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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nium 是最流行的 web 端自动化测试框架之一，用于自动执行用户对被测产品的

操作。Selenium 是开源的，Selenium 框架的核心组件是 Selenium WebDriver。 Selenium 

WebDriver 允许使用者在不同的浏览器（例如 Chrome，Firefox，Internet Explorer，

Microsoft Edge 等）上执行测试用例。使用 Selenium WebDriver 的主要优点是它支

持.NET，Java，C＃，Python 等。可以参考有关 Selenium WebDriver 体系结构的官方文

档以了解更多信息。 

尽管 Selenium 简化了 Web 网站或 Web 应用程序的测试，但测试开发人员在使用框

架时面临着许多 Selenium 自动化挑战。让我们看一下 Selenium Automation 中面临的一

些最常见挑战及其比较不错的解决方案。 

误报成功和误报失败 

误报成功也是测试结果成功的一种情况，即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反之亦然，误报

失败是测试失败一种情况，即使一切都按预期进行，测试结果也会报告脚本执行过程中

出现错误。误报对自动化测试一直是最大的挑战，当然 Selenium 也不例外。 

当测试工程师通过 Selenium 脚本运行成百上千的测试用例时，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稳

定的测试，这些测试显示误报。如果长时间不处理，可能会导致整个自动化测试项目失

去价值，从而使测试人员的自动化测试脚本沦为“废物”。 

测试脚本的稳定性无疑是 Selenium 自动化中最常见的挑战之一。目前通用的解决办

法依然缺少，但从过往工作经验来看，测试左移，独立测试环境，统计脚本误报率等等

从流程上来解决这个难题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等待网页加载 JavaScript 

 

Selenium 自动化中的常见挑战 
 

 

 作者：八音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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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网站包含需要 JS 异步加载 Web 元素，例如基于用户选择的下拉列表。则

Selenium 脚本在运行时可能会在这些 Web 元素时突然失效。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

WebDriver 没有处理网页完全加载所花费的时间。为了处理页面加载的 Selenium 自动化

中的异步加载的问题，需要使 WebDriver 等到该页面的完整 JavaScript 加载完成之后再

进行操作。在任何网页上执行测试之前，您应确保该网页（尤其是带有很多 JavaScript

代码的网页）的加载已完成。您可以使用 readyState 属性，该属性描述文档/网页的加载

状态。document.readyState 状态为 complete 表示页面/文档的解析已完成。 

''' 在此示例中，我们将 pytest 框架与 Selenium 一起使用 ''' 

import pytest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from selenium.webdriver.chrome.options import Options 

from selenium.webdriver.common.keys import Keys 

from time import sleep 

from contextlib import contextmanager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ui import WebDriverWait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expected_conditions import staleness_of 

 

@pytest.fixture(params=["chrome"],scope="class") 

def driver_init(request): 

    if request.param == "chrome": 

        web_driver = webdriver.Chrome() 

    request.cls.driver = web_driver 

    yield 

    web_driver.close() 

 

@pytest.mark.usefixtures("driver_init") 

class BasicTest: 

    pass 

class Test_URL(BasicTest): 

        def test_open_url(self): 

            self.driver.get("https://www.*****.com/") 

            print(self.driver.title) 

            sleep(5) 

  def wait_for_page_load(self, timeout=30): 

            old_page =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owl-example')   

            yield 

            WebDriverWait(self.driver, timeout).until( 

                staleness_of(old_p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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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test_click_operation(self): 

            # 等待 10 秒钟的超时时间，然后执行 CLICK 操作 

            with self.wait_for_page_load(timeout=10):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link_text('FREE SIGN UP').click() 

                print(self.driver.execute_script("return document.readyState")) 

无法扩展的方法 

Selenium 是一种出色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它是开源的，它使世界各地的 Web 测试人

员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但是，Selenium 自动化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无法扩展。 

执行自动化测试的最终目标是在更短的时间内覆盖更多的测试范围。最初可能会进

行简短的测试构建，但是产品势必会随着每个迭代版本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您可能需要

涵盖更多的测试用例。使用 Selenium WebDriver，您只能以顺序的方式执行测试，并且

效果不如您希望的自动化过程有效，测试脚本的执行速度也会变得越来越慢。 

现在，Selenium Grid 可以并行运行测试用例，但这也有一个缺点。无法跨浏览器和

操作系统的多种组合全面测试网站或网络应用。因为 Selenium Grid 仅有助于在本地计算

机上安装的特定浏览器上执行跨浏览器测试。您可以利用 Selenium 中的并行测试功能来

代替线性测试，从而降低总体项目成本，并在并行执行自动化测试时加快产品/功能迭代

交付。 

处理动态内容 

越来越多的网站使用了动态的内容。测试具有静态内容的网站对 Selenium 自动化来

说相对轻松。在当今时代，大多数网站所包含的内容可能因一个访客而异。这意味着内

容本质上是动态的（基于 AJAX 的应用程序）。 

例如，电子商务网站可以根据用户登录的位置加载不同的产品、内容可能会有所不

同，具体取决于用户从特定下拉菜单中选择的内容。由于新内容的加载需要时间，因此

仅在加载完成后才触发测试非常重要。由于网页上的元素以不同的时间间隔加载，因此

如果 DOM 中尚不存在某个元素，则可能会出现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处理动态内容一直

是 Selenium 自动化中最常见的挑战之一的原因。 

解决此问题的一个简单解决方案是使线程休眠几秒钟，这可能会提供足够的时间来

加载内容。但是，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无论是否发生必需的事件，线程都会休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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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长的时间。 

# 并不完美的方案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import time 

from time import sleep 

  

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driver.get("https://www.*****.com") 

 

# 睡眠 10 秒，无论是否存在元素 

time.sleep(10) 

 

# 资源释放 

driver.close() 

使用 Selenium WebDriver 动态内容处理此挑战的更好方法是使用隐式等待或显式等

待，这取决于各自的需求。 

显式等待处理动态内容 

使用显式等待，您可以使 Selenium WebDriver 停止执行并等待直到满足特定条件。

如果您希望设置条件以等待到确切的时间段，则可以将它与 thread.sleep()函数一起使

用。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显式等待，带有 ExpectedCondition 的 WebDriver 是最受欢迎的

选项。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from time import sleep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NoSuchElementException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 import expected_conditions as EC 

from selenium.webdriver.common.by import By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TimeoutException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ui import WebDriverWait 

 

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driver.get("https://www.*****.com") 

 

try: 

    myElem_1 = WebDriverWait(driver, 

10).until(EC.presence_of_element_located((By.CLASS_NAME, 'home-btn'))) 

    print("Element 1 found") 

    myElem_2 = WebDriverWait(driver, 10).until(EC.element_to_be_clickable((By.CLASS_NAME,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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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Element 2 found") 

    myElem_2.click() 

    sleep(10) 

#异常处理 

except TimeoutException: 

    print("No element found") 

sleep(10) 

driver.close() 

在上面的示例中，对受测 URL 内容进行了两次搜索。第一次搜索是通过

CLASS_NAME 将元素定位到元素 home-btn 的最长持续时间为 10 秒。 

第二个搜索是可点击元素登录，最长持续时间为 10 秒。如果存在 clickable 元素，

则执行 click()操作。在两种情况下，都将 WebDriverWait 与 ExpectedCondition 一起使

用。WebDriverWait 触发 ExpectedCondition 的默认限制为 500 毫秒，直到收到成功的响

应。 

隐式等待处理动态内容 

隐式等待通知 WebDriver 在特定时间段内轮询 DOM，以获取页面上 Web 元素的存

在。默认超时为 0 秒。隐式等待需要一次性设置，如果配置正确，它将在 Selenium 

WebDriver 对象的生存周期内可用。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import time 

from time import sleep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NoSuchElementException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 import expected_conditions as EC 

from builtins import str 

 

