位存在空格 

Index([' id  ', 'age', 'place', 'u'], dtype='object') 

将无用的空格拿掉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col = excel_data.columns 

col[0].strip() 

运行结果 

'id' 

可以使用迭代将所有的栏位迭代一遍 

excel_data.columns = [x.strip() for x in col] 

excel_data.columns.values 

运行结果如下 

array(['id', 'age', 'place', 'u'], dtype=object) 

（3）异常值即数据缺失的处理 

假如 data.xlsx 中的 age 这个栏位中有两个空白的 item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isnull().sum() 

excel_data[excel_data.age.isnull()] 

运行结果，可以发现 index 为 3 和 4 的 item，它的 age 栏位为空 

id age place u 

3 8 NaN 14 104 

4 4 NaN 15 105 

对于缺失值的处理，可以根据当时的数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例如 KM id #3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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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过对于"路线”栏位的解析，来获得“出发地”，并将出发地为缺失的值补齐。可

以参考链接 http://172.16.201.48:8088/open.knowledge/view/369 

我们这个例子是获取 age 为空的栏位。填入一个默认值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excel_data.age.isnull()] 

excel_data.loc[excel_data.age.isnull(),'age'] = 15 

excel_data 

运行结果 

id age place  u 

0     9 1.0   11     101 

1  1 2.0   12 102 

2     9 3.0   13 103 

3     8 15.0   14 104 

4     4 15.0   15 105 

5     5 8.0   15 105 

6  5 8.0   15 105 

7  7 8.0   18 108 

8  8 9.0   19 109 

9  9 10.0   20 110 

（4）异常值即不合理值的处理 

加入 data.xlsx 中的 age 这个栏位有两个数据为不合理：100,假如我们的这份档案是

入职人员的 age，入职人员的 age 不可能是百岁老人，所以这样的异常值也需要提前检

测以及被处理。 

我们先用 skew 确认一下这组数据的分布 

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age'].skew() 

运行结果如下 

1.5324638284098495 

结果大于 1，且为正值，说明数据的分布是靠右，峰值靠左，也就是数据偏大 

我们使用统计学的知识将变异数比较大的栏位找出来如下： 

import pandas as pd 

excel_data = pd.read_excel('data.xlsx',sheet_name='worksheet2') 

excel_data.describe().T 

sta = (excel_data['age']-excel_data['age'].mean())/excel_data['age'].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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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_data[sta.abs()>1] 

运行结果如下 

id age  place  u 

3 8 100  14   104 

4 4 100  1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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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掌握 Jmeter 的相关操作，那么前提是你一定要会参数化，那什么是参数化

呢？我的理解，就是将脚本中的某些输入值使用参数来代替,在下次使用的时候，只需要

修改输入值既可。 

还是听不懂没关系，看了下面的你就会了，常见的参数化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CSV Data Set Config:CSV 数据控件 

使用场景：适合参数范围比较大的时候，可以方便用户随时修改参数数据。使用最

多的就是参数化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准备 txt 文档参数数据 

 

带你走进 Jmeter 参数化 
 

 

 作者：小雯子打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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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接口：http://api.nnzhp.cn/api/user/login 

 

通过 Debug Sampler 来查看获取的参数是否正确 

 

二、函数助手 

使用场景：jmeter 自带的函数处理，比如：随机数，可用于固定字符+随机数，修改

传入参数的值，函数助手的底层都是 java 封装的方法。 

http://api.nnzhp.cn/api/user/login


 

 

43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下) 

www.51testing.com 

 

 

 

 

三、用户自定义变量 

使用场景：一般可以适用于在测试计划中不经常变化的参数设置，如 host、端口

号、url 等；而且用户自定义变量是在配置元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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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所示： 

 

 

四、用户参数 

使用场景：适合参数取值范围很小的时候使用 一般会将登录的用户账号和密码作

为用户参数，用户参数是在前置处理器模块中的 

 



 

 

45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下) 

www.51testing.com 

 

 

请求结果如下： 

 

五、关联获取参数-正则/json 提取（个人角度）  

 常见的参数化是四种，个人理解通过正则和 json 提取也是一种提取返回结果作为

参数的一种功能，常见的使用场景有：用户登录时，获取返回结果 token，作为下一个

请求的参数，这里要注意取参数的顺序，否则可能会出现还没提取出参数的值，其他请

求却已经引用了参数的情况。 

 

参考接口：http://api.nnzhp.cn/api/user/login 获取用户的 cookie，并将 cookie 作为参

数请求下一个连接。这样的原因是，能保证接下去的操作是在当前用户登录后操作的。 

http://api.nnzhp.cn/api/user/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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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json 提取器获取对应的 cookies 值，并添加在下一个请求的 http cookie 管理器

中。 

 

 

通过 debug sampler 来查看取值结果，说明我们已经取到对应的 cookie 值了。 

 

看到这里，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参数化了吧，学会了参数化，我们使用 jmeter 就会越

加方便啦！ 

 

■拿下”Jmeter，轻松应对性能测试>>https://dwz.cn/12IkuTSj 

  

https://dwz.cn/12IkuT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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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详尽 Jmeter 对数据库批量增

删改查            ◆作者：风行万里  

 

 

本文主要的内容是使用 Jmeter 对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操作，包括单条语句的增删改

查，多条语句的增删改查，本文主要介绍操作流程，关于流程的运作原理，对原理感兴

趣的同学可自行查阅资料。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数据库驱动 Jar 包【mysql-connector-java-bin.jar】可以直接百度下

载，版本不建议特别低，jar 包需要 Jmeter 引用才能使用，jar 包引用如下： 

将 jar 放入 Jmeter 安装/解压文件路径：eg：D:\apache-jmeter-5.0\apache-jmeter-5.0\lib

下，需要重启 Jmeter 才能生效 

驱动包的作用：没有数据库驱动，就不能连接数据库，Jmeter 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

链接数据库会报：no suitable jdbc driver 错误。 

以下是常见的数据库驱动： 

 

图一 

汉化 Jmeter：打开 JMeter 解压/安装路径下的文件 JMeter.properties，在

#language=en 下面添加：language=zh_CN 保存文件，并重启 J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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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配置元件介绍（以下为增删改查操作的共有元件） 

如图主要元件如下： 

 

1、添加测试计划：各个值直接默认就好，为空的地方也不用填 

2、添加线程组：各个值默认，为空的地方也不用填 

3、添加 JDBC 配置文件（JDBC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重要字段介绍 

名称：设置的是该元件的名称，设置名称后【测试计划】树配置元件也会对应更改 

Variable Name Bound to Pool：数据库连接池的名称。可以有多个 jdbc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每个可以起不同的名称，在 Jmeter 其他元件中只要需要用到数据库的连

接信息，直接引用该变量的变量名即可。可以理解为如果 Jmeter 其他的元件要获取数据

库的连接信息，可以通过这个名称进行获取。 

注意：变量的命名规范：命名要清晰，建议使用英文，便于引用。 

Connection Pool Configuration 、 Connection Validation by Pool 这两部分内容不需要

更改，使用默认值即可 

Database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以 MySQL 数据库为例）： 

Database URL: jdbc:mysql://host[:port]/dbname ——>【数据库地址：jdbc:mysql://数

据库主机名或 IP 地址:端口号/需要使用的库名】 

JDBC Driver class：com.mysql.jdbc.Driver【其他数据库跟进图一展示进行选择】 

Username：数据库名称，即用户名 

Password：数据库链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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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添加配 JDBC Request 数据库请求 

重要字段解释： 

名称：同 JDBC 配置文件 

Variable Name Bound to Pool ：引用 JDBC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元件里面的参数

值【test】写法两边保持一致即可，不需要使用${}进行引用。错误的不存在的参数不能

被引用。 

Query type：必填，指 SQL 请求类型 

Select statement：查询语句类型（select），只支持一条查询语句，多条查询语句只执

行第一条 

Update statement：更新语句类（insert，update，delete），只支持一条更新语句，多

条更新语句只执行第一条 

Prepared Select statement：支持多条查询（select）语句，查询响应数据只展示第一

条 SQL 的查询结果 

Prepared Update statement：支持多条更新（insert，update，delete）语句，响应数据

展示多条更新提示 

Callable Statement：支持多条查询、更新（insert，update，delete，select）语句，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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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数据展示展示多条数据更新结果。如果是多条 select 语句同时查询，建议使用 Callable 

