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软件测试与单元测试简介

要想最大限度地从单元测试中受益， 就必须理解它的目标及它是如何改进软件开发过程
的。 在本章中， 读者将会学到一些通用的软件测试知识， 这些知识也适用于单元测试。 这一章
也会讲到软件测试的优点和缺点。

1.1

软件测试的目标
很多软件项目的目标都是盈利， 实现这个目标的通常方式即通过应用商店来出售软件或者

以其他方式授权给用户使用并收取费用。 那种为了程序开发者内部使用所制作的软件， 则会通
过提高某个业务流程的效率， 减少该流程所耗的时间来间接地盈利。 如果通过提高业务流程效
率节省的成本大于开发该软件的花销， 那么这个软件项目就是盈利的。 开源软件的开发者通常
以出售“ 支援服务包 ”（support package） 来获利， 他们也会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 在这种情况
下，前面的论断依然成立。
所以说， 软件开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就是， 如果某个软件项目的目标是盈利 — 不管是向
客户出售最终产品还是供开发者内部使用， 那么它要想成功地达成此目标， 必须创造某种高于
软件制作开销的价值才行。 笔者也知道这并非一个具有非凡意义的论断， 不过可以将它推及到
软件测试领域中。
如果软件测试（ 也叫做“ 质量保证 ”（Quality Assurance，QA）） 是为了支持软件项目， 则
它必须对实现盈利有帮助才行。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它对软件测试做出了限定 ： 如果软件测试
开销过大， 导致项目亏损， 那么这种测试就不适合去做。 不过对软件进行测试可以保证产品能
正常运行， 而产品又包含了客户所需的功能。 如果你不能展示这些功能的价值， 那么客户就不
会购买这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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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测试的目标是证明产品能够正常运行， 而不是发现 bug 。 软件测试是在做“ 质量
保证 ”， 而不是“ 质量介入 ”。 查找 bug 通常是个坏主意。 为什么呢？ 因为要修复 bug 就必须
有开销， 而这部分资金本来是付给开发者的， 让其一开始就写出无 bug 的软件， 现在却被浪费
中文为“ 程序错误 ”， 是指在软件运行中因为程序本身有错误而造成的功能不正常、 死机、 数据丢失、 非正
常中断等现象。由于此词是常用的程序设计术语，故全书均保持英文写法，不再译出。—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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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在理想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会认为开发者只需写出无 bug 的软件， 通过快速的测试确保它
们没有问题， 然后将其上传到 iTunes Connect 账户， 就可以坐等财源滚滚而来了。 不过别急，
这么做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导致同样的问题 ： 在测试软件之前， 需要多长的时间来编写 100% 无
bug 的软件呢？这样做的开销是多少？
这么说的话， 合适的软件测试方案看起来是一种折中 ： 既要保证对软件开发进度有一定
程度的控制， 又要在工程开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检查， 以确保产品确实能够正常
运行。 这种平衡应该着眼于将所发行产品的运行风险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所以说，
“ 最具风险的组件 ”， 也就是那些对于软件的运行至关重要的组件或者那些最有可能隐藏 bug 的
组件， 应当首先测试， 然后测试那些风险稍低的组件， 依次测试， 直到你觉得所有剩下的风险
因素都不值得再投入时间和资金去测试为止。 最终的结果应该是让客户看到软件实现了预期功
能，从而值得为此付费购买才对。

1.2

软件测试由谁来做
2

在早期的软件工程实践中，项目都是以图 1-1 所示的“瀑布模型”（Waterfall Model） 来管
理的。在这种模型中，开发过程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阶段”（phase），上一个阶段的输出即
是下一个阶段的输入。 所以产品经理或业务分析师可以先建立项目需求， 需求建立好之后， 将
其交给设计师和架构师， 依此制作软件需求规格书（software specification）。 开发者按照此规
格书的要求来编写代码， 编好的代码交给测试人员去做质量保证。 最后， 测试好的软件将会向
3