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driver.get("https://www.*****.com") 

driver.implicitly_wait(60) 

curr_time = time.time() 

try:  

    curr_element = driver.find_element_by_class_name("home-btn")  

except:  

    print("元素不存在！") 

print("耗时 " + str(int(time.time()-curr_time))+'-secs') 

 

driver.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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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弹出窗口 

在某些情况下，您需要与弹出窗口进行自动交互，这是 Selenium 自动化中最常见的

挑战之一。有不同类型的弹出窗口： 

  简单警报：显示一些消息的东西。 

  确认警报：要求用户确认操作。 

  提示警报：通知用户输入内容。 

尽管 Selenium WebDriver 无法处理基于 Windows 的警报，但它确实具有处理基于

Web 的警报的功能。switch_to 方法用于处理弹出窗口。为了演示，我们创建了一个简单

的 HTML 文件，其中包含 Alert 弹出窗口实现。 

<!DOCTYPE html> 

<html> 

<body> 

<h2> 

Demo for Alert</h3> 

 

<button onclick="create_alert_dialogue()" name ="submit">Alert Creation</button> 

<script> 

function create_alert_dialogue() { 

 alert("测试弹框，请点击继续！"); 

} 

</script> 

</body> 

</html> 

下面是我们在 switch_to 方法中的用法 .switch_to.alert.alert，以便切换到警报对话

框。进入“警报框”后，可以使用 alert.accept()方法接受警报。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import time 

from time import sleep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ui import WebDriverWait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NoSuchElementException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TimeoutException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 import expected_conditions as EC 

from builtins import str 

 

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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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get("file://<HTML File location>")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submit").click() 

sleep(5) 

 

alert = driver.switch_to.alert 

text_in_alert = alert.text 

sleep(10) 

 

alert.accept() 

print("ok，跳过警告框") 

driver.close() 

如果页面显示输入警报，则可以使用 send_keys()方法将文本发送到输入框。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import time 

from time import sleep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ui import WebDriverWait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NoSuchElementException 

from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 import TimeoutException 

from selenium.webdriver.support import expected_conditions as EC 

from builtins import str 

 

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driver.get("file://<HTML File location>")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send_keys("***") 

sleep(5)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submit").click() 

sleep(5) 

 

try: 

    WebDriverWait(driver, 10).until(EC.alert_is_present(), 

                '超时') 

    alert = driver.switch_to.alert 

    sleep(10) 

    alert.accept() 

    sleep(10)   

except TimeoutException: 

    print("没有发现警告框") 

 

driver.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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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浏览器窗口 

多窗口测试无疑是 Selenium 自动化中的常见挑战之一。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单击按钮

会打开一个弹出窗口，该弹出窗口成为子窗口。一旦有关子窗口上的活动的活动完成，

则应将控件移交给父级或者上一级窗口。这可以通过使用 switch_to.window()方法（其中

window_handle 作为输入参数传递）来实现。 

用户单击链接后，将打开一个新的弹出窗口，该窗口将称为子窗口。

switch_to.window 方法用于切换回父窗口。可以使用 driver.switch_to.window(window-

handle-id)或 driver.switch_to.default_content（）切换到父窗口。 

import unittest 

from selenium import webdriver 

from selenium.webdriver.common.keys import Keys 

from selenium.webdriver.common.by import By 

from time import sleep 

  

class test_switch_windows(unittest.TestCase): 

  

    def setUp(self): 

        self.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def test_open_pop_up_window(self): 

        driver = self.driver 

        driver.get("http://www.****.com/html/codes/html_popup_window_code.cfm") 

        title1 = driver.title 

        print(title1) 

     

        #获取当前窗口的窗口句柄 

        parent_window = driver.window_handles[0] 

        print(parent_window) 

  

        #弹出式窗口是 iframe 

        driver.switch_to.frame(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result1')) 

        driver.find_element_by_link_text('show_iframe').click() 

         

        #获取子窗口的句柄 

        child_window = driver.window_handles[1] 

         

        #父窗口将在后台 

        #子窗口来到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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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r.switch_to.window(child_window) 

        title2 = driver.title 

        print(title2) 

        print(child_window) 

         

        #断言主窗口和子窗口标题不匹配 

        self.assertNotEqual(parent_window , child_window   

        sleep(5) 

    def tearDown(self): 

        self.driver.close() 

if __name__ == "__main__": 

    unittest.main() 

无法测试移动设备 

尽管 Selenium 框架已广泛用于跨浏览器和操作系统的不同组合测试网站或 Web 应

用程序，但该测试仍仅限于非移动设备。因此，测试针对移动设备的网站或 Web 应用程

序是 Selenium 自动化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如果对移动应用程序执行测试自动化测试，那么最著名的开源框架将是 Appium。 

无法自动化一切 

100％自动化是一个吹牛的命题。众所周知的是，并非所有测试方案都可以自动

化，因为有些测试需要手动干预。您需要确定团队在自动化测试上相对于手动测试应花

费的精力的优先级。尽管 Selenium 框架具有一些功能，可以通过这些功能来截取屏幕截

图，记录视频（测试的整体执行情况）以及可视化测试的其他方面，但是将这些功能与

可扩展的基于云的跨浏览器测试平台一起使用可能会具有很大的价值。 

生成测试报告 

任何测试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发现 BUG 并改善整体产品。在跟踪正在执行的测试，

生成的输出和测试结果方面，报告可以发挥主要作用。尽管有可以与 pytest 和 Selenium

一起使用的模块，例如 pytest_html（对于 Python），但是测试报告中的信息可能并不十

分详尽。Selenium 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编程语言（例如 Java，C＃、.Net 等）的类似模

块/包，但是这些语言仍然存在相同的问题。收集测试报告是 Selenium 自动化中的关键

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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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基于 Selenium 的第三方云测平台，还有很多公司机遇 Selenium 开发的自己的

报告框架提取，一般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丰富报告信息： 

  检索构建信息，例如构建测试状态，单个测试状态，测试运行时间，错误和测

试日志 

  通过命令获取屏幕截图 

  浏览器环境的详细信息 

有所不能 

上面提到的是 Selenium 自动化中的一些常见挑战，就 Selenium 而言存在一些限

制。只能使用 Selenium 框架来测试 Web 应用程序，即不能用于测试基于本地 Windows

的应用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这些场景，出于安全目的，因此自动化测试很

难甚至永远无法绕过一些严格身份验证。 

 

 

 

 

 

 

 

 

 

 

 

■自动化测试，到底该掌握哪些内容？>>https://www.atstudy.com/course/1010188 

 

https://www.atstudy.com/course/101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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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手段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全面赋能，而一

个科技产品从生产到应用，除产品设计、技术架构、软件编码、项目管控等核心环节

外，质量管控作为满足产品交付标准的最后一环，保证生产出稳定可靠、满足需求的产

品是它最核心的目标。而这其中，自动化测试作为软件质量管控的一个新兴且重要手段

的之一，在替代大量重复性工作和提高回归测试的效率方面上有着极大优势，对我们敏

捷开发出优秀的科技产品有重要意义。 

一、背景介绍 

软件测试最基本的形式是手工测试，指软件测试的整个活动过程都由软件测试工程

师通过鼠标、键盘、麦克风、手机屏幕触控等手工执行完成。 

 

图 1:手工测试 

 

 

 

Yapi 接口自动化平台技术调研  
 

 作者：Kay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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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自动化测试是，把人对软件的测试行为转化为由机器执行测试行为的一种实