Statement，响应数据可以展示多条查询结果值 

Parameter values：填写参数的具体的值，或者参数的名称。可以利用此字段对 SQL

语句进行参数化 

Parameter types：指 Parameter Values 参数的数据类型，例如：integer，String，

double 类型 

Parameter values 和 Parameter types：必须成对出现，且 SQL 语句中有多个参数，

就必须有多少个 parameter values 和 Parameter types。 

Variable names：自己设置的变量名称，用于存放 select 操作返回的查询结果。有多

个字段返回时，需用逗号隔开 

Result variable name:用于存放 select 操作返回的查询结果集 

Query timeout：查询超时时间 

Handle result set：定义如何处理由 callable statements 语句返回的结果 

5、添加察看结果树 

在响应数据——Response Body ：查看对数据库进行增删改查后的返回消息 

6、测试表名 city，表结构如下： 

CREATE TABLE `city` ( 

  `id` bigint(11) NOT NULL AUTO_INCREMENT, 

  `name` varchar(100) NOT NULL, 

  `code` varchar(255) NOT NULL, 

  `province_code` varchar(255) NOT NULL, 

  PRIMARY KEY (`id`) 

) ENGINE=InnoDB AUTO_INCREMENT=405 DEFAULT CHARSET=utf8; 

二、共有元件数据配置如下 

 

1、添加测试计划：页面数据显示默认数值即可无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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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线程组：页面数据显示默认数值即可无需更改 

 

3、添加配置元件——JDBC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数据库连接配置元件 

Variable Name Bound to Pool：test 

Connection Pool Configuration 、 Connection Validation by Pool：默认值 

Database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以 MySQL 数据库为例）： 

Database URL: jdbc:mysql://ip:3306/库名?characterEncoding=UTF-8&allowMultiQueries=true 

JDBC Driver class：com.mysql.jdbc.Driver 

Username：hjph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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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XXXXX 

注意： 

A.【allowMultiQueries 设置为 true，就可执行多条 sql 语句，参数与参数之间连接需

要使用“&”符号。使用场景：如果执行多条 SQL 语句就必须要加这个字段，否则会报

错；执行一条 SQL 语句可以不用加这个字段】 

B.【characterEncoding=UTF-8：链接的数据库的编码格式，没有设置该字段，将不

会转译中文字符】 

 

4、添加取样器——JDBC Request 

Variable Name Bound to Pool ：test 

Query type：根据不同的 SQL 类型进行设置 

其他字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5、添加察看结果树 

请求为绿色表示执行成功，响应数据显示 1 updates 即为一条更新数据执行成功 

 

 请求为红色表示执行失败，根据提示修改自己配置的数据，SQL 直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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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执行增删改查操作 

1、单个 insert 语句操作 

共有元件及字段不变 

变更：JDBC Request—Query Type 配置：Update Statement 

SQL：insert into city (name,code,province_code) values ("北京市","500000","520000"); 

 

执行结果： 

 

 

2、多个 inset 语句操作 

共有元件及字段不变 

变更：JDBC Request—Query Type 配置：Prepared Update Statement 

 SQL： 

insert into city (name,code,province_code) values ("城市 1","510000","512023"); 

insert into city (name,code,province_code) values ("城市 2","510000","512023"); 

insert into city (name,code,province_code) values ("城市 3","510000","5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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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执行结果：三条数据更新成功 

 

3、单个 Delete 语句操作 

共有元件及字段不变 

变更：JDBC Request—Query Type 配置：Update Statement 

SQL1：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394; 

 

执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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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个 delete 语句操作 

共有元件及字段不变 

变更：JDBC Request—Query Type 配置：Prepared Update Statement 

方法一：利用 where 语句 

SQL1：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in (388,399,320);  可以实现批量删除 

SQL2：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 381; 可以实现批量删除 

方法二：利用 like 语句 

SQL：delete from city where name like "%五家%"; 

方法三：利用 between and 语句 

SQL：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between 385 and 390; 

方法四：执行多条 SQL 语句 

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358; 

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342; 

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210; 

delete from city where id =350; 

 执行即可 

5、Update 操作 

Update 的操作和 Delete 的操作是一样，所有的配置以及配置的值都与 Delete 相

同，只是 SQL 不同 

SQL1：update city set name ="测试 city" where ID = 381; 

  

执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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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个 select 操作 

共有元件及字段不变 

变更：JDBC Request—Query Type 配置：Select Statement 

SQL1：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358; 

SQL2：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 342; 

 

7、多条 SQL 语句同时查询 

共有元件及字段不变 

变更：JDBC Request—Query Type 配置：Callable Statement 

方法一：SQL： 

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 358; 

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 342; 

 

执行结果：在此场景下 Callable Statemen 会显示多条查询结果如下图，而 Prepared 

Select Statement 值显示一条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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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Select 查询简单参数化 

JDBC Request 配置： 

Query Type：Callable Statement 

 Parameter value：410,411 

 Parameter types：integer,integer 

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 ?; 

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 ?; 

第一个问号代表：第一个参数值 

第二个问号代表：第二个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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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方法三：CSV 进行多条 select 语句查询 

使用场景：同一类型的数据，需要查询多条 

SQL1：select * from city where id = ? ; 

配置文件数据展示如下： 

 

每一个配置文件设置如下： 

线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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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BC Connection Configuration： 

 

循环控制器： 

 

CSV 数据文件设置： 

 

引用的 CSV 文件： 

 

JDBC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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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结果： 

 

以上部分就是关于 Jmeter 对数据库增删改查操作的具体方法，Jmeter 对数据库的操

作灵活多变，方法较多，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达到最终的目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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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  

从古至今，似乎每一个庚子鼠年都是那么难熬：1840 年鸦片战争、1900 年八国联

军进京、1960 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2020 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我想,这个庚子

鼠年春节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终生难忘，从 2019 年 12 月底至今，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事

情，有的让我们惶恐、有的让我们愤怒、有的让我们感动、有的让我们坚强、有的让我

们欣慰。终于在全体华夏儿女的共同努力下，时至 2020 年 3 月中旬国内疫情得到了基

本控制，很多省份逐渐恢复正常秩序，从四面八方来援鄂的医疗队开始分批返回家

乡......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有无数人在为湖北拼命，笔者作为一名湖北人，真心的

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湖北的“抗疫战士”，希望他们返程一路顺风、一生平安喜乐。他们

当中有 30 后的钟南山院士、40 后的李兰娟院士、50 后的郑杨教授、60 后的张定宇院

长、70 后的退伍军人刘森波、80 后的快递小哥汪勇、90 后的派出所民警赵闯、95 后的

护士朱海秀、00 后的护士刘家怡........ 

所行至此所遇皆师！笔者今天想从身边的 ITer（IT 从业者）的角度出发，来写写

疫情之下身边普通 ITer 都做了些啥？     

人物：X 工   所在地：湖北武汉   职业：测试工程师  

抗疫箴言：“从互联网测试变志愿者司机，谢谢老婆大人支持” 

X 工是笔者的同事，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是武汉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测试工程师。我

印象中的 X 工是一个工作认真、性格豪爽的武汉伢，经常因为一个 BUG 和开发、产品

争得面红耳赤，也会在熬夜加班后，顺路开车送送同组的小伙伴们回家...... 