客户发布（通常会先向一部分预先选定的客户分发，这些人叫做 beta tester ）。
这种软件项目管理方式将编码者与测试者强制隔开， 这对实际的测试工作有利也有弊。 好
处是通过将代码编写与代码测试的职责分开，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找 bug。 有时候开发人员只将
注意力集中在其所写的代码上， 而旁观者则可以清楚地找出代码中的错误来。 同样， 如果需求
或规格书中有某一部分描述不够明确， 那么测试者与编码者就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
从而增加了其被发现的几率。
这么做的坏处则是成本会增加。 表 1-1 是根据 Steve McConnell 所著的《Code Complete，
2nd Edition》（Microsoft Press，2004 年出版 ） 一书中的调查数据重制的， 它将修复一个 bug
所需的大致花销表示为该 bug 在产品中所潜伏时间的函数。 由此表可以看出， 在项目快要结束
时修复 bug 是开销最大的， 这很有道理 ： 测试员找到并汇报某个 bug， 开发者必须理解并在源
代码中将其定位。 如果开发者已经从事这个项目一段时间了， 那么就必须进行规格书与代码的
复查。修复了 bug 之后的版本必须再次提交给测试者以确保问题确实已经得到解决了。
事实上， 很多软件项目（ 包括 iOS 应用程序 ） 仍然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管理的。 不过读者不应该因此就拒绝相
信瀑布模型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历史事物了
该 名 词 尚 未 有 统 一 的 中 文 名 称， 大 意 为 公 众 测 试 员。 详 情 参 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Beta_tester#
Beta。— 译者注
中文书名《代码大全（第 2 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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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表 1-1
修复 bug 的成本
产生 bug 的时间
需求
架构
编码

瀑布式软件项目管理流程中的各个开发阶段
在软件开发的不同阶段中修复 bug 的成本

需求

架构

1

3
1

—
—

—

检测 bug 的时间
编码
系统测试
5 ～ 10
10
1

10
15
10

发行之后
10 ～ 100
25 ～ 100
10 ～ 25

这额外的成本从何而来呢？ 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 ： 开发者和测试者使
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个概念， 他们会用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应用程序中的同一个功
能。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就需要再花些时间来澄清这些模糊的问题。
从表 1-1 中还可以看出， 在项目结束时修复 bug 的成本取决于这个 bug 是在哪个阶段产生
的 ： 在需求阶段埋下的错误只能通过重写整个功能来解决， 这么做当然会花费很多了。 这促使
采用瀑布模型的人们在项目的早期持非常保守的态度 ， 他们会彻底检查需求分析及软件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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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 否则就不向下一个阶段推进。 于是这就导致了“ 分析麻痹 ”
（analysis paralysis），它会增加项目成本的。
以这种方式划分开发者与测试者， 就算不采用什么严格的界限， 也会对软件测试的类型产
生影响。 因为测试者对应用程序内部细节的了解并不如开发者那样彻底， 所以他们只会将整个
产品看成一个不透明的部件， 通过从外部与之沟通来进行“ 黑盒测试 ”（black box testing）。 第
三方测试者很少会进行“ 白盒测试 ”（white box testing）， 此种测试可以通过查看及修改内部代
码来验证程序的运行结果。
在黑盒中执行的测试通常叫做系统测试（system test） 或集成测试（integration test）。 这
是个正规的术语， 意思是将软件产品当成一个整体来测试（ 也就是， 整个软件系统的各个部件
集成起来测试 ）， 测试主要针对软件的运行结果。 这种测试通常按照预订的计划来执行， 这也
就是测试者谋生的方式 ： 他们根据软件规格书来创建一系列测试用例， 每个用例都会描述执行
该测试所需的准备工作， 以及执行测试之后的预期结果。 这种测试通常是要手动执行的， 当测
试结果需要让测试者翻译时更是如此， 因为测试者需要根据网络服务或当前日期等外部状态来
判断测试结果。 即便这种测试能自动化， 通常运行起来也很耗时 ： 每次测试前， 都要把整个软
件及其运行环境配置到基准状态（baseline state）， 而且每个步骤都有可能涉及非常耗时的数据
库、文件系统或网络服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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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a 测试（beta testing） 有时也叫做客户环境测试（customer environment testing），它实
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测试。 其特殊之处在于参与测试的人也许并非专业的软件测试员， 而
是软件的用户。 如果客户执行软件所用的系统配置或运行环境同测试者存在差别， 或者用户执
行用例所产生的结果与项目测试团队有所不同， 那么在 beta 测试阶段都能发现， 相关的问题也
会回报给项目组。 对于小型的开发团队， 尤其是无力雇用专职测试员的团队来说， 通过 beta 测
试可以让软件首次面对不同的使用方式及运行环境所带来的考验。
因为 beta 测试是在产品即将发布时进行的， 所以处理这种测试反馈信息对于项目开发团队
来说是一种煎熬， 他们觉得马上就要看到曙光了， 都可以闻到庆功宴上比萨饼的香味了。 不过
话说回来，如果你不打算解决反馈回来的问题，那么也就毫无必要去做 beta 测试了。
开发者也可以自己来做测试。 如果在 Xcode 中曾经按下 Build & Debug 按钮运行过程序
的话， 那么你就等于是做过了某种白盒测试， 因为你是在通过检查代码来确定程序的行为是否
正确（ 或者更准确地说
， 为什么程序运行结果不正确 ）。 编译器产生的警告信息、 静态分析器、
5
Instrument 等工具都可以用于此种测试。
由开发程序员来做测试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与请专职人员做测试所带来的利弊恰恰是相反
的 ： 开发者发现软件有问题后， 通常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轻易地解决它。 因为他们已经对代码有
了一定的理解， 能够发现 bug 可能的藏身之处。 实际上， 开发者可以在编码过程中顺带进行测
又名公众测试。— 译者注
由 Apple 所提供的用于跟踪、分析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运行状态的工具。详情参考 ：https://developer.apple.com/
library/mac/#documentation/developertools/conceptual/InstrumentsUserGuide/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l。—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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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这样可以在写好代码之后就及时发现 bug。 然而， 如果 bug 是由于开发者对软件规格书或
者业务范围不理解而产生的，那么必须借他人帮助才能找到这种 bug。