践。对于服务端接口的 API 测试来说，就是由自动化测试工具模拟需要人工在软件界面

上的各种操作后发起的一连串接口请求，并且自动验证其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图 2:自动化测试 

事实上，自动化测试覆盖了从 UI （界面测试）到契约（接口测试）以及底层代码

方法（单元测试）的整个过程。 

 

 

图 3:自动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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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nit 单元测试 

金字塔最低端也是占比最大的单元测试通常是由开发人员编写，质量控制基本成为

开发的本职工作，所以这个层级的测试对整个研发&测试团队的技术和人员都有很高的

要求，过于理想化，较难推广。 

（二）UI 界面测试 

最上层的 UI 测试占比少，是因为 UI 界面的不稳定性以及 UI 定位脚本的识别难度

较高，且本身对于前端的代码规范性也会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一定程度会导致脚本维护

成本也非常高。UI 自动化测试更适用于测试需要大量重复的、测试功能稳定性和兼容性

的单个场景。 

（三）Service 测试 

模型的中间是 Service 测试，也就是接口 API 测试，API 接口测试介于单元测试和

界面测试之间，是一种灰盒测试方法，在前端界面未完成时，测试人员就可以单独验证

内部接口功能的完成性。相较于 UI 自动化测试，它具有自动化成本低和测试效率高的

特点，也将是我们研究测试自动化并应用落地的重要内容。 

二、技术预研目标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知道本次技术预研的方向是开发出一套满足公司现有产品以及

未来规划（微服务等）的接口自动化测试工具、代码框架或者平台。 

（一）纯脚本语言自动化框架 

1、调研框架：基于 python 语言的 pytest、unittest、Robot Framewor 等 

2、优点：使用 python 语法的框架代码优美、功能强大；使用 IDE 编写调试方便，

unittest、pytest 分别为 python 的标准测试库和第三方开源库，可编写出流程复杂的测试

场景和更强大的断言；而 RF 框架则功能更全面且可提供更多可用关键字，增强了代码

阅读性。这些开源框架都有非常丰富的插件体系、社区繁荣 

3、缺点：对于测试人员的脚本编写能力要求较高；多人同时编写一个项目的脚

本，需要掌握代码维护和解决冲突的能力；管理着较难掌控成员的接口编写过程和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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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纯语言脚本框架 

（二）工具类 

4、调研工具：Postman、ApiFox 等 

5、优点：门槛低,上手快，界面操作简洁方便，自带各种代码模块，按需使用即

可，复杂处理也可使用 js 语言编写脚本。配合第三方库 newman,方便直接在服务器运行,

做持续集成。支持抓包、多数据源读取、配合插件实现数据库操作等。ApiFox 还自带 

Mock 服务，非常适合枚举测试场景。 

6、缺点：工具自动化功能简单，适用流程较为简单的系统，接口定义与测试集合

模块耦合 

 

图 4:postman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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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台类 

7、调研类：Nei、Rap、Yapi、FasterRunner 等 

8、优点：保证大型企业级项目的管理、扁平化的权限设计、嵌入 Mock 服务、提供

接口文档管理，且大部分为开源产品，可二次定制开发。 

9、缺点：基于浏览器的操作可能存在漏洞，相对没有桌面软件便捷稳定，抓包困

难，暂时不适合做枚举测试。 

无论选择框架还是平台，归根到底只是帮助我们更好完成自动化工具，自动化测试

体系的核心资产是测试用例，是测试覆盖率，而不是无用的炫技的代码堆砌出来的东

西。个人认为结合公司规模、系统级别、测试人员的素质模型，以及综合三类测试手段

的优缺点等，开源的平台类产品，并在之上进行二次定制化开发，更满足现在大部分以

业务为导向的企业技术的预研目标方向，使其成为完成接口自动化的利器。 

三、相关产品调研 

我们调研了市面上开源的接口自动化测试产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别是网易

Nei、阿里 Rap、去哪儿 Yapi、大疆 HttpRunner。 

（一）网易 Nei（Github start:109） 

Nei 是网易前端事业部的产品，在平台类的自动化产品中功能做得较完善，但是 

Nei 的主要定位是做 saas 服务，基础模块是跟网易通行证有关，所以它只开源了部分

代码，有些基础模块需要自己重新开发。而对于企业来说，购买 sass 服务，公司机密的

接口数据放到第三方平台是个危险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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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网易 Nei 平台 

（二）阿里 Rap（Github start:6k） 

Rap 是阿里妈妈 MUX 团队 2013 年出的一款产品，从时间上看是同类产品中最早

的，现在已新出 Rap2 版本，但是界面操作不友好，缺少接口测试功能，而后端使用其

他工具（postman）测试接口，将导致不能及时更新接口文档。 

 

图 6:阿里 Rap 平台 

（三）大疆 HttpRunner（Github start:2.1k） 

HttpRunner 是一款面向 HTTP(S) 协议的通用测试框架,只需编写维护一份 

YAML/JSON 脚本, 即可实现自动化测试、性能测试、线上监控、持续集成等多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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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但是他只提供了底层能力，没有平台界面，需要配合工具和编写脚本。而基于大

疆开源 HttpRunner 测试做的 FasterRunner 的前端界面功能不完善，不能满足需求。 

（四）去哪儿 Yapi 平台（Github start:16.3k） 

Yapi 是去哪儿公司开源的接口自动化测试平台，基本包含了前面几款产品的全部功

能，优秀特性如下： 

1.接口文档管理，将测试集合与接口定义解耦； 

2.整合 postman 接口调试功能； 

3.整合 mock.js，内置 mock server 服务，且提供高级 mock 期望功能； 

4.强大的 pre-script 和可视化表达式功能，处理复杂脚本逻辑； 

5.插件机制、非常便于功能扩展，且开源社区有众多优秀插件； 

6.基于 MongoDB 高性能数据库，满足企业级测试用例量级； 

7.支持浏览器端和服务端自动化测试，测试报告美观； 

8.官网文档齐全，开源易部署，方便二次开发扩展功能； 

9.扁平化权限设计，保证大型企业级项目的管理，界面美观易用 

10.代码可维护性高，最后一次更新时间 13 天前，社区活跃； 

 

图 7:去哪儿 Yapi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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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Yapi 平台预研成果 

Yapi 平台相较于其他同类型平台优势较高，且二次开发起来非常方便，适用于大多

数的企业做定制化的接口管理和自动化测试平台。具体关于 Yapi 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在内

网部署&二次开发，我将在下一篇文章详细介绍。 

1、Yapi 官方文档：https://hellosean1025.github.io/yapi/ 

2、码云镜像地址：https://gitee.com/mirrors/YApi 

 

图 8:私有化 Yapi 平台 

3、接口管理 

 

4、测试集合 

https://hellosean1025.github.io/yapi/
https://gitee.com/mirrors/Y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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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测试报告 

 

6、脚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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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api 支持二次开发，目前我们内部部署的 Yapi 平台已扩展文件上传功能，优化

测试集用例排序方式，解决部分报错 bug 等，并已使用 Git 代码管理。 

8、Yapi 支持与 Jenkins 集成，目前已可与 Jenkins 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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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解读 Cypress 的测试报告  

◆作者：小菠萝   

 

 

 

一、前言 

Cypress 的测试报告模块脱胎于 Mocha 的测试报告，故任何 Mocha 支持的测试报

告均可直接用于 Cypress 

下面将利用 Cypress-example 提供的 web 应用程序作为例子，需要先启动本地服

务 

进入被测应用 logging-in__html-web-forms 的目录 

C:\Users\user\Desktop\py\cypress-example-recipes\examples\logging-in__html-web-forms 

启动本地服务 

npm start 

启动成功后，cmd 窗口将显示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 

 