 

疫情之下，IT 从业者都做了些啥？  
 

 作者：咖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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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时起，武汉全市的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停运。1 月 26

日起，武汉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这一系列操作，都是为了降低普通市民的感染风险，

毕竟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隔离是最好的办法。 

 

“公共交通暂停运营，私家车不让上路，此时很多医护人员上下班十分困难，为了

让医护人员顺利上下班，节约更多时间抢救病人，欢迎有车的司机们加入志愿者行列，

负责接送武汉的医务人员上下班，通行证统一办理，有意者请加群”1 月 28 日这样一条

朋友圈的消息映入 X 工眼帘。起初，X 工是有些犹豫的，毕竟自己也是到了上有老下有

小的年纪，又没有医学相关的知识背景，万一不幸感染再传给孩子怎么办？于是，他抱

着观望的心态加了志愿者群，当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入群报名加入志愿者行列，内心很

受触动，他在没有告诉家人的情况下报了名。家国情怀、艰苦奋斗、守望相助的精神也

许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地发扬光大。 

X 工告诉笔者，他通过朋友关系自掏腰包买了成套的防护设备：防护服、手套、护

目镜、口罩、消毒液，每次出门前和回家前都会进行消毒。每天早晚接送医护，其他时

间会帮助各个小区运送蔬菜等必要的生活物资。我问 X 工：“你不怕么？”X 工说：“怕

有什么用呢？我今早送一个医生去金银潭医院，聊起疫情真的很沉重，那个医生是刚毕

业的医学生，说着说着就哭了......唉，大伙都不容易，我作为武汉人也出份力，帮帮自

己的家乡。但是接送医护的事我一直没敢和家里人说，怕他们担心，最近都是在外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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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面......”“X 工，我要给你点赞！”“不聊了啊，马上去武昌拉物资了”X 工匆忙下线，

开始一天的忙碌.......可见，不管是做测试还是当司机，不管是按月拿工资还是纯义务劳

动，对 X 工而言变化的只是岗位而已，不变的是敬业精神。 

就在刚刚，我看到 X 工的朋友圈晒了老婆给做的红烧肉和烧茄子，并配文：“从互

联网测试变成志愿者司机，谢谢老婆大人默默支持！”我想这大概就是普通人的家国情

怀和幸福模样吧。 

人物：H 老师   所在地：湖北咸宁   职业：IT 教师 

抗疫箴言：“谁叫我是女性平权者！我的敏感度就是高一些。” 

H 老师是笔者的大学同学，老家在湖北咸宁。她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家乡一所学校

做 IT 类专业课的老师。在笔者印象里，H 老师一直是个时尚精致、特立独行的姑娘。

她喜欢肖战，为了听爱豆的演唱会可以花大半个月工资穿越几个城市去听；她爱吃海底

捞，每个月都得去撮上一顿；她热衷女性平权，周末都会去参加相关的读书会和论坛，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希望能早日消除性别歧视；她还是组织活动的高手，大学时就是

学校社团的“风云人物”，学校各类文艺晚会都少不了她的身影...... 

 

1 月 23 日，当她看到武汉协和医院官微上寻求社会捐赠医用物资的消息时，H 老师

在校友群里说：这么多医护人员援助湖北，其中有不少是女性，我们应该做点什么，除

了捐赠口罩消毒液等常规医用物资之外还可以捐赠一些女性卫生用品。一石激起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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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我可以在国外负责采购医用物资和卫生用品”“我有国际物流公司的朋友，可以联

系运送物资”“我们可以开始在校友圈筹款”“我可以负责联系医院”“我来写公众号，

做好捐赠款项物资的公示及宣传工作”......就这样，H 老师连夜做了策划方案，将人员

分成了几组：采购组、筹款组、物流组、外联组、宣传组等...... 

筹款组开始在校友群、公众号、朋友圈筹款，大家一呼百应，你五十我一百地捐

着，每一笔捐赠都会详细记录捐赠时间、捐赠人、捐赠金额、转账截图等信息；采购组

拿到筹集的资金，开始在国外街头巷尾的药店超市采购医用物资和卫生用品，每一笔交

易都开具发票；外联组联系需要捐赠的医院，获取收货地址和联系人信息；物流组组织

发货运送物资；宣传组定期在校友会的公众号上公开捐赠信息......大家时不时在校友群

中汇报各自进展，那劲头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大家准备迎新晚会一样。最终，医用物资和

卫生用品送到了各大医院的医护人员手中，校友会也收到了若干捐赠证明。有医护收到

女性卫生用品时，直呼真的太贴心了。 

我问 H 老师：“你脑洞可真够大的，除了捐赠常规医用物资，居然能想到女性卫生

用品。”H 老师答：“谁叫我是平权者！我的敏感度就是高一些。” 

人物：L 叔    所在地：湖北黄冈   职业：电商个体户 

抗疫箴言：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发国难财！ 

L 叔是我一个远房亲戚，早年当过兵，退伍后就在家开了个农村淘宝店营生。印象

中，L 叔家境并不富裕，L 叔的父母早已年迈，父亲更是瘫痪在床需要人照顾，L 叔的

老婆在家务农，儿子在武汉读大学，女儿在读高中。尽管家境不富裕，但是凭借着正直

勤劳的品格，他做买卖从不缺斤少两也不会坐地起价，所以 L 叔在街坊中口碑极好，很

多人都愿意去他店里买东西。 

随着湖北各个地市开始封城，生活物资开始变得十分紧俏。有些地方的猪肉价格甚

至涨到了 50 元一斤，还很难买到肉......笔者周围很多朋友都吐槽到：宅家一个月，半点

荤腥不沾，反倒瘦了好几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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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社区几百人的大群里，传来 L 叔的消息：“乡亲们，从明天开始我们店供应

猪肉，由志愿者集中采购，28 元一斤。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发国难财！欢迎有需要的

乡亲定购！”引来社区群里点赞声一片......除此之外，L 叔还报名了志愿者，负责在社区

路口执勤，测量体温，搬运物资，上报数据等工作......一个普通的小店主，尽管自己并

不富裕，但是疫情面前不忘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不发国难财，积极参与防疫工作，那

一句“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发国难财”深深感动了笔者...... 

后记：致敬亿万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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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除了我上文列举的三位主人公，还有很多很多的 ITer 加入到抗疫行列中

去。他们有火神山医院的 IT 信息化建设者；有自己用电脑建模仿真疫情传播过程，然

后制作视频，提醒公众要宅家抗疫最安全的软件工程师；有开发口罩人脸识别系统的算

法工程师......哪怕由于专业所限你没法去医院第一线医治病患，你只是响应国家号召，

宅家自我隔离，按时上报体温，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为身边的人传播正能量，在国务

院官方平台上反映问题，在各种正规渠道捐款捐物奉献爱心，这就是在为我们的国家做

贡献。最后，借用人民日报 2 月 25 日的一篇文章标题做结尾：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

民，献给疫情防控斗争中的武汉人民。致敬全国亿万普通人，是你们的爱心、信心、决

心连成一片，才让我们的国家转危为安，你们才是历史的缔造者！ 

 

   

 

 

 

■Python 全栈接口测试实战精英训练>>https://dwz.cn/txAURE7A 

 

https://dwz.cn/txAURE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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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打开这篇文章，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是做功能测试的，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相似

的情景，比如编写测试用例漏点，同样的功能旁边的小伙伴能写出多余自己好几条的

case；或者在参与敏捷测试过程中，由于时间仓促某些功能点覆盖度不全，导致线上问

题遗漏等等。 

不知同样作为测试的你，有没有思考过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我相信很多同学都看了市面上和测试相关的书籍，也看过很多测试大咖的博客，培

训课程也多多少少参加过，就是发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在大脑里提取不到，在这里我

提出 2 点自己的见解 

一 、测试知识点零散，没有形成自己的架构 

1、从功能测试来讲，给你某个应用让你写 case，这里有个原则列举所有可能发生

的“正确的、错误的、异常的”场景，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原则的架构： 

功能测试架构： 

序号 测试点 分散 

1 

 

安装 

 

首次安装 

覆盖安装（使用中、非使用中） 

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补丁）安装 

2 卸载 卸载后遗留文件 

3 更新 近版本更新 

老版本更新 

强制更新 

 

做了这么多年的功能测试，原来我
与别人差在这 
 

 作者：桃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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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常功能 所有流程点一遍 

所有按钮、输入框正常异常判断 

5 异常 输入错误数据 

进行异常流程 

断网 

app 切换后台 

快速多次点击某个功能 

同一个功能多次操作 

两个手指分别同时点击返回按钮及功

能键 

6 不同网络 三大运营商 

nat 与非 nat  

 

7 UI 测试 各功能 UI 

8 兼容性 电脑：不同浏览器不同系统不同补丁 

手机：android 、ios 系统主流手机 

 

9 竞品测试 不同产品之间功能比对 

10 易用性 产品符合用户习惯 

11 可维护性 产品更新和维护 

12 文档测试 帮助文档、帮助信息、 

13 性能和压力测试 不同负载情况下 

14 稳定性测试 长时间运行软件是否稳定 

15 负载均衡测试 A\B 服务请宕机 

16 冲突测试 防病毒软件 

防火墙 

同类产品 

 