设置正确的运行环境
笔者所编写的代码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个 bug（ 迄今为止， 但愿以后也别再出现了 ） 就是由
于刚说的“ 开发者对需求不理解 ” 而产生的。 当时笔者在为 Mac 开发一款系统管理工具， 它独
立于用户账号而运行， 所以并不会根据用户配置来决定其记录消息所使用的语言， 而是从一个
文件中读入语言设置。文件类似这样：
LANGUAGE=English

这看起来很简单。 问题是， 有些非英语用户回报说尽管已经设置成了其他语言， 然而该工
具还是会以英语来记录消息。 笔者发现读取配置文件的那部分代码同该工具的其他代码之间耦
合度很高， 所以决定先打破这种依赖关系， 然后再插入单元测试来检视代码的具体运行情况。
慢慢地， 笔者找到了导致语言检测逻辑失败的那段问题代码并将其修复。 这样一来所有的单元
测试都通过了， 所以似乎代码能正常运行了， 是吗？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笔者没有意识到有时
候客户那边的配置文件可能是这样的格式：
LANGUAGE=en

不只是笔者没发现这个问题， 测试人员也没发现， 最后是因为程序在用户的操作系统上运
行崩溃了才发现这个问题的，这种情况下就算单元测试覆盖了所有代码也发现不了它。

1.3

何时进行软件测试
上一节已经给出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产品开发中越早执行测试，发现问题后解决它