二、内置的测试报告 

内置的测试报告包括 Mocha 的内置测试报告和直接嵌入在 Cypress 中的测试报

告，主要有以下几种： 

 spec 格式报告 

 json 格式报告 

 junit 格式报告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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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package.json  文件的 scripts 模块加入了如下键值对  "cypress:run":"cypress 

run"  

  cypress run  是以无头浏览器模式跑测试用例文件夹下的所有测试用例 

  cypress open  会打开测试用例集的界面，需要手动运行 

1、Spec 格式报告 

简介 

spec 格式是 Mocha 的内置报告，它的输出是一个嵌套的分级视图 

如何使用 

在 Cypress 中使用 spec 格式的报告非常简单，在命令行运行时加上 --

reporter=spec  

运行测试 

进入 Cypress 安装的目录，cmd 敲 

yarn cypress:run --reorter=spec 

运行完成后，测试报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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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son 格式报告 

简介 

json 测试报告格式将输出一个大的 JSON 对象  

如何使用 

在 Cypress 中使用 json 格式的报告非常简单，在命令行运行时加上  --

reporter=json  

运行测试 

进入 Cypress 安装的目录，cmd 敲 

yarn cypress:run --reporter=json --reporter-options "toConsole=true" 

运行完成后，测试报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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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unit 格式报告 

简介 

junit 测试报告格式将输出一个 xml 文件 

如何使用 

在 Cypress 中使用 xml 格式的报告非常简单，在命令行运行时加上   --

reporter=junit  

运行测试 

进入 Cypress 安装的目录，cmd 敲 

yarn cypress:run --reporter junit --reporter-options "mochaFile=results/test_output.xml,toConsole=true" 

运行完成后，测试报告如下图 

 

 

三、自定义的测试报告 

除了内置的测试报告，Cypress 也支持用户自动以报告格式 

1、Mochawesome 报告介绍 

 Mochawesome 是与 JavaScript 测试框架 Mocha 一起使用的自定义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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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运行在 Node.js（≥8）上 

 并与 mochawesome-report-generatir 结合使用生成独立的 HTML/CSS 报告，以

帮助可视化测试运行 

2、在 Cypress 中使用 Mochawesome 报告的步骤 

第一步 

 将 Mocha、Mochawesome 添加至项目中（看下面命令） 

npm install --save-dev mocha 

npm install --save-dev mochawesome 

注意坑 

 先看看 node_modules 目录下是否有 mocha 文件夹，如果有直接装 

mochawesome 

 如果安装 mocha 失败，出现很古怪的错误，譬如 mkdirp 版本不行

（如：  mkdirp@0.5.1: Legacy versions of mkdirp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Please 

update to mkdirp 1.x.  ） 

 尝试先 update mkdirp 库，如果也报错，则 uninstall mkdirp 库，如果仍然报

错；则把 Cypress 目录下的 node_modules 整个文件夹删掉，重新执

行 npm install ，大概率可以解决问题了 

（别问我怎么知道这些坑...） 

第二步 

进入 Cypress 安装目录，cmd 执行下面命令 

yarn cypress:run --reporter mochawesome 

运行完成后，可以看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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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文件夹 mochawesome-report 会生成在项目根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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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html 查看可视化报告 

 

 

3、用户自定义报告的步骤 

第一步：配置 reporter 选项 

  cypress.json  文件中配置  reporter 选项，指定 reporter 文件位置 

 在本栗子中，把 reporter 定义在 custom_reporter.js 文件中 

第二步：编写自定义报告文件 

1.进入 Cypress 安装目录下的 cypress 目录下（本案例

在： C:\Users\user\Desktop\py\MyCypress\cypress ） 

2.创建 reporter 文件夹，然后创建一个 custom_reporter.js 文件 

3.写以下代码（此自定义报告扩展了内置报告，仅更改了成功的显示样式） 

var mocha = require('mocha'); 

module.exports = MyReporter; 

function MyReporter(runner) { 

    mocha.reporters.Base.call(this, runner) 

    var passe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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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failures = 0 

    runner.on('pass', function (test) { 

        passes++ 

        console.log('pass:%s', test.fullTitle()) 

    }) 

    runner.on('fail', function (test, err) { 

        failures++ 

        console.log('fail:%s -- error:%s', test.fullTitle(), err.message) 

    }) 

    runner.on('end', function () { 

        console.log('用户自定义报告：%d/%d', passes, passes + failures) 

    }) 

} 

 

第三步：运行测试 

进入 Cypress 安装目录，cmd 敲下面命令 

yarn cypress:run --reporter ../cypress/reporters/custom_reporter.js 

运行完成后，测试报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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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成混合测试报告 

前言 

 Cypress 除了支持单个测试报告，还支持混合测试报告 

 老板或者管理者一般都喜欢看到多种不一样样式的报告，比如测试在 CI 中运

行时，又想生成 junit 格式的报告，又想在运行时实时看到测试输出 

 Cypress 官方推荐使用 mocha-multi-reporters 来生成混合测试报告

（https://github.com/stanleyhlng/mocha-multi-reporters） 

使用 mocha-multi-reporters 的测试步骤 

第一步：安装所需库 

npm install --save-dev mocha-multi-reporters mocha-junit-reporter 

第二步：创建 json 文件 

在 cypress/reporters 文件夹下，创建一个 custom.json 文件，增加如下内容： 

{ 

  "reporterEnabled": "spec,json, mocha-junit-reporter", 

  "reporterOptions": { 

    "mochaFile": "cypress/results/results-[hash].xml" 

  } 

}  

第三步：运行测试 

进入 Cypress 安装目录，cmd 敲下面命令 

yarn cypress run --reporter mocha-multi-reporters  --reporter-options 

configFile=cypress/reporters/custom.json --spec cypress/integration/testLogin.js 

运行完成后，测试报告如下图 

https://github.com/stanleyhlng/mocha-multi-reporters


 

 

30  

 

《51 测试天地》五十四(下) 

www.51testing.com 

 

 

测试报告文件夹 results 会生成在 Cypress 安装路径/cypress  目录下 

 

五、总结 

当我们运行完一次测试（可能包含多个 spec），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完整的测试报

告文件，而不是分开的独立文件 

特别对于 HTML 格式报告来说，整合到同一个 HTML 报告中是更加直观的 

Cypress 为了解决此问题也提供了高阶的方法，将在后续的 Cypress 进阶部分进行

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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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是移动端性能测试工具，用于监测手机 app 的 cpu、内存占用率等性能指标。 

操作步骤（这里以 android 虚拟机为例演示） 

1、打开夜神虚拟机 

2、拖拽 GT 安装包至虚拟机 

 

3、打开 GT 软件，点击接受 

 

GT 性能测试工具使用实践 
 

 作者：桃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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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选择被测应用，如飞凡 app 

 

5、选择内存等指标，点击参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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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勾选 pcp1、pcp0、pss1、pss0、cpu 等参数，点击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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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置完成后点击 running，进入 app 页面进行相关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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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参数列表下点击红色暂停按钮，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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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输入保存目录名称后点击确定 

 

10、进入文件管理器相关目录查看生成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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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打开文件如 cpu，选中数据，点击插入->图表->折线图，生成 cpu 占用的折线图 

 

综上，使用 GT 工具的测试流程经过上面的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了，下一步操作就

是通过分析编写测试报告，如下： 

《xx 性能测试报告》 

一、测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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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试 xx 软件在手机上的表现，了解 xx 性能指标 

二、测试环境 

2.1  测试对象  xx.apk 

2.2  测试工具  GT 及介绍 

2.3  测试指标 

 

2.4 测试场景（列出测试的场景即可） 

三、测试结果 

3.1 cpu 

 