二、不会学习，形成“一看就会，一用就废”现象 

何为学习，学习是在特定情境下由于练习和反复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

对持久的变化。从上面的测试架构来说，读完后感想“哦，原来是这样啊” 然后就没

有然后了 ，第二天回到单位继续按照原有的知识架构进行工作，头一天看的文章内容

随云彩飘走了。 

我们都知道学习是会遗忘的，德国心里学家有个著名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大家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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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陌生，大致的意思是学习的内容仅仅看过一遍 1 天后能记住一部分 50%，一周后、

一个月后也就剩 20%了。 

所以我在这里的建议是把核心知识架构进行背诵，这样无论什么样的功能拿到你面

前你都知道要测试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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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栈开发人员的核心竞争力是端到端地交付并发布一个特性的能力。教程和书籍通

常关注建立全栈开发和测试工作所需的管道（我的教程和书籍将 Angular、Rails、

Bootstrap 和 Postgres 结合在一起）。通常会缺少如何通过 WEB 开发栈来测试应用程序的

指导。下面，让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深入探讨研究一下这一问题。我们将学习如何让端到

端测试得到更多的产出，包括关于测试内容和如何保持测试的可靠性和易维护性的指

导。我们也会接触单元测试并认识它们在我们端到端测试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首

先，让我们来完全理解编写测试代码的目的。 

测试目的的核心在于，测试能够确保应用程序正在执行你希望它执行的操作。它们

是一个自动化的脚本，用于执行代码并检查代码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测试代码编写的

越好，你就越可以依靠它们为你的后续部署把关。如果你的测试代码不合格，你要么需

要一个 QA 团队，要么就要发布有缺陷的软件（两者都意味着你的用户获得价值的速度

比理想情况下要慢得多）。如果你的测试代码编写的很好，你可以放心地快速发布软

件，无需批准，也无需像 QA 这样缓慢的手动过程。 

你一定要保证你编写的测试代码的未来可维护性。你的应用程序会更改，所以测试

代码也会随之更改。理想情况下，你的测试只需要与你在软件中所做的更改成比例地进

行更改。如果要更改错误消息，则不需要重写大量测试套件。但是，如果你正在完全改

变一个用户流，那么有理由期望重写许多测试。 

实际上，这意味着你不能将所有的测试都作为端到端的完整集成测试来完成，但是

你也不能将其作为一个非常小的单元测试来完成。本文就是探讨关于如何达到两者之间

的平衡。 

一、测试的类型 

 

全栈测试：平衡单元测试与端到端
测试 

 译者：咖啡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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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我们能得到无数种测试类型。但是根据本文的写作

目的，我们仅仅讨论两种测试类型：端到端测试和单元测试。 

端到端测试是一种模拟用户行为的测试。在 web 应用程序中，他们将启动服务器、

启动浏览器、单击鼠标，并断言浏览器中发生的某些事情会让我们确信我们的功能正在

工作。这些测试给人很大的信心，但它们速度慢、脆弱，并且与用户界面紧密耦合。 

单元测试根据它们的公共 API 来执行代码单元。这些测试包括创建一个类的实例，

并使用特定的输入对其调用方法。断言你调用的方法具有预期的效果（通常它们返回预

期的输出）。这些测试快速、稳定，并且没有与系统的其他部分紧密耦合。但是，它们

并不能让你确信整个系统正在工作，而只是测试代码单元正在工作。 

构建特性的工作是在这两种测试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如果你有太多的端到端测

试，那么将来对应用程序的更改将是痛苦而缓慢的。如果你的端到端测试代码太少，即

使快速测试用例具有 100%的代码覆盖率，细微的 bug 仍然会渗透到生产环境中。 

二、从用户体验出发 

你的软件是为某些用户服务的，所以应该由这些用户的需求来驱动你的工作。我不

建议使用测试来设计用户体验，所以在编写测试之前，要弄清楚用户将如何使用软件(通

过实验性编码或与设计人员一起工作)。一旦你有了这些，就开始工作吧。 

理想情况下，你将为部分用户体验创建端到端测试，并编写代码使其通过。在编写

代码时，你将创建单元测试，以具体化需要创建或修改的代码的细节(通常是后者)。 

问题在于在没有用户接口产品（HTML）参考引用的情况下，很难编写一个失败的

端到端测试用例。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端到端测试的形式如下： 

1、在页面上找某个元素 

2、用某种方式和它交互 

3、验证交互是 OK 的 

4、重复操作过程直到测试结束 

这就意味着你需要一些与之进行交互的用户接口元素的细节（比如一些 DOM 对

象）。当你考虑到由 JavaScript 支持的交互设计时，如果没有实际构建接口(至少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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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就更难做到这一点。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你需要大致了解 UI 在浏览器中如何工作。使用固定的数据，

而不考虑其它流程--一次只关注一件事。它运行起来后，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样做的时候，你需要考虑两件事：这个特性应该被测试么？如果应该，又该如何

测试呢？ 

三、你应该测试它么？ 

虽然在编程中没有捷径可言，但是用户在代码中经历的路径要比可能的少得多。例

如，当用户购买产品时，我们可能会根据用户的地址、选择的送货方式或以前的购买历

史而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这些情况下，用户体验都是相同的，所以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流程。 

因此，你的目标是测试所有用户流。你需要一组测试来模拟用户做你希望做的事

情，并断言你希望用户拥有的所有体验都是正常工作的。 

既然你知道要测试什么，那么应该如何着手呢? 

四、如何进行端到端的测试 

如果要修改用户流，请修改该用户流相关的测试。由于端到端测试模拟用户活动，

所以你不需要对你想要断言的每件事都进行一次测试。如果用户应该在结账屏幕上看到

三个重要的信息片段，那么你就不需要三个测试—一个测试就可以检查所有三个信息。

因此，在修改现有用户体验时，寻找可以更改的现存测试，以避免过多的重复性劳动。 

否则，你将需要一个新的测试。请记住，你的目标是模拟用户会做什么。务必要对

如何组织测试中的导航和行为开诚布公。用户真的会直接导航到某个深度链接吗?或者

他们会从一些常见的开始页面点击到他们需要去的地方吗? 

这很难做到，尤其是通常要使用最少的标记实现该功能。你的测试需要定位到与之

交互的特定 DOM 元素，要找到所需的精确元素并不容易(或可能)。你需要路标。 

路标是插入到 DOM 中的东西，专门用来定位感兴趣的元素。尽早决定这些路标将

如何工作。不应该使用用于样式化的 CSS 类来定位 DOM 元素。这样做意味着前端开发

人员将通过更改类名来破坏测试。你也不应该使用 JavaScript 代码(如 js-前缀类)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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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类或数据属性。这些都会导致同样的危害。 

使用前缀为 test- 的 CSS 类或者前缀为 data-test- 的属性是两种常用的技巧： 

<section class="component dark test-checkout-confirmation"> 

  <!-- ... --> 

</section> 

 

<!-- 或者 --> 

 

<section class="component dark" data-test-checkout-confirmation> 

  <!-- ... --> 

</section> 

这可能看起来有点讨厌…是的。但是，比起不得不将你的测试代码与内容类/表示类

结合起来，这一点也不让人讨厌。你需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要盲目地用数据测

试属性标记每个元素。通常，你只需要一点上下文就可以找到元素。例如，如果要单击

某个按钮来购买某个特定的产品，实际上只需要找到包含该产品及其“购买”按钮的某个

元素。 

<article data-test-product="1234"> 

  <!-- a ton of markup --> 

  <input type="submit" name="Purchase" value="Purchase"> 

</article> 

<article data-test-product="5678"> 

  <!-- a ton of markup --> 

  <input type="submit" name="Purchase" value="Purchase"> 

</article> 

使用了数据测试产品的属性后，定位产品 1234 的购买按钮，只需要使用一个类似

[data-test-product='1234'] input[type='submit']的 CSS 选择器就可以啦。 

这意味着你将不得不修改那些用来支持测试的标记，意味着用户为了获得你提供的

体验他需要下载一些不必要的字节。这是一种折衷，但它比测试覆盖率低(这对用户的伤

害远远大于 HTML 中额外的几个字节)要好。这种做法是明智的。 

当页面上的交互不需要重新加载(即使用 JavaScript)就可以更改内容时，这种技术就

更加重要了。 

五、处理交互 

当每次单击都重新加载页面时，端到端测试更加可靠，因为底层工具知道要等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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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重新加载。当用户交互只是简单地改变 DOM 时，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没有明显的方