的开销就越低。如果开发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所写的代码都能够正确且稳定地运行，那么在后期将
它们集成起来或加入新部件的时候，所产生的错误就要比等项目结束后再一次性执行所有测试要
少。不过，上一节也提到，软件产品开发的习惯做法还是只在项目最后才进行测试 ：在实现阶段
之后有一个隐式的 QA 阶段，然后软件会分发给公众测试员试用，最后才会发布正式版。
现今的软件项目管理方法认识到了传统做法的不足之处， 力争在产品开发的全过程中对每
个部件都进行持续的测试。 这就是“ 敏捷 ” 项目管理方式和传统管理方式之间的主要区别。 敏
捷管理方式经常将项目划分成数个短期工作阶段， 每个阶段叫做一个“ 迭代 ”（iteration）， 有
时也叫做“冲刺”（sprint）。每个迭代期都要对需求进行一次复查 ：将废弃的需求去掉，修改现
有需求， 根据需要新增一些需求。 在该次迭代中， 将选择那个最重要的需求， 并针对它进行设
计、 实现和测试。 在一轮迭代结束时， 要对项目进度进行评估， 以决定是将新开发好的这项功
能加入到产品中， 还是在这项功能上再增加新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迭代周期中完善此功能。 最
为重要的是，“ 敏捷宣言 ”（http://agilemanifesto.org/） 声称“ 个体与互动的价值高于流程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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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 所以在做重要决策时， 客户或其代表都会参与。 如果能向客户问清楚软件的功能并向其
确认开发好的产品确实能正 常运行，那么就不需要再费心思去雕琢冗长的产品功能规格书了。
于是， 在敏捷项目的开发过程中， 软件产品的所有内容都会持续地测试。 在每个实现周
期， 客户都会被询问哪些需求是当前最重要的， 然后开发者、 分析员和测试者将会协同工作
以完这些需求。 敏捷软件项目管理采用的其中一种框架称为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
XP）， 它更进一步要求开发者对代码进行单元测试， 并以结对的方式编码 ： 一个人“ 抱着 ” 键
盘输代码，另一个人在旁边提出修改或完善代码的建议，并指出代码中潜在的缺陷。
所以说， 问题的实质是要在项目开发的全过程始终进行软件测试。 你并不能完全排除用户
以非预期的方式使用软件的可能性， 而且用户也可能会发现一些受工程期限或预算等因素制约
而并未专门处理的逻辑所产生的 bug。 不过你仍然可以针对自己所写的这部分代码进行自动化
的常规测试， 让 QA 团队和公众测试员去试着执行一些实验性的用例， 看他们能不能以新奇而
巧妙的方式使程序崩溃。 而且你可以在每轮迭代结束之后询问客户接下来将要做的工作是否有
助于提升产品的价值，是否能实现营销方案上所说的功能而让用户满意。

1.4

测试实践举例
前面已经提到系统测试了， 它需要让专业的测试员根据所有用例逐次运行整个软件， 以找

出异常行为。 在开发 iOS 应用程序时， 可以利用 Apple 所提供的 Instrument 分析工具中所含的
UI Automation instrument 功能将这种测试在某种程度上自动化。
系统测试并非总是通过一般性的尝试来找到程序中的 bug， 有时候测试者会预设一个特定
的目标。 渗透测试员（penetration tester） 通过向程序输入恶意数据、 打乱操作顺序或者破坏程
序运行环境来寻找安全漏洞。 可用性测试员（usability tester） 会观察用户如何使用应用程序，
记录下让用户操作错误、 耗时太久或不知该如何操作的情景。 可用性测试中的一个常用技巧就
是 A/B 测试（A/B Testing）。 让不同的用户使用不同版本的软件， 再对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比
较。Google 就以在软件中运用此种测试而闻名，它甚至会对产品界面所用的色调执行 A/B 测试。
注意， 可用性测试并不需要等程序全部开发完才能进行，Interface Builder 所创建的界面模型、
Keynote 软件制作的幻灯片， 甚至是纸上的草图都可以用来评判用户对应用程序界面的接受程
度。 这些真实度较低的界面虽说不能像在 iPhone 真机上操作那样暴露出一些微妙的细节来， 但
它们确实是一种及早获取用户反馈的方式。
开发者， 尤其是在大型团队中工作的， 会在将代码集成入产品之前， 先将其提交给同事进
行评审。 这是一种白盒测试， 其他开发者能看到代码， 从而可以据此判断这段程序是否处理了
某些特定的情况， 是否将所有关键的偶发状况都考虑在内了。 代码审校并非总能发现逻辑上的
bug， 笔者觉得自己在参加过的代码审校中经常发现的是一些代码风格上的问题， 以及一些无
需改变代码行为即可解决的问题。 当要求代码审校者查找某种特定的错误时（ 例如， 按照一张
包含 5 ～ 6 项常见错误的核查表来查找错误。在 Mac 与 iOS 代码的核查表中， 通常会包含“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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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留计数 ” （retain count） 问题 ）， 尽管他们可能找不到与这些核查项目不相关的问题来， 但他
们会更容易发现核查范围之内的 bug。

1.5

单元测试的适用范围
单元测试是开发者进行软件测试的另一个工具。 第 3 章将会讲解如何设计与编写单元测

试， 现在只需要知道它是用于测试代码行为的一段小程序即可。 这段程序会设置运行环境， 然
后执行受测代码， 最后针对运行状态调用断言（assertion） 语句。 如果断言成立（ 也就是说，
断言所述的条件得到满足 ）， 那么测试就能成功执行。 如果实际运行结果与断言所述状态有任
何偏差， 则会导致测试用例执行失败， 这种偏差也包括了由于异常而使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完毕
7