3.2 电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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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内存趋势图 

四、测试结论 

1.通过测试数据分析，app 整体运行流畅，电量消耗不大 

2.内存占用值较大，特别是 xx 机型 1g 内存手机 

3.app 整体性能良好，卡死、闪退问题较低，达到上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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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三方软件测试是不同于软件开发企业内部或系统建设单位自组织的测试活动，其

目的是为了保证测试工作的客观性。第三方测试在测试依据、测试能力、质量管理体系

等方面上都有其特定的要求。它在运行过程中受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 

目前，国内第三方测试机构在进行软件测试时，所依据的主要标准为 GB/T 

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第 51 部分：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该标准关于性能效率质量特性的

定义为：在规定条件下，相对于所用资源的数量，软件产品可提供适当性能的能力。其

中，资源可能包括其他软件产品、系统的软件和硬件配置，以及物质材料（如打印纸，

磁盘等）。本文所谈到的“性能”即为上述标准所提到的“性能效率”概念。 

时间特性是指产品或系统执行其功能时，其响应时间、处理时间及吞吐率满足需求

的程度； 

资源利用性是指产品或系统执行其功能时，所使用资源数量和类型满足需求的程

度； 

容量是指产品或系统参数的最大限量满足需求的程度。这里的参数可包括存储数据

项数量、并发用户数、通信带宽、交易吞吐量和数据库规模； 

性能效率依从性是指软件或系统遵循与性能效率有关的标准、约定或法规及类似规

 

基于软件性能效率的第三方测试需求分
析思路总结  

作者：王晓芹   

 

摘要：本文定义了软件性能效率测试需求分析的概念及范围，基于第三方软件测试机构在性能效率

测试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了一套性能效率测试需求分析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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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程度。 

一、需求分析概念及范围 

性能测试需求分析作为性能测试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整个测试工作顺利开展的基

础。对于第三方测试机构而言，性能测试需求分析不仅仅意味着对性能测试指标、架构

及使用场景等内容的分析，也需要对拟采用的测试技术方法进行可行性分析；从时间跨

度上来看，覆盖了从原始性能测试需求接收至合同内容确定这个时间段；此项活动的总

体目标是确定委托方（提出测试需求的机构）及第三方测试机构双方均认可的性能测试

需求内容。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明确委托方真实测试意图、指标等； 

（2）确定是否可以帮助委托方解决测试需求，即是否有相应的测试技术解决方

案； 

（3）根据测试指标，评估测试工作量。 

二、需求分析路线 

2.1 依据性能测试需求文档进行初步分析 

一般来讲，委托方所提供的系统建设需求规格说明书中会列明性能测试指标，特别

是对于验收测试来讲，系统建设需求规格说明书是性能测试所依据的一个重要参考文

档，该文档通常会描述了该系统所要完成的内容及要达到的性能水平。特别是近年来，

大家对系统/软件质量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所以性能测试需求分师可以在这个文档中试着

寻找对性能测试指标的有关要求。但有些情况下，性能测试需求可能会以其它文档形式

提供，比如课题任务书或其它专门为本次测试所编制的测试需求文档。 

有时委托方无法提供系统建设需求规格书或是该文档中缺少性能测试指标的描述，

那就只能通过其它沟通方式获取对方对性能测试指标的初步需求。 

在接到原始测试需求后，测试工程师首先按指标类型将委托方要求的测试指标进行

归类整理。这里可以借助表格或附件所提供的模板将指标列出。至此为止，我们所梳理

的指标还是比较原始的需求，我们需要对指标一个个地进行分析，分析时需要考虑以下

三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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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分析该指标否具备可测试性。可测试性是指该指标可以通过测试而非通过主观

评估的手段可得出的结论。比如类似“该系统具有较快的响应时间”。这种描述的指标

就不具有可测试性。 

二是分析该指标是否具备测试的可实施性。这个可实施性也不是单纯从测试技术方

面考虑，还要结合是否有合适的测试方法、环境及工具，比如系统要求“PB 级数据量

情况下要求达到秒级响应”，虽然在测试方法及工具上可以测试该指标，但是对于 PB 级

的数据量这一测试环境如何才能构造？如果委托方无法提供相应的测试环境，对于这样

的测试指标，就不能轻易给委托方承诺可以实施测试。再比如委托方要求 10 万用户并

发的情况，因为受性能测试工具影响、带宽影响、测试压力机数量和性能的影响，可能

无法完成委托方的要求。 

三是分析指标描述是否明确。有时，委托方虽然提出了测试指标，但是要知道，测

试指标需要结合业务场景才有意义，比如页面响应时间要求为 3 秒钟，那该响应时间是

在多大负载下执行哪类业务时要达到的要求？因此梳理指标时发现存在这个问题时，须

在后续工作中将这类指标与相应的特定场景相对应。 

当然在这个步骤，我们还只是立足于自身角度对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有疑问

的指标进行标注，以备就这些问题与委托方作进一步的沟通。 

列表是进行指标梳理的一个有效的方式。通过表格，将各个指标进行直观表达，同

时可以将场景与指标进行相对应，为下一阶段的测试用例设计作准备。 

2.2 主动了解委托方业务场景 

在和委托方取得初步接触后，我们需要就接收到的测试需求展开相关业务知识的了

解与学习。 

对于资深性能测试工程师而言，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往往可以从委托方简单的业

务描述中基本了解系统及业务的内在逻辑，但对于初学者而言，需要另行通过对方所提

供的详细技术文档了解委托方的系统业务流程及逻辑，以便与委托方进行更深入的沟

通。当然除此之外，学习的渠道很多，可以向周围有经验的同事咨询，也可以通过搜索

引擎、委托方官网上关于产品的介绍信息等进行学习。总之所有这期间学习的目的都是

为了下一步能和委托方作深入沟通。 

2.3 与委托方进一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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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情况下，由于缺少对第三方测试专业性的了解，或是因为文字描述能力水平有

限亦或是基于自身业务的考虑，委托方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对性能测试需求文档写得不

够详细或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测试诉求，因此测试工程师需要和委托方作进一步的沟

通。沟通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面对面、电话、各种即时通讯工具等。最终沟通的目的

是将双方认可的测试内容明确下来。 

由于这里所提及的沟通是基于第一、二步骤基础上进行，因此沟通内容可以将重点

集中于描述含糊或自己所关注的问题上。具体说来，与委托方要沟通的内容包括如下几

个方面： 

1、落实未明确的指标及场景，并将场景与相应的测试指标相关联。如“响应时间 3

秒”这一指标要与 100 用户并发执行某动作操作相关联。 

2、确认是否删除不可测试或因测试条件不具备而无法提供测试服务的指标。即对

于不具备可测试性的指标或无法满足测试条件的指标，需要和委托方解释原因，征求委

托方意见，以确定是否删除这些指标，如果委托方不同意，则无法进行下一步合作。 

3、有时需要建议要增加一些测试指标、场景或其它性能测试服务内容。有些内容

尽快委托方没有提及，但是基于第三方测试机构的工作经验，可以从专业性的角度提出

一些原始需求中未提及的测试项，供委托方参考。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与委托方的沟通有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很多情况下

需要多次沟通。一方面是因为尽管测试工程师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是面对

五花八门的测试需求，测试工程师确实很难立即给出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对于性能测试

的初学者，因为性能测试经验不够丰富或对评测能力相关资源不够了解，遇到这种情

况，需要明确测试资源后再给对方以答复。另一方面，有时委托方也需要作内部协调及

沟通，需要内部确认后才能作下一步沟通。 

2.4 将沟通结果形成文档 

委托方及第三方测试机构沟通后所明确的测试需求分析结果必须形成书面文档，作

为测试工作内容的主要依据，该内容可以直接体现在测试服务合同正文中或是作为合同

附件而存在。以避免双方日后对测试内容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纠纷。 

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性能效率测试需求至少要包括测试指标及要达到的预期值、相对