法来“等待事情完成”——工具不知道“事情”正在发生什么。 

当你的测试需要与不需要重新加载用户行为信息的页面相交互时，你需要一种方法

来等待 DOM 操作完成，然后才开始断言发生了什么。如果不等待，在测试开始断言时

DOM 依然没有更新，这必将导致测试的失败。 

就像我们在标记中使用路标来定位要操作的 DOM 元素一样，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使

用它们。任何新的或更改的标记都应该具有某种标记，如果交互失败或没有发生，这些

标记就不会出现。换句话说，你不应该在测试中调用休眠来等待 DOM 事件——你的

DOM 应该有路标，测试可以等待的路标。 

例如，假设我们想要测试一个动作是否会向用户生成一条成功消息。假设它的实现

方式是发出一个 AJAX 请求，并在调用完成时向 DOM 中插入一条消息。一个基本的实

现可能是这样的: 

function purchase(productId) { 

  $.post( 

        "/products/", 

        { "id": productId } 

        ).done(function() { 

          $(".header").html( 

            "<div class='alert-success'>Your order was placed</div>"); 

        }).fail(function() { 

          $(".header").html( 

        "<div class='alert-failure'>There was a problem</div>"); 

    }); 

你可以将测试配置为等待一个 CSS 类 alert-success 的元素出现，然后对其内容进行

断言。这意味着，如果页面其他元素使用了那个类，那么测试就会不可靠或被破坏。虽

然你可以将其限制在 HTML 头里，但这只是缓兵之计。 

作为替代，使用一个 data-test-属性： 

function purchase(productId) { 

  $.post( 

        "/products/", 

        { "id": productId } 

        ).done(function() { 

          $(".header").html( 

            "<div data-test-purchase-successful class='alert-success'>Your order was placed</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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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function() { 

          $(".header").html( 

        "<div data-test-purchase-failed class='alert-failure'>There was a problem</div>"); 

    }); 

尽管这会给你的标记增加更多的字节，但它允许你编写一个可靠的测试，能够经受

住一些可视化的改变。只要页面的流程是显示购买成功的消息，可视化实现就可以在不

破坏测试的情况下进行更改。这就是你想要的，这是一种交换。你可以通过创建尽可能

小的、最小的标记来牺牲这种信心，但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浪费时间来修改测试，比

如在视觉效果发生变化时，必须使用手动 QA，或者你只是发布了没有彻底测试过的软

件。 

像 Capybara 这样的现代端到端测试工具包含了你需要的所有功能。有一些方法可以

等待 DOM 元素出现后再继续，断言页面特定部分的内容，并与表单元素进行交互。大

多数其他 web 应用程序堆栈都提供了类似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将你的测试

库与一个像 PhantomJS 这样的无头浏览器相结合，并且你的端到端测试将会令人惊讶地

快速和可靠。 

值得一提的是，如何在分布式环境中实现这一点。 

六、当不止一个 APP 时 

当你在一个单独的、单片的系统上工作时，上述技术就是你所需要的全部。但是，

如果你在一个分布式的系统中工作，事情就会变得比较棘手。假设你正在处理一个面向

客户的应用程序，但是它必须从另一个系统获取库存数据。你将如何编写此测试呢？ 

首先，记住要测试的内容。你的端到端测试是测试用户交互。这意味着你的端到端

测试不负责断言远程服务的功能，也不负责断言你的应用程序正在正确地使用该远程服

务。 

测试服务的使用(以及这些服务所做的宣传)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消费者驱动的契约，

这是单元测试的一种形式(至少在我这篇文章中使用的广义定义中是这样)。 

这仍然遗留了如何在端到端测试期间模拟远程服务的问题。你可以建立一个实际版

本的服务，但这是不可扩展的。你最终必须管理该服务的内部数据存储以及它所依赖的

服务。这是一个难以管理的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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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行的选择是在 HTTP 层使用模拟系统。在 Ruby 中，VCR 就是这样一个工

具。你将记录为了建立 HTTP 协议与服务端之间的来回报文交互，为了子序列测试能正

常工作，模拟系统将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回放这些记录。假设你的单元测试中有适当使

用服务的测试覆盖率，那么这对于端到端测试来说是很有效的。 

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只会返回固定数据的模拟服务。你的 APP 将像往常一

样发起 HTTP 请求，但是一个固定的服务会返回一组静态的、已知的数据给你的 APP。

这就需要一些前端配置，但是在与服务端进行简单交互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工作。如果你

的应用程序需要在服务中存储状态，并且需要长时间的来回“对话”，那么这种技术实

现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我推荐首先尝试 HTTP 层模拟服务，因为它是最简单最快速的。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端到端测试中应该测试什么以及如何进行测试，那单元测

试呢？ 

七、单元测试 

回想一下，我们应该测试的端到端标准是用户流。其思想是，虽然系统中有许多可

能的逻辑流，但对用户体验产生影响的逻辑流要少得多。单元测试是我们测试其余逻辑

流的地方。 

这就让我们能够快速可靠地断言系统的大部分正确行为。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端到

端测试时断言系统的每一个可能逻辑流时，那是不必要的，也会非常慢和脆弱。 

例如，假定一个结账的特性有两个用户流：一个成功的购买和一个失败的购买，此

时用户需要再试一次。这就对应着两个端到端的测试。进一步假设在这些情况下，有如

下可能性： 

 客户的卡被正确地扣款了。 

 有一个关系到客户银行的问题，但我们想假装它是成功的，然后收费。 

 客户的信用卡被拒绝了。 

 客户的卡过期了。 

这是四个流，所以我们需要四个单元测试来断言每个情况都得到了正确的处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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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有重复的覆盖。我们的端到端测试可能会测试一个成功地扣款，并拒绝处理其它

的用户流，因此，当我们编写单元测试时，我们的覆盖率将超过我们的技术需求。 

这是一种折中考虑，但是我们的类被单元测试很好的覆盖是非常必要的。这将容许

他们被移动、重新购买并且更加容易地付款。 

关于如何编写单元测试有很多很多的理论，远远超出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范围。我

的建议是你采用一种对你来说有意义，容易向别人解释的方法，并始终如一地使用它。 

单元测试最困难的部分是决定你的代码中有多少应该被用来作单元测试。这类似于

我们为了测试而向 HTML 添加属性和其他路标——这些构件的存在只是因为我们必须进

行测试。编写单元测试时，你将面临相同的问题。 

例如，假设我们的信用卡支付代码被集成在一个叫做 Purchaser 的类中。假设它使

用了一个第三方提供的接口 AwesomePayments 来做实际地支付。 

class Purchaser 

  def charge(purchase) 

    AwesomePayments.charge(purchase.customer.id,purchase.amount) 

  rescue => ex 

    try_again_later(purchase.id) 

  end 

 

  # ... 

 

end 

这很清楚，也很有意义，在一个没有单元测试的世界中，这可能是最理想的设计。

然而，为了更容易地测试它，我们可能想要控制 AwesomePayments 的实例: 

class Purchaser 

  def initialize(awesome_payments = AwesomePayments) 

    @awesome_payments = awesome_payments 

  end 

 

  def charge(purchase) 

    @awesome_payments.charge(purchase.customer.id,purchase.amount) 

  rescue => ex 

    try_again_later(purchase.id)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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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可以在测试时传入 AwesomePayments 的模拟实现，从而更好地控制测试。

测试已经影响了我们的设计（虽然这里的影响比较小）。你甚至可以说，这个类就是更

好的代码。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我会使用同你处理端到端测试一样的标准：做让生活更轻松的事，但不要做过头，

务必要恰到好处。 

八、小结 

从头到尾实现一个特性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你测试它的能力。QA 团队或客户测试你

的代码时的反馈循环是比较危险的。即使有一个 QA 团队，他们也不应该发现任何

bug，如果你想快速发布软件，你就不要嫌编写端到端的用户行为测试麻烦。 

 