的情况 。
这样看来， 单元测试有点儿像微缩版的集成测试用例， 它也指定了运行程序的步骤及预期
的执行结果， 不过是以代码而非手工方式来做的。 于是可以让电脑来完成这些工作， 不必非得
由开发者来手动执行每一个步骤。 无论怎样， 一个好的测试用例同时也应该是一份好的文档 ：
它描述测试员对受测代码执行结果所持的预期。 为程序中的某个类编写代码的开发者也可以编
写测试用例以确保该类确实能如预期的那样工作。 实际上， 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 开发者也
能在写完受测类之前就先写好测试用例。
单元测试得名于其所测试的代码“ 单元 ”， 在面向对象软件开发中， 这样的“ 单元 ” 通常
指的就是类。这个专有名词源自编译器领域的术语“ 编译单元 ”（translation unit）， 意思是传递
给编译器的单个文件。 这意味着单元测试本来就是白盒测试， 因为它是将应用程序中的某个类
单独拿出来以测试其行为。 可以将这个类当做一个黑盒， 也可以仅通过公共 API 来与之通信，
这是个人选择问题，然而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只是在同应用程序的某个小部分进行互动。
单元测试的细粒度特质可以使开发者非常快速地解决通过运行单元测试所发现的问题。 程
序员在编写类代码的同时经常也在写该类的单元测试， 所以在写测试代码时， 就总是会考虑到
受测类。 笔者有时候甚至不用运行某个单元测试就可以知道它肯定运行失败， 而且也知道该如
何修改代码使之成功运行， 这就是因为我那时的思维仍然在那个受测类上面。 与之相对比的情
形是， 另外一个人来执行测试用例， 而写受测程序的那个开发者已经好几个月没接触代码了。
尽管开发者所写的单元测试并不会出现在应用程序中， 但写测试代码所带来的好处会抵消掉这
种开销，因为它可以在代码提交给专职测试员之前就发现并修复代码中的问题。
修复 bug 是每个项目经理都觉得最为恐怖的事情：因为必须在修复 bug 之后产品才能发布，
然而又无法为 bug 的修复制订计划， 因为无法确定存在多少个 bug 及修复它们需要多长时间。
回头看看表 1-1 就知道， 在项目即将结束时修复 bug 的成本最高， 而且越往后， 修复 bug 的成
retain count ， 意思为保留计数， 是 Cocoa 库为了进行动态内存管理而在 NSObject 基类中所采取的一种对象
计数机制。详情参阅：http://en.wikipedia.org/wiki/Cocoa_(API)#Memory_management。— 译者注
你所用的测试框架也许会将断言失败与执行错误分别列出，不过这没关系，关键是能发现测试用例并没有运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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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增长得越快。 在估算工期的时候可以将写测试用例所花的时间考虑在内， 这样在制作软件
的过程中就能修复那些 bug，也会减少导致软件延期发行的不确定因素。
几乎可以肯定， 单元测试是由程序开发者写的， 因为写这种测试需要使用某种测试框架来
编写代码， 要调用 API， 还要表述底层逻辑 — 这些都是程序员擅长做的事情。 不过， 某个类
与其单元测试的代码则未必要由同一个程序员来写， 将这两件事分开也有好处。 资深程序员可
以通过一系列测试来描述某个类 API 的预期行为， 以此指导初级程序员对其编码。 有了这些测
试之后，初级程序员就编写类的代码依次让这些测试用例成功运行，由此来实现这个类。
集成的过程也可以这么倒置。 如果开发者要使用或研究某个已经写好的类， 但却不知道它
的原理， 那么可以将自己对其的假设以测试的形式写出来， 由此判断哪些假设是正确的。 随着
测试用例的增多， 这个类的功能与行为会更加完整地呈现出来。 不过针对既有类来写测试， 通
常要比在编码的同时进行并行测试要难。 要在测试框架中测试那种依赖于运行环境的类， 要花
费大量精力，因为必须要将其对周边对象的依赖替换或移除才行。第 11 章将会讲到如何针对既
有代码写测试用例。
协同工作的程序员可以更快速地转换角色 ： 一个人写测试， 另一个人针对该测试编写实现
代码， 然后两人交换， 由写实现代码的那个人来写测试。 具体是哪两个程序员进行结对编程，
并不重要。 无论如何， 都可以将一个或一组测试用例当做某种形式的文档， 将某个开发者对该
类的想法表达给其结对伙伴。
单元测试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它可以让测试的运行自动化。 写一份好的手动测试计划书
所花的时间， 差不多和写一个好的测试用例所花的时间一样多， 而电脑则可以在一秒钟内执行
完上百个单元测试。 开发者可以把其为某个应用所写的测试用例与该应用的产品代码放在同一
个版本控制系统里面， 这样无论何时想执行测试都会很方便。 这使得检测回归 bug（regression
bug） 的成本变得非常低， 这种 bug 指的是那些原本已修复， 然而随着后期的开发工作又重新
引入的 bug。 只要修改了应用程序的代码， 就应该将所有的测试用例执行一遍， 以确保这次修
改没有引入回归 bug。 甚至可以通过某种持续集成系统（continuous integration system）， 在将
代码提交至代码库时，自动运行测试用例。第 4 章会讲到这种用法。
反复运行测试不仅有助于找出回归 bug， 它还会在要编辑源代码而又不改变其行为（ 也就