应的业务功能或事务名称。测试实践中，性能效率指标一般包括三类：时间特性、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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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源占用率，性能效率的标准依从性质量特性很少涉及，一般不予考虑。时间特性方

面表现为页面响应时间、吞吐率等，容量特性表现为吞吐量、在线用户、并发用户等，

资源占用率表现为 CPU 占用率、内存占用率、IO 吞吐率等。对于分布式应用下的负载

测试，性能测试需求描述除了测试指标及预期值外，还需要将指标与特定的场景关联后

加以明确，具体包括背景数据量、用户规模、业务功能等。 

三、结束语 

本文结合第三方性能效率测试实践，总结了其需求分析的工作路线。需要说明的是

该路线只是性能测试需求分析的基本工作流，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做

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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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搭建私有库的原理开始，详细介绍使用 Nexus 搭建 Maven 私有库的方法。并

对配置文件中于此相关的内容进行说明，最后集中讨论了于私有库有关的最常使用功

能。 

一、原理说明 

通过 Maven 管理依赖，方便我们的工程管理。为了解决从国外的中央库下载过慢，

以及从国内的镜像（如阿里云）多次下载的问题，公司内部搭建一个私有的 Maven 库非

常必要。具体的原理可以通过下图对比说明。 

 

在无私有库的情况下，项目组所有人都需要从远程仓库进行下载；而通过私有库的

 

使用 Nexus 搭建 Maven 私有库 
 

 作者：王  东   

摘要：比起手动进行 Java 工程第三方 JAR 包的依赖管理，使用 Maven 给予我们很大的便捷。

协同开发更能保证依赖的一致性，对于开发者也可以一个 JAR 适用于任何需要它的工程，不需

要来回复制。然而 Maven 中央库由于是国外的服务，下载 JAR 包有时候会非常费时。同时，

为了内部开发环境的安全，搭建一个 Maven 私有库，基本是每个软件公司的标配。 



 

 

46  

 

《51 测试天地》五十四(下) 

www.51testing.com 

 

方式，只要下载一次就可以了。而且，如果项目内有需要互相依赖的包，采用私服的方

式就更为方便。 

搭建 Maven 私有库有很多选择，包括 Apache 的 Archiva，JFrog 的 Artifactory，以

及 Sonatype 的 Nexus。本文以 Nexus 为例说明私有库搭建的方法。 

二、前置步骤 

Nexus 的安装需要 JDK 的支持，安装步骤省略，检查 JDK 的安装结果如下： 

 

三、安装 Nexus 

打开 sonatype 的官网：https://www.sonatype.com/。 

 

选择 Produces--->OSS Edition，进入 Nexus 的下载界面。 

https://www.sonaty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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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选择 GET REPOSITORY OSS，获取免费的版本，根据需要也可以选择收费的

专业版。 

 

 

填入邮箱信息后，进行下载。 

下载后的文件如下。 

 

将文件传至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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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进行解压，这里将 Nexus 放在了/opt/nexus 目录下。 

 

解压完成后，生成两个文件夹，nexus-3.21.2-03 是 Nexus 服务的运行文件，

sonatype-work 是 Nexus 的工作目录，是 JAR 包下载后的存放位置。 

 

进入/opt/nexus/nexus-3.21.2-03/bin，通过./nexus start 启动服务。 

 

第一次登录时，admin 的默认密码存储在/opt/nexus/sonatype-work/nexus3 目录下的

admin.password 中（每次安装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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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该密码登录系统，之后修改密码。修改后 admin.password 文件就消失了。 

 

修改后 admin.password 文件就消失了。 

 

这样就可以使用 Nexus 的 Mave 私有库了。 

四、Nexus 功能简介 

4.1 界面功能简介 

Nexus 的功能很丰富，在第一个界面的功能时查看。包括查询已经下载的 JAR，如

点击 Search---->Maven 可以看到已经下载到私有库的 J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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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Browse 是已经配置的 Maven 库。 

 

这里列出了刚刚安装的 Nexus 服务支持仓库，和 Maven 相关的是前面四个，介绍

如下： 

1、maven-central：这就是代理 Maven 中央库。 

2、maven-public：这是仓库 Group，包含了多个仓库，其中包含了 releases、

snapshots、和 central。 

3、maven-releases：我们自己的项目要发布时，就应该发布在这个仓库，这也是

Nexus 维护的仓库，但不是代理。 

4、maven-snapshots:自己项目 Snapshot 的仓库。 

Nexus 默认的仓库已经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当然还可以添加需要的仓库，后面有详

细介绍。这里每个仓库都有一个类型，说明如下： 

1、hosted：本地类型的仓库，内部项目的发布仓库。 

2、proxy：代理类型的仓库，从远程（如中央库）中寻找数据的仓库。 

3、group：组类型的仓库，组仓库本身不具有任何属性，需要将 hosted、proxy 类型

的仓库加入到组中进行管理，方便了开发中使用一个组仓库的配置就可以关联多个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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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当我们点击任意一个曾经为我们下载过依赖包的仓库时，可以看到已经下载的依

赖。比如我们查看 maven-central 的下载的依赖包： 

 

Nexus 设置相关的内容非常丰富，说明如下。 

 

其中最常用，也是 Nexus 的核心功能就是仓库相关的配置。具体说明如下。 

1、Repository：仓库设置。 

2、Blob Stores：存储设置，文件存储的地方。创建一个目录的话，就对应文件系统

的一个目录，可以根据需要将 Maven 仓库的存储位置设定为该目录。 

3、Content Selectors：内容选择器，提供选择特定依赖包的方法。支持使用 CSEL

语言编写的表达式进行过滤。 

4、Cleanup Policies：清理策略，仓库清理的设置，可以通过时间、包名等策略设定

如何清理仓库。 

5、Routing Rules：路由规则，类似于 ACL，阻止 Nexus 向中央库或其他配置的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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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发送某些请求。这可用于防止内部项目泄漏，以及防止恶意用户进行名称劫持攻击。 

4.2 新增仓库说明 

Nexus 安装完成后，会自带如下四个仓库：proxy 类型的 maven-central；两个 hosted

类型仓库：maven-releases 和 maven-snapshots；以及一个 group 类型的仓库：maven-

public，它包含了前面的 3 个仓库。 

这种默认的设定已经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含义是我们通过 maven-central 获取中央库

的依赖包，通过 maven-releases 和 maven-snapshots 管理本地发布和快照包。使用一个

maven-public 进行统一的获取入口（即配置文件的配置）。 

根据实际的需求可以添加其他仓库，比如为了提高依赖包的下载速度可以添加国内

的服务器作为优先的代理仓库；或者一些特定的依赖只有在其特定的库中才能下载到。

以添加国内服务器以提高下载速度为例，我们添加阿里云的仓库作为下载的首选。 

在仓库设置界面点击 Create repository。 

 

在仓库类型中选择 maven2(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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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要配置如下字段，其中 Remote storage，要配置阿里云的链接： 

http://maven.aliyun.com/nexus/content/groups/public 

 

其他配置使用默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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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 Create repository，完成创建该远程仓库。 

 

通过 Browse 可以浏览到刚刚添加的仓库。 

 

完成创建的仓库可以单独在配置文件中使用，也可以加入到 group 类型的仓库中统

一使用。后者的使用更常见，比如我们把刚刚添加的仓库加入到上面的 maven-public

中。 

在设置中点击该仓库：maven-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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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刚刚创建的仓库加入到该 group 仓库中。 