 

 

 

 

  

http://naildrivin5.com/blog/2012/06/27/what-is-better-code.html
http://naildrivin5.com/blog/2012/06/27/what-is-better-co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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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简单的术语为您提供无脚本测试自动化框架的介绍，为了便于容易理解，

无脚本自动化的设计目标，实现要求，优势都给予示例进行了说明。 

在本文总结处，将介绍该框架相关的“为什么”，“什么”，“何时”和“如何”问题

的所有答案 

在深入探讨无代码测试自动化框架之前，让我们快速看一下自动化的级别 

1、脚本/编码 

顾名思义，这需要创建一个程序/软件来实现自动化测试或过程。 

示例：如果必须执行特定功能或类的单元测试，则需要创建测试程序来测试功能或

类。没有编码就无法自动化单元测试。 

通常，如果自动化工具或框架要求测试人员创建一些代码或脚本以提供自动化测试

的测试输入，执行和报告，则将此类工具归类于此级别。 

2、无脚本 

在此级别，您不需要任何编码或脚本知识即可创建自动化测试。但是，作为框架，

提供定制功能是一个好习惯。 

对于高级用户，可以通过编写自己的代码来覆盖某些独特的测试场景来进行自定

义。 

3、使用人工智能（AI）的高级自动化 

这是可以实现的最高自动化水平： 

 从测试用例文档创建测试脚本（可能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无脚本测试自动化框架：工具及示例  
 

 译者：桃  子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top-20-automation-testing-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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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应用程序的更改自动更正测试脚本，以进行有效的回归测试。 

 根据被测应用程序上的用户操作/用例，自动生成测试脚本。这是传统记录和播

放功能的高级版本。 

 基于机器学习的测试结果自动验证，无需用户输入需要验证的内容和测试分

析。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介绍无脚本的自动化。在此之前，让我们看一些顶级的无脚

本自动化工具列表 

一、最好的无脚本测试自动化工具 

下面列出了此类别下的顶级工具，以供您参考 

1、TestCraft 

 

TestCraft 是一个无脚本的 Selenium 测试自动化平台。其革命性的 AI 技术和独特的

可视化建模可以更快地创建和执行测试，同时消除测试维护开销。 

测试人员无需编码即可创建全自动测试场景。客户可以快速发现错误，更频繁地发

布错误，与 CI / CD 集成，批准并提高其数字产品的整体质量。 

主要特征： 

 无需编程技能。利用手动测试人员的业务知识，并允许他们创建无代码的自动

化测试方案。 

 大大降低维护成本。由于我们的 AI 算法，脚本会自动调整以进行更改。单击几

下，即可进行主要更改。 

 基于 Selenium 快速集成和利用社区开发的模块。 

 它提供了立即实现价值的时间。无需安装（SaaS）。容易掌握。 

2、ACCELQ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TestCraft-Cod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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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易用，功能强大的 AI 驱动的测试自动化平台。 

ACCELQ 是唯一基于云的连续测试平台，可以无缝地自动执行 API 和 Web 测试，

而无需编写任何代码。各种规模的 IT 团队都使用 accelQ 通过自动化生命周期的关键方

面（例如测试设计，计划，测试生成和执行）来加速测试。 

accelQ 客户通常可以节省测试变更和维护工作所涉及成本的 70％以上，从而解决了

行业的主要难题之一。accelQ 通过 AI 驱动的内核使这一点成为可能，从而在其他独特

功能中带来了自愈自动化。 

专注于设计和用户体验是 accelQ 持续创新方法的核心，它不懈地努力加快测试速度

并提高其客户的交付质量。 

关键能力： 

 用于设计和生命周期自动化的可视化应用程序建模。 

 无代码 API 和 UI 自动化在同一流程中。 

 自动化的测试用例生成和数据计划。 

 具有多个抽象层的 insprint 自动化。 

 内置的测试管理和计划功能。 

 无缝的 CI / CD 和 Jira / ALM 集成，具有自然可追溯性。 

 具有运行时分析引擎的自我修复功能，可实现强大的自动化。 

 没有供应商锁，可扩展框架与开源保持一致 

3、Ranorex Studio 

 

Ranorex Studio 包括一整套用于桌面，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测试的无脚本测试自动化

工具。自动化测试的时间是其他方法的一半。 

主要功能包括：  

 Ranorex Recorder ：捕获与您的应用程序的每次交互。在捕获窗口中，暂停并继

https://www.accelq.com/?utm_source=STH_Scriptless&utm_medium=STH_Scriptless&utm_campaign=STH_Scriptless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ranorex-scriptless-test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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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记录，编辑步骤以及添加验证操作。  

 Ranorex Spy ：只需单击即可识别 UI 元素，然后将它们拖放到测试用例中。

Ranorex Studio 自动处理任何动态 Web 元素。 

 动作编辑器：编辑记录的步骤，添加验证，指定执行条件（IF 语句）以及使用

Excel 文件或数据库中的数据-所有这些都无需编码。  

 内置 Selenium WebDriver 。在 WebDriver 端点，本地 Selenium Grid 或基于云的

提供程序上执行跨浏览器测试。 

 内置的测试运行报告和测试执行的视频报告。如果测试步骤失败，只需重播视

频以查看发生了什么。单击测试报告中失败的步骤，以直接跳至测试用例并进

行调试。  

 与包括 Jira 和 Bugzilla 在内的领先缺陷跟踪工具，包括 Jenkins 和 Bamboo 在内

的 CI / CD 工具，用于测试用例管理的 TestRail 集成在一起。 

Ranorex Studio 还具有完整的 IDE，因此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代码扩展测试用例。 

二、设计目标 

下面简要介绍了一些应考虑的重要设计目标。 

1、输入驱动 

运行自动化测试所需的任何输入都应超出自动化框架的“编码”部分。输入内容可

以是您的测试步骤，测试条件，测试数据，预期结果等。 

对于每种类型的输入，框架都应以易于使用的关键字形式提供支持，从而也可以理

解上下文。 

2、允许自定义 

显然，这意味着您应该提供一些选项来为高级用户自定义测试脚本的处理，以便它

们可以包含独特的方案。高级用户可以将他们的测试脚本（以程序的形式）插入到框架

的测试输入中。 

3、简单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目标，因为了解如何设置，配置和使用自动化框架应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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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变得困难。 

一个这样的示例将是提供一个模板，该模板具有所有必需的测试输入以及默认值

（但与上下文相关）。 

这样，用户将迅速了解如何根据他们的应用程序需求提供测试输入。另一种方法是

在测试输入中提供高水平的抽象。 

示例：让我们模拟单击按钮。在这里，作为用户，我只对单击按钮的简单操作感兴

趣。 

该框架应该能够通过内部处理标识按钮控件的不同方法来执行该操作，然后再执行

该操作。实际上，这与输入驱动的目标有些相关，在该目标中，您必须定义易于理解的

关键字，如本例中的 ClickButton。 

4、与平台无关 

必须能够在不同的 PC 和 Mobile 平台上运行。针对 Web 应用程序开发的无脚本自

动化情况下的不同浏览器。作为此目标的一部分，您还应该考虑支持跨不同平台的通用

测试输入。 

5、技术不可知 

在当今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技术是广泛的，开发应用程序有很多选择。 

无论使用什么技术来开发被测应用程序（在给定的应用程序类型（例如 Web 或移动

应用程序）下），自动化框架都应该能够测试这些应用程序，而对测试输入和框架引擎

本身所做的更改很少或没有任何更改。 

6、测试环境不可知 

它应该能够在云和本地虚拟环境上运行。 

7、可扩展 

我们应该提供选项来插入其他软件组件，以涵盖复杂的测试方案。 

让我们以包含前端应用程序和 Web 服务的电子商务网站为例，您想测试应用程序的

功能以及性能。这项要求肯定需要使用可以测试 Web 服务和网站性能的工具的插件。 

三、洞察实施要求 

https://www.softwaretestinghelp.com/test-automation-frameworks-selenium-tutorial-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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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实现细节之前，让我们首先了解无脚本自动化框架的高级体系结构组件。 

 