是要重构应用程序 ） 的时候， 提供一张安全保护网。 重构的目标是在不引入新功能及新 bug 的
前提下对应用程序的代码进行清理， 同时为了使其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易使用， 对其进行结构调
整。 如果正在重构的代码已经被足够多的单元测试所覆盖， 那么任何行为上的改变都会检测
到。 这意味着可以在重构时就修复软件中的问题， 而不是要等到下一个正式版发布之前（ 或之
后）才去修复它们。
然而重构也不是万能的银弹（silver bullet）。 如前所述， 开发者没办法通过测试来确认他
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需求。 如果测试与实现是由同一个人来完成的， 那么其对需求问题的认识
和理解， 在这两份代码中的体现将会是一致的。 还应该意识到， 并不存在一种合适的度量指标
可以量化地判断某种单元测试方案是否成功。 常用的标准（ 代码覆盖率和成功执行的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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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可以在受测软件的质量不变的情况下人为地修改。
回到前面说的那个概念上来， 测试的目标是要减少软件被部署到客户端时所存在的风险，
所以那种能够报告当前测试对软件风险缓解程度的软件就会非常有用。 这种软件无法真正知晓
当前代码中存在的具体风险，所以它所做出的判断仅仅是一种对风险级别的评估而已。
按照测试数量来评定测试的有效性是一种非常想当然的做法。 如果经理按照成功执行的测
试用例数来决定员工的年终奖， 那么你只用写一份测试， 复制很多次就行了。 甚至都不需要测
试应用程序中的代码， 只需要验证“1==1” 就可以了， 这就能增加测试套件中成功执行的测试
用例数。 而且一个应用程序到底写多少个测试用例才算合适呢？ 你能想出一个让所有 iOS 应用
开发者都致力于达到的目标数吗？ 恐怕不行吧 …… 至少笔者想不出来。 就算两个程序员都在编
写同一个应用程序， 他们也会在不同的部分发现不同的问题， 从而在写程序的过程中碰到不同
级别的软件风险。
以测试覆盖率来作为衡量标准在部分程度上弥补了以测试数作为衡量标准的不足， 它是以
测试用例所执行到的应用程序代码数量为依据的。 这意味着开发者不能靠编写无意义的测试用
例来多拿奖金了， 不过另有办法 ： 可以先针对那些容易做测试的代码来写测试用例。 比如， 可
以找到程序中所有以 @synthesize 关键字定义的属性， 然后测试其对应的 getter 与 setter 方
法就可以提高代码覆盖率了。 当然， 正如我们所见， 这种测试的确有其意义， 不过这么做并不
是利用工作时间的最佳方式。
实 际 上， 代 码 覆 盖 率 检 测 工 具 对 于 复 杂 的 受 测 代 码 会 赋 予 更 高 的 权 重。 这 里“ 复 杂 ”
（complex） 一 词 的 涵 义， 来 源 于 计 算 机 科 学 中 的 一 个 特 有 名 词“ 圈 复 杂 度 ”（cyclomatic
complexity）。 简言之， 某个函数或方法的圈复杂度是和其代码中所包含的循环与分支数相关
的，或者换句话说，与代码的执行路径数有关。
比如，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做 -methodOne，它有 20 行代码，其中不含 if、switch、:?
表达式或循环（也就是说，它具有最小复杂度）。另一个叫做 -methodTwo:(BOOL)flag，它有
一条 if 语句， 其每个分支又都有 10 行代码。 要完全覆盖 -methodOne 方法， 只需一个测试，
但是要完全覆盖 -methodTwo 方法，则必须写两个测试，每一个测试需要执行一个 if 条件的分
支。测试覆盖率检测工具只会报告受测代码数，所以这两种情况下都会报告同一个数字 ：20。这
么一来的结果就是想要提升复杂方法的测试覆盖率，相对来说会更困难一些。可恰恰是在复杂的
方法中才更有可能隐藏 bug。
同样， 代码覆盖率测试工具也不善于处理特殊情况。 比如， 某方法接受一个对象作为参
数， 这时不管用一个初始化的对象还是用 nil 来测试它， 从代码覆盖度测试工具的角度来看，
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 也许这两种测试各有其意义， 然而对代码覆盖率而言， 结果却没什么不
同。每一种测试都会执行这行代码，所以多写另外一种测试并不会增加代码覆盖度。
最终还是得靠你自己（ 也许还有客户 ） 来决定某部分代码所含的风险大小， 以及在正式发
行产品中可以接受的风险度。 就算测试度量工具能正常工作， 它也不会替你分担这份责任的。
所以说， 正确做法应该是， 在产品能从测试中受益时就进行测试， 相反， 如果测试对产品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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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帮助了， 那么就停止测试。 针对“ 我应该测试软件中的哪一部分？” 这个问题， 软件工程师
与单元测试专家 Kent Beck 的回答是：
“只测试那些你想让其正常运行的代码。”