 

配置完成后的效果如下。 

 

五、配置文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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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Maven 配置文件 

修改 Maven 的配置文件，位于 Maven 根目录的 conf 文件夹，如 F:\softwore\apache-

maven-3.6.2\conf。事实上，Maven 并不区分是私有库，还是中央库，只要对相关配置进

行定义，Maven 就按照配置进行依赖包的下载。重要的配置包括： 

1、servers。配置连接远程库的验证方式，对于私有库要配置私有库的用户名和密

码，即在 Nexus 的 Security--->User 中配置的用户。 

 

2、mirrors。配置使用的远程仓库，通过 mirrorOf 可以进行定制的过滤。mirrors 是

下载依赖的配置。 

3、profile 的 repositories。配置远程仓库连接，可以对 releases、snapshots 类型的依

赖包进行针对性的配置。profile 还有很多其他属性设置，如 jdk 版本、激活条件等等，

可以查看 Maven 相关的教程进行学习。此例中的配置作用是后续上传 JAR 的需要，具

体见 8.4 的介绍。 

典型的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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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aven 工程文件 pom.xml 

Maven 工程的 pom.xml 文件，对于仓库的配置是继承 Maven 配置文件的， 所以工

程文件在无特殊需求的时候，不需要体现任何远程库、私有库的配置。如下是一个依赖

了 mysql 的示例。 

 

六、Maven 工程依赖下载 

通过安装 Nexus、设置 Nexus（可选）、修改 Maven 配置文件，一个基于 Nexus 的

私有库已经搭建完成，之后就是使用该私有 Maven 进行开发的工作了。在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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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ven 私有库时，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6.1 下载中央库的依赖 

最常见的需求是下载中央库，或者设置好的其他的 proxy 类型仓库的依赖。我们以

7.2 节的工程为例，该工程依赖 mysql，版本是 8.0.19。 

首先查看本地仓库和远程仓库（即 Nexus 的私有仓库，此时对开发者而言就是远程

仓库，后续直接称为远程仓库），都没有该依赖包。 

 

之后我们在工程中进行 maven clean，再进行 maven compile，可以看到开始在远程

仓库中下载依赖包。 

 

之后我们再查看本地仓库和远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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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之前配置阿里云仓库时，将 maven-aliyun 放在了 maven-

public 的最优先位置，该 mysql 依赖包，是由阿里云仓库下载的。 

6.2 添加其他 Maven 库 

当需要一些特殊依赖包，而已经在远程仓库配置的 proxy 类型仓库不包含这些 JAR

包时，我们需要添加其他的 Maven 库。 

配置的方法和增加阿里云仓库类似。配置时将 Remote storage 设置为需要的其他

Maven 仓库链接，同时在修改 maven-public 的 members 时注意优先顺序。具体步骤可以

参考 6.2 新增仓库。 

6.3 上传第三方依赖包到 Nexus 

项目工程中使用的一些第三方 JAR 包，并没有第三方的 proxy 仓库供我们下载，此

时需要统一上传到 Nexus 远程仓库进行管理和使用。 

在项目中经常会用到这样的 JAR 包，某个开源组织提供的，很可能是在 Git Hub 上

下载的源码编译而来，或者直接下载的 JAR 包。这样的 JAR 没有第三方的远程仓库供

我们直接下载，同时又区别于我们自己项目中发布的 JAR 包。当然，我们可以将源码集

成到自己的项目中，但从模块化、维护性等方面考虑，在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通过

Nexus 远程仓库统一管理是最正规的做法。上传后，后续开发成员可以直接获取该依

赖。 

以 https://github.com/espritblock/eos4j 源码为例，下载后编译通过，获得 JAR 包：

eos4j-1.0.0.jar。在没有上传到远程仓库之前，其他工程或者其他开发人员无法获取该依

赖包。比如在 7.2 中的工程中增加依赖。 

 

https://github.com/espritblock/eos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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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面管理第三方 JAR 包，在 Nexus 中增加一个 hosted 类型的远程仓库，添加

方式与 6.2 类似，之后将其加入到 maven-public 中。 

 

 

之后在仓库列表中点击刚刚添加的第三方依赖管理仓库：maven-3rd-party。 

 

之后点击 Upload component。 

 

选择需要上传的 JAR 包，设置坐标信息。其中 Generate a POM file with these 

coordinates（为这些坐标生成 POM 文件），必须勾选，否则相当于该远程仓库没有该

JAR 包的坐标，本地工程的 Maven 是无法获取到该远程仓库这个 JAR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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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完成后，可以在 maven-3rd-party 仓库中查看该依赖。 

 

此时，依赖该 JAR 包的工程能够正常下载并编译通过。 

 

本地仓库中也缓存了该 JAR 包。 

 

当然，也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上传，首先修改 Maven 配置文件，增加如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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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操作的命令为： 

mvn deploy:deploy-file  

-DgroupId=io.eblock.eos  

-DartifactId=eos4j  

-Dversion=1.0.0  

-Dpackaging=jar  

-Dfile=F:/eos4j-1.0.0.jar  

-Durl=http://192.168.3.77:8081/repository/maven-3rd-party/ -DrepositoryId=maven-3rd-party 

6.4 项目工程 JAR 包发布到 Nexus 

按模块开发时，JAR 包经常会被其他人依赖，可以通过自动发布到 Nexus 的方式达

成该目标。 

项目本身开发的库，特别是一些公共库、底层函数，经常会被其他人引用，将这些

JAR 放在远程仓库上会带来极大的方便。当然，我们可以使用与 8.3 一样的方法，上传

到远程仓库。但是，如果有该 JAR 包源码发生变动的时候，还要手工进行上传。实际

上，Maven 提供了自动发布的机制。 

首先在 Maven 配置文件中添加如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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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修改 Maven 工程的 pom.xml 文件，增加如下配置。 

 

当构建版本带有“SNAPSHOT”后缀（必须大写）时，Maven 会认为是构建

snapshots 版本，JAR 会被上传到 snapshots 对应的仓库中。 

 

之后执行 maven deploy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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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该 JAR 包上传到 snapshots 仓库中，在 Nexus 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如果构建文件配置的版本没有“SNAPSHOT”后缀，则会上传到 releases 仓库中。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snapshots 版本和 releases 版本的区别。对应实际开发的过程，在

使用 maven 过程中，我们在开发阶段会有很多公共库经常性的处于不稳定状态，随时需

要修改并发布，可能一天就要发布一次或多次。而 Maven 的依赖管理是基于版本管理

的，对于发布状态的组件，如果版本号相同，即使我们远程仓库上的组件比本地仓库

新，Maven 也不会主动下载。如果在开发阶段都是基于正式发布版本（releases）来做依

赖管理，那么遇到这个问题，就需要升级组件的版本号，可这样就明显不符合要求和实

际情况了。所以通过快照版本（snapshots），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同时对比 8.3 节，上传第三方依赖包到 Nexus 和发布项目工程 JAR 包到 Nexus，本

质上并没有区别。比如我们将第三方源码编译，也可以直接上传到 Nexus，甚至也可以

全部上传到 maven-snapshots 仓库。当然，区分 3rd-party，snapshot，releases，更能明确

项目的结构层次，更符合实际的情况。 

七、总结 

本文以 Nexus 为例，说明了搭建 Maven 私有库的方法。首先讲解了私有库的原理，

之后详细说明使用 Nexus 搭建 Maven 私有库的步骤。通过配置文件编写方式说明如何将

Maven 私有库配置到项目中，最后对私有库有关的经常使用的功能，结合实际例子进行

了详细说明。 

私有库的搭建，从职责上是运维的工作；受益者大多情况为开发人员。对于测试人

员，一方面掌握更多的知识，技不压身；同时更深入了解 Maven 的原理和使用知识，极

大的提高测试工具、测试框架的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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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 A：别人工资都涨到 xxxx 了 