我们将看到 3 个主要组件（当然，可以将这些组件进一步划分为较低的级别，但这

不是现在的目的！），我们将看到该组件以大致了解框架： 

1）框架核心引擎：这是框架的核心组件，它完成了自动化逻辑，验证，与体系结

构其余组件的接口以及第三方应用程序/脚本的所有繁重工作，用于自定义测试配置和处

决。 

将所有测试输入操作转发到操作处理程序，以处理 AUT（被测应用程序）上的操

作。对于开发此引擎，重要的是要考虑上述设计目标，选择合适的编程知识和技术。 

根据明智的技术选择，您将能够满足大多数设计目标，从而为自动化框架的消费者

提供最大的收益。 

2）测试输入接口：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是前端组件，您将在其中提供所有测试

输入，例如测试用例步骤，测试条件，测试数据，预期结果等。 

记住简单性的设计目标，应该以一种使消费者可以快速适应并开始使用您的框架的

方式设计此组件。未能达到此目标将导致框架本身的使用减少。 

核心引擎的接口是解释器，通常遵循某种协议来交换测试输入上的信息。 

3）测试输出接口：该组件负责输出测试结果，测试日志，缺陷日志，报告和仪表

板。框架核心引擎会将结果转发到 Output logger，然后由 Output 接口呈现。 

在上述组件中，使用者通常将与 Test 输入接口和 Test 输出接口连接。因此，我们将

仅探索这两个组件。 

在上述组件中，使用者通常将与 Test 输入接口和 Test 输出接口连接。因此，我们将

仅探索这两个组件。 

测试输入接口 

可以以不同方式提供测试输入。但是，这完全取决于我们针对此框架所针对的消费

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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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L，Excel 等文件；诸如测试数据字段，测试步骤，数据类型之类的架构将

由框架引擎定义，并且在提供测试输入时必须遵循该架构。 

 基于 GUI 的输入，您将在提供相关的测试字段，以便使用者可以提供所有测试

详细信息以执行。 

 基于可视化编辑器的输入，消费者可以以流程图的形式提供这些输入（支持基

本逻辑，例如条件和循环）。实际上，这是提供输入接口的最流行的方式，尽管

开发这种接口比较耗时。 

需要提供的典型功能集是： 

 能够根据测试类型，测试优先级等对测试用例进行分组。 

 必须能够创建自定义测试套件以运行冒烟和回归测试，选择性测试等。 

 测试与平台无关的输入。 

 能够多次执行单个测试用例。 

 我们应该能够针对不同的测试值执行单个测试用例。 

 能够针对特定的测试步骤或测试用例启动另一个可执行文件。例如，与 Jenkins

的接口以自动启动测试执行。 

 测试执行和输出日志记录的配置。示例：超时。 

 设置“测试脚本库”以确保在必要时可在团队和项目之间重复使用。 

 能够从过去创建的模板中导入测试数据输入。 

 准备导入测试用例文档并将其映射到测试数据输入。记住“可扩展性”设计目

标。是的，这是迈向更高水平自动化的第一步！ 

测试输出接口 

从无脚本自动化的角度来看，您还必须确保能够以无缝方式查看测试执行结果，而

无需编写特殊代码。 

需要提供的典型功能集是： 

 能够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日志，框架日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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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成各种测试报告和仪表板。 

 能够根据特定要求创建自定义报告。 

 必须能够在运行时通过 GUI 传输测试结果。 

 能够与标准测试用例管理工具对接。 

 应该能够以不同格式（例如 Excel，doc，pdf 等）导出测试结果，报告和仪表

板。 

 能够针对特定要求（例如性能测试工程等）过滤和解析测试日志。 

 提供将所有测试数据（结果，日志，选择性数据点）推送到高级模块（例如分

析）的功能。记住“可扩展性”设计目标。是的，这是迈向更高水平自动化又

迈出的第一步！ 

四、关于无脚本自动化的神话 

以下是有关此框架的一些误解。 

1）SAF 是 100％无脚本的：实际上，这不是 100％正确的。尽管目标是使其 100％

无编码，但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一壮举。 

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被测应用程序（AUT），技术和用于开发软件的编程语言中存

在各种复杂性。因此，我们提到的设计目标之一是为定制提供灵活性。 

2）使用 SAF，测试人员不需要任何编程或编码知识：再次，这不是 100％正确。实

际上，它们确实需要一些编程和逻辑技能的基本概念。 

对于基于 Web 或移动的应用程序，测试人员还需要了解对象和类的基础知识，这些

对象和类需要作为自定义脚本的一部分包含在内。 

实际上，有些工具（例如 TestCraft）不需要 QA 专业人员来拥有编码知识。它们的

拖放功能以及即时运行功能使任何人都可以了解如何运行测试。 

3）SAF 完全取决于记录和回放，可以依靠：否。记录和回放只会为用户提供一个

工作脚本，该脚本具有输入和流的硬编码值，必须稍后对其进行自定义。 

无论如何，它都不涵盖用户输入和测试步骤的所有可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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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脚本示例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给出了一些无脚本自动化的示例。 

1）这是一个测试执行示例 

 开启网页 

 在用户名字段中输入用户 

 在密码字段中输入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 

以上每个都是无脚本框架支持的关键字。 

作为测试人员，您只需传递如下所示的值：打开网页 “ www.linkedin.com” 

Enteruser dummyuser 

Enterpassword dummypwd，mask = true 

单击“登录” 

斜体字是接受参数以执行操作的关键字。 

注意： EnterPassword 接受 2 个参数。第二个是标志，用于指示在密码字段中键入字符时的掩

码。 

2）假设您要自动执行付款交易流程： 

 选择账户类型 

 输入购买商品的金额 

 输入密码 

 打印收据 

SelectAccount 信用 

EnterAmount INR1000 

EnterPIN 1234，mask = true 

PrintReceipt Customercopy = false，Merchantcopy = true 

http://www.linkedin.com/


 

 

88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下) 

www.51testing.com 

 

斜体字是接受参数以执行操作的关键字。 

注意： EnterPIN 接受 2 个参数。第二个是标志，指示在 PIN 输入字段中键入时 PIN 数字的掩

码。PrintReceipt 也有 2 个参数。 

如果您注意到上面的流程，这就是典型的交易流程。您可以将整个流程用作各种测

试用例的“事务测试模板”。这是使测试人员易于生成测试步骤和测试输入的方式。 

关键字，关键字组和基于流的关键字的可重用性可以在无脚本自动化框架（SAF）

中完成 

六、结论 

通过本文，您将发现开发无代码或无脚本的自动化框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且同样有

趣的任务。 

您可以为任何类型的应用程序测试开发此类框架，即基于 Web 的，移动应用程序，

Web 服务，GUI，数据库，嵌入式设备应用程序等。 

但是，应格外小心地开发稳定，可靠和高性能的工具。这只是警告，选择正确的技

术和脚本/编程语言来开发一个奇妙而有用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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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app 的 webview 自动化是依赖于 chromedriver 的，并且每个 app 的 webview 版本号

都不太一样，这就导致了每次都需要重新去下载对应的 chromedriver 版本。如何根据当

前的 webdriver 版本去匹配对应 chromedriver 版本，这是一个难题。 

根据官方文档翻译过来看，版本不匹配的话一般会报错： 

An unknown server-side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command. 

Original error: unknown error: Chrome version must be >= 55.0.2883.0 

二、Chrome driver 启动 

用 chrome 浏览器运行自动化测试用例时，如果报这样的错误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WebDriverException: Message: unknown error: call function result missing 

value 

可以这样来解决：指定 chromedriver.exe 驱动绝对路径 

  driver = webdriver.Chrome(r'e:\xxx\chromedriver.exe') 

三、常遇错误 

我们在使用 native 和 h5 混合的应用程序测试时，可能会遇到报错 

E:\ProgramFiles(x86)\Python\Python37\lib\site-

packages\selenium\webdriver\remote\webdriver.py:1031: 

UserWarning: name used for saved screenshot does not match file type. It should end with a `.png` 

extension。 

"type. It should end with a `.png` extension", UserWarning) 

..['NATIVE_APP', 'WEBVIEW_chrome', 'WEBVIEW_com.android.browser'] 

NATIVE_APP 

 

Appium 自动化测试遇到的
chromedriver/chrome 坑 

 作者：枫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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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my center Test Over. 