1.6

测试驱动开发对 iOS 开发者的意义
单元测试带给 iOS 开发者的主要好处就是可以用很小的投入获得很大的回报。 因为在 App

Store 上面成千上万的应用程序之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微型独立软件开发商（micro-ISV，
ISV 是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er 的缩写 ） 制作的。 对于它们来说， 任何不需要很多资金又
能改善应用程序质量的方法都是个好东西。 向 iOS 开发项目中增加单元测试所用的工具是免费
的。实际上，第 4 章就会提到，测试所需的核心功能就包含在 iOS SDK 开发包里面。你可以自
己编写并运行测试， 这意味着不需要再雇用专业的 QA 人员即可通过运行单元测试来获得有效
的运行结果。
运行测试用例几乎不费时间， 所以采用单元测试的唯一开销就是必须花时间来设计与编
写这些用例。 作为回报， 你会在编写产品代码的同时， 对所写程序的行为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
解。 这种理解可以使程序员避免写出有 bug 的代码， 还可以减少项目完工时间的不确定性， 因
为公众测试员在 beta 版中所发现的必须加以修复的 bug 不会如原来那样多了。
作 为 iOS 应 用 程 序 开 发 者， 你 要 记 住， 应 用 的 发 布 权 不 在 你 的 手 里， 而 是 由 Apple 控
制。 如果在已经发布的应用程序里面存在一个严重的 bug， 那么在修复了 bug 之后， 必须等待
Apple 批准（ 假设确实批准了 ）， 然后更新之后的版本才能在 App Store 上架， 才能在用户的手
机和 iPad 上看到它。 单凭这一点， 就值得采用一种新的测试流程。 发行一款 bug 很多的软件已
经够糟糕的了，如果还不能及时修复它，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当你逐渐习惯了测试驱动开发， 也就是边写代码边做测试， 你的编码速度就会更快， 因为
你会把思考代码的设计与其在各种情况下所需处理的逻辑当成一种习惯。 很快你就会发现， 以
测试驱动的方式写产品代码及配套的测试用例， 与过去那种仅仅写产品代码的方式所花的时间
是一样的， 但是这种方式有个好处， 就是你对所写代码的正确性更加有信心了。 下一章将会介
绍测试驱动开发背后的概念，这些概念将会在本书后面部分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