同事 B：xxx 又跳槽了 

培训机构：学会 xxx 月薪 xxx 

不知这些场景大家熟悉不，羡慕么 

下面我整理出实现工资翻倍成长的几个因素供大家参考 

首先介绍一下笔者工资翻倍成长的前提是本人在上一家单位干了大概快 4 年时间，

期间没有涨过工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标题安利了，任何结果都有已知条件存

在，还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评估。 

一、个人条件优势 

首先，应聘时个人条件为已婚已育。当企业雇佣员工时，当然后想到如何给公司带

来最大的收益以及减少开支，找一个个人情况已经有优势的员工也是 hr 挑选人的重要参

考指标，所以面试时衡量一下自身情况再开口谈工资。 

二、年龄优势 

基本上现在最好找工作的人年龄在 24-28 之间，一个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低

干活多；另一个是工作 1-3 年，基本的工作都能干，工资属于中间水平；如果年龄在 35

岁以上，除非个人能力非常突出，面试管理岗位前景还算可以，仅仅是执行岗就有一定

的风险了。 

三、上一家单位工作时间 

如果你的上一家单位年龄多，工资与市面上工资相符，再跳一家实现成本增长几乎

 

我是如何实现工资翻倍成长的？  
 

 作者：桃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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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了，像我这样工资低于当前市面上工资水平，成倍增长还有机会 

四、大厂的工作背景 

尽可量的进入一家大的公司工作，不仅仅有工作的流程度比较完善，接触的东西都

是最流行的工具，项目种类多，可以快速的使人成长等优势，而且可以为再次跳槽提供

帮助，一般都比较爱用从大企业出来的员工。 

五、个人技能 

所有上面的这些都是前提、前提、前提！ 

最重要的还是你得有让面试官眼前一亮的东西-个人技能，有些东西用人单位可能不

需要，但你得会，比如自动化、性能测试工具这些等等，好好思考思考如何把这些东西

传达给面试官，可以把面试会问到的问题形成一页纸形式整理出来，做到出其不意。 

简历 

敲黑板：格式很重要，一定要清晰简洁 3 页纸左右 

把所有能体现你价值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项目收获及价值：这一点要体现在简历上，这是体现你价值及收获的一项重要能

力，最好再加上你给单位带来的什么收益。 

自我介绍 

提前准备自我介绍，一段精彩的自我介绍会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成功获

得 offer 

在面试前自己准备 3 分钟的自我介绍，可以找人帮忙也可以自己对着镜子练习，练

到熟练自如 全程流畅不停顿，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也变的自信起来 

下面我将从开场白、介绍内容、结尾 3 部分为大家提供一个模板，让你轻松总结出

自己的个人介绍 

1、开场白 

模板：问好+感谢 

举例：各位领导好，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给我这次机会参加这次面试，能够有机会近

距离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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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容（包括个人情况、所做项目及应聘该岗位的优势） 

个人情况模板：我叫 xx，学历经历+取得证书，个人目前的状态 

举例：我叫 xx；专科毕业于 xx，本科毕业于 xx，研究生毕业于 xx，在校期间取得

证书（四级、六级、计算机二级），工作后取得证书（项目管理证书）；目前我处于结婚/

未婚/已婚已育（x 孩） 

所做项目模板：最后一次工作单位+做过的项目有哪些+简单介绍 

应聘该岗位的优势模板：面试该岗位的优势（优势 1+优势 2+优势 3） 

举例：面试该岗位我有下面 3 方面优势，首先工作经验丰富，毕业 x 年一直从事这

个岗位，近几年参加了多少次的 bug 探索任务，添加了多少 bug，写了多少条 case，处

理了多少个问题；其次有超强的自学能力，自学成果有哪些，并应用到 xx 实践上；最

后文档总结能力，总结了多少篇文档，多少字等等成果 

3、收尾 

模板：总结 

举例：最后贵公司的岗位和我期望的一致，希望有机会和大家成为同事，为公司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面试环节的每一项提前做好准备，就像一张考卷，每种类型题你都熟练掌握

才能考到 90 分以上，同理面试也一样。从上面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成功的背后都

有我们学习的经验，善于利用网络学习来充实自己、争取每天都在进步，坚持 2-3 年你

会发现路走着走着就通了，最后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面不过关？一招教你如何破局 >>https://www.atstudy.com/course/1001538  

https://www.atstudy.com/course/1001538


 

 

68  

 

《51 测试天地》五十四(下) 

www.51testing.com 

 

 

疫情下的寒冬，何时才会消退  

◆作者：桃子  

 

从今年 1 月下旬开始，疫情开始全面爆发，全国上下与疫情的战争拉开了正式的

帷幕。我记得很清晰，年后本来打算初三回母亲家，因为这次疫情的严重性我们选择了

回到自己的城市，从此变开始了居家模式，不出门，不购物，所有东西都是通过网络渠

道购买。 

自武汉解封后，本以为疫情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从 5 月 11 日，舒兰市全面

进入了“战时状态”，也采取了封城模式  心中的担忧再次被唤起。除此之外，和我们

息息相关的生活也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变得凌乱而无章法可言，身边的同事工作纷纷受

到影响，讲几个身边测试岗位的例子，看看这次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 

朋友李姐 入职公司 10 年，从毕业后开始入职公司（该公司属于上市公司，真正的

大厂），从事软件测试工程师岗位，今年 3 月开始，公司人事突然找谈话，大概内容是

目前经济不好，部门准备裁员。最后， 李姐虽然拿到了 n+1 的补偿，却丢失了本以为

及其稳定的工作。再加上目前的年龄、目前的经济形势想找上一份理想的工作难上加

难。最近听说她加盟了一个小店，目前盈利情况未知，希望她的创业之路一帆风顺。 

朋友小张 年前因为上一家单位拖欠工资，所以裸辞，不想年后赶上疫情，从老家

回来后找了近一个月工作无果，为了生存，最后选择了一家协力岗位，打算度过这次寒

冬后再寻找新的机会跳槽。 

再来说说我自己，本人 91 年，已婚已育，本以为自身条件终于跨过了已婚未孕的

门槛，在网上投了简历后半个月才接到一个语音面试的机会，而且还是个不到 100 人的

小公司。最近一次通过朋友介绍，竟然嫌弃年纪大，现在都是 95、96 的天下了，没想

到危机就这样来的悄无声息。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怀有危机感 

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顺境和逆境，时刻保持有危机感，认识自己的不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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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切手段充实自己。多一项技能，就给自己的简历加彩一分，最近的一次面试，面试

官特意提到了我的英语六级证书，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白付出。 

谋求其他方向 横向发展 

做测试行业久了，相信大家都会感受到年纪越大越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而且这个岗

位做不到管理位就会有一定的瓶颈 ， 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转到其他岗位，比如产品

岗，培训岗等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单一的岗位经验对于当前的岗位需求有点显得过于

单薄。 

副业 

所有的一切努力，除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外，更接地气的理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没

有资金收入 ，除了日常生活硬性开销外，一切变得紧衣缩食。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渠道赚

的额外的收入，那么赶紧行动起来吧，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通过副业我们也可以坦然的接

受没有工作的日子，一切重在开始。 

理财 

合理的理财规划，不做月光族，让自己的钱生钱，面对这样的情况心里才能有底。 

等待疫情结束 

寒冬终会结束，春天会再次到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看好自己的一分天地，合

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做好规划，等待疫情结束，期待家人坐在公园草地上那个宁静的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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