E 

===================================================== 

ERROR: test_e_AboutContact (__main__.center)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E:/ATS/TCyDoctorNew/test_case/test_dir/test_4doctormycenter.py", line 371, in 

test_e_AboutChengyiContact driver.switch_to.context('WEBVIEW_com.android.browser') 

File"E:\ProgramFiles(x86)\Python\Python37\lib\site-packages\appium\webdriver\switch_to.py", line 31, 

in context 

self._driver.execute(MobileCommand.SWITCH_TO_CONTEXT, {'name': context_name}) 

File"E:\ProgramFiles(x86)\Python\Python37\lib\site-

packages\selenium\webdriver\remote\webdriver.py", line 321, in execute 

self.error_handler.check_response(response) 

File"E:\ProgramFiles(x86)\Python\Python37\lib\site-packages\appium\webdriver\errorhandler.py", line 

29, in check_response raise wde 

File"E:\ProgramFiles(x86)\Python\Python37\lib\site-packages\appium\webdriver\errorhandler.py", line 

24, in check_response 

super(MobileErrorHandler, self).check_response(response) 

File "E:\Program Files (x86)\Python\Python37\lib\site-

packages\selenium\webdriver\remote\errorhandler.py", line 242, in check_response 

raise exception_class(message, screen, stacktrace)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WebDriverException: Message: An unknown server-side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command. Original error: No Chromedriver found that can automate Chrome 

'55.0.2883'. See https://github.com/appium/appium/blob/master/docs/en/writing-running-

appium/web/chromedriver.md for more details. 

---------------------------------------------------------------------- 

Ran 3 tests in 66.001s 

FAILED (errors=1) 

Process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0 

我们来看报错信息，第一个是 warning，是指截图的格式最好是 png，这个与本文无

关我们先忽略，关键看第二个错误，它主要缘于“No Chromedriver found that can 

automate Chrome '55.0.2883”，在 appium 日志里也能看到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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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了解 chromedriver 

通过管理 Chromedriver， Appium 支持安卓网页和支持谷歌的混合 app 的自动化。

通过 npm package 安装的总是绑定最新的 chromedriver。 

但是，每一版 chromedriver 的更新会支持最小的新增谷歌的版本，所以早期的版本

不能再跟绑定的版本兼容。这时在 appium server 日志里会有类似的错误： 

An unknown server-side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command. 

Original error: unknown error: Chrome version must be >= 55.0.2883.0 

为解决这个问题，appium 可以通过加上—chromedriver_version 属性配置使用特定的

chromedriver 版本，比如 

npm install appium – chromedriver_version="2.16" 

或者在 CHROMEDRIVER_VERSION 环境变量指定版本，如 

CHROMEDRIVER_VERSION=2.20 npm install appium 

这也能得到最新的版本。最后，还可以被指定在运行时，通过—chromedriver-

executable 服务器标识与 chromedriver 执行路径手动下载，比如 

appium --chromedriver-executable /path/to/my/chromedriver 

五、chromedriver/chrome 兼容 

下面是 chromedriver 与最小的 chrome 版本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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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最小谷歌版本 Chromedriver 链接 

2.44 69.0.3497.0 v2.44 

2.43 69.0.3497.0 v2.43 

2.42 68.0.3440.0 v2.42  

2.41 67.0.3360.0 v2.41 

2.40 66.0.3359.0 v2.40 

2.39 66.0.3359.0 v2.39 

2.38 65.0.3325.0 v2.38 

2.37 64.0.3282.0 v2.37 

2.36 63.0.3239.0 v2.36 

2.35 62.0.3202.0 v2.35 

2.34 61.0.3163.0 v2.34 

2.33 60.0.3112.0 v2.33 

2.32 59.0.3071.0 v2.32 

2.31 58.0.3029.0 v2.31 

2.30 58.0.3029.0 v2.30 

2.29 57.0.2987.0 v2.29 

2.28 55.0.2883.0 v2.28 

2.27 54.0.2840.0 v2.27 

2.26 53.0.2785.0 v2.26 

2.25 53.0.2785.0 v2.25 

2.24 52.0.2743.0 v2.24 

2.23 51.0.2704.0 v2.23 

2.22 49.0.2623.0 v2.22 

2.21 46.0.2490.0 v2.21 

2.20 43.0.2357.0 v2.20 

2.19 43.0.2357.0 v2.19 

2.18 43.0.2357.0 v2.18 

2.17 42.0.2311.0 v2.17 

2.16 42.0.2311.0 v2.16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44/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43/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42/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41/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40/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9/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8/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7/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6/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5/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4/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3/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2/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1/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0/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9/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8/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7/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6/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5/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4/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3/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2/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1/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0/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9/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8/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7/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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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最小谷歌版本 Chromedriver 链接 

2.15 40.0.2214.0 v2.15 

2.14 39.0.2171.0 v2.14 

2.13 38.0.2125.0 v2.13 

2.12 36.0.1985.0 v2.12 

2.11 36.0.1985.0 v2.11 

2.10 33.0.1751.0 v2.10 

2.9 31.0.1650.59 v2.9 

2.8 30.0.1573.2 v2.8 

2.7 30.0.1573.2 v2.7 

2.6 29.0.1545.0 v2.6 

2.5 29.0.1545.0 v2.5 

2.4 29.0.1545.0 v2.4 

2.3 28.0.1500.0 v2.3 

2.2 27.0.1453.0 v2.2 

2.1 27.0.1453.0 v2.1 

2.0 27.0.1453.0 v2.0 

 

六、自动查找匹配的 chromedriver 

从 Appium1.8.0 开始，appium 可以得到这个正确的基于 chrome 的 chromedriver 版

本。当 appium 发布时，appium 与 chromedriver 绑定，更多 chromedriver 版本可供下载

到 appium 的安装文件里（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更新 appium 时将会删除它们）。 

当一个 appium 版本发布，最新的 chromedriver 版本可以被获取，可以通过

chromedriver 与最小 chrome 版本映射关系，得到映射的绝对路径文件。这个文件内容必

须做成 json 对象，例如 

{ 

  "2.42": "63.0.3239", 

  "2.41": "62.0.3202" 

} 

七、安装网络问题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5/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4/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3/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2/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1/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0/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9/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8/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7/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6/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5/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4/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3/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2/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1/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index.html?pat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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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appium 安装时需要下载 chromedriver，所以会遇到安装失败的网络问题。 

默认下 chromedriver 从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 获取。使用

chromedrivre 的 npm 镜像配置 chromedriver_cdnurl。 

npm install appium-chromedriver --chromedriver_cdnurl=http://npm.taobao.org/mirrors/chromedriver 

或者在你的.npmrc 文件增加属性 

chromedriver_cdnurl=http://npm.taobao.org/mirrors/chromedriver 

另一种选择是使用 Path 环境变量 CHROMEDRIVER_CDNURL 

CHROMEDRIVER_CDNURL=http://npm.taobao.org/mirrors/chromedriver npm install appium-

chromedriver 

在国内，可以用 cnpm~ 

首先，安装 cnpm 

npm install -g cnpm --registry=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输入 cnpm -v,显示 cnpm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命令或批处理文件。 

cnpm 默认会安装在 C:\Users\admin\AppData\Roaming\npm 个人用户路径下。所以追

溯到这个文件夹，在这里可以执行 cnpm  v，因此推测没有把 cnpm 路径加入到 path 系

统环境变量中。 

添加到 path 后，再关闭打开 cmd，执行 cnpm – v 命令， 

 

解决这个之后执行安装 chromedriver 

cnpm install -g appium --chromedriver_version="2.28" --

chromedriver_cdnurl=http://npm.taobao.org/mirrors/chromedriver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
https://chromedriver.storage.googleap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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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TestNG+Jenkins 实现接口(API)自动化测试全教程 

- Django 环境搭建及 Restful 接口测试实践 

- pytest 自动化测试探索 

- Python 接口测试实践（Requests）-用例封装及测试报告生成 

- 人与机器人如何协同来测试软件       

- 互联网江湖中的技术债   

- 做测试的你，职业倦怠了么？                                                

- 数据处理类系统功能测试探索 

- Django 数据管理及接口测试 

 

《51 测试天地》（五十七）上篇 精彩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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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wnload.51testing.com/wenzhang/51Testing_wenzhang57_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