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测试驱动开发技巧

在第 1 章中已经讲到， 单元测试在软件开发流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 以电脑反复运行针对产
品代码所写的测试， 可以确保软件开发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中， 单元测试框
架的开发者们不断地完善测试技术， 也建立了一些新手段， 用以将单元测试集成入软件开发流
程之中。 这些开发者中尤其要提到的是一群践行极限编程的人， 此种软件工程方法（software
engineering methodology）是由 Kent Beck 发明的。他也是 SUnit 测试框架的创始人，这个测试
框架是用来测试 SmallTalk 语言程序的， 它是世界上首个单元测试框架， 也是 Java 语言测试框
架 JUnit 与 Objective-C 语言测试框架 OCUnit 的先驱。

2.1

测试先行
极限编程迷恋者们所采用的开发方式就是测试先行（test first） 或测试驱动开发， 顾名思

义， 即在写产品代码之前先写测试用例。 这听起来有点怪异， 不是吗？ 如何测试并不存在的东
西呢？
在制造日常生活用品的行业中， 制作产品之前先设计测试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 测试规
定了产品的验收标准（acceptance criteria）。 除非所有的测试都运行成功了， 不然就说明代码还
不够好。 反过来说， 如果有一套全面的测试用例， 那么只要其中每个测试都能成功执行， 我们
就可以说产品代码已经足够好了，不需要再做修改了。
在写产品代码之前先写完所有测试用例， 与写好全部产品代码之后再写测试用例， 都会面
临同样的问题。 人们总是擅长于一次解决一个小问题， 在解决了之后， 才调整思路， 去处理另
一个问题。 如果你先把所有的测试用例都写好， 然后回过头去写全部的产品代码， 那么你得把
应用程序中需要解决的每个问题都考虑两遍， 而且这两次之间会隔好久。 把几个月前写某一组
测试用例时的想法回忆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测试驱动开发者不会一次写好所有的
测试用例，不过他们还是不会在某个用例写好之前就去写对应的产品代码。
测试驱动开发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给应用程序加入新功能之后， 能够得到快速的反馈。
每一个成功执行的测试用例， 都是一丝鼓励， 促使你去写下一个测试用例。 你不需要像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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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方式那样等一个月的时间，直到下次执行系统测试时才知道新功能是否能正常运作。
测试驱动开发背后的思路是， 在设计软件时， 需要思考受测代码应该具有的行为。 这种思
维方式不是先写好一个专门解决某问题的模块或者类， 再将它集成到应用程序中， 而是先想想
应用程序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再写产品代码来实现它。 而且， 如果这段实现代码能让描述
对应需求的测试用例得以成功执行， 那么也就证明了此产品代码确实正确地处理了这个需求。
实际上， 先写测试用例甚至能够帮你发现某个功能是不是已经被实现过了。 如果某个测试用例
写好了之后， 在不增加任何产品代码的前提下， 它能成功地执行， 则说明要么应用程序已经解
决了该用例所述的需求，要么就是这个用例本身写得有问题。
在测试驱动开发中， 应用程序所要解决的“ 问题 ”， 并不是类似“ 用户可以把喜欢的食
谱发布到 Twitter” 这样完整的功能， 而是一些比较细微的功能， 应用程序的这些细枝末节是
用于实现某个大功能的一小部分。 就举这个“ 把喜欢的食谱发布到 Twitter” 的例子来说， 其
中一个细微的功能就是需要有一个文本框用来输入 Twitter 用户名。 另一个细微的功能则是需
要将文本框中的文本作为用户名传递给某个 Twitter 服务对象。 还有一个细微的功能则是从
NSUserDefaults 对象中读入 Twitter 用户名。 这每一个小小的功能都服务于某个用例的一小
部分，对于所要实现的大功能来说，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测试驱动开发的常用方法是先写一个测试用例然后运行， 确认它执行失败， 然后再写产品
代码， 使该测试成功执行。 做完了这件事之后， 再去写下一个测试用例。 这是一种适应测试驱
动开发理念的好方法， 因为它让你以测试用例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实现某个功能， 如何修复某个
bug。Kent Beck 将这种心态称为“ 测试迷恋症 ”（test infection）， 此时你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
是“我应该如何调试”，而是“这个测试用例该怎么写”。
测试驱动开发的支持者宣称， 与非测试驱动的项目相比， 他们使用调试器的次数非常少。
测试用例不仅能确保产品代码的行为正确， 而且还可以使开发者更容易理解程序的行为， 而不
必通过调试器单步地执行代码。 确实， 使用调试器的主要原因就是有时你发现某个用例所描述
需求没有做对， 可是又找不出来问题究竟在哪。 单元测试将应用程序的代码隔离为一个个孤立
的小部分，以此来追查程序中的问题，这样很容易就能定位到导致测试用例执行失败的代码。
所以，沉迷于测试的开发者不会想 ：
“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 bug ？”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手段
比通过调试器来查 bug 要快得多。 他们想的是，“ 我如何证明这个 bug 已经被修复了？” 或者
“ 我原来的假设需要做什么增加或改动吗？” 如此， 开发者可以知道为修复 bug 所做的工作是
不是到位了，也能知道是否在开发过程中不小心把别的东西弄坏了。
也许有一天， 你会觉得这么编程有些压抑、 效率不高。 如果你直接就能看出来实现某个功
能需要增加一系列紧密关联的新代码， 或者修复某个 bug 需要修改某方法内的几行代码， 那么
“ 一次只修改一个地方 ” 的编程方式就会变得有点做作了。 所幸没人强迫你一次只能改动一个
地方。既然一直在思考 ：
“我应该如何测试这个功能呢？”那你就很有可能在思考的过程中直接
把产品代码写好了。 一口气写上好几个测试用例， 然后再编写能让用例成功执行的产品代码，
这样做没错， 同样， 先写好能解决问题的产品代码， 回过头来再补写测试用例， 一样很好。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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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定要记住补写测试用例， 而且这些用例必须确实能够证明新加入的代码是正确的才行。 这
些用例的目标就是验证产品代码是否能如预期的运行， 而且也能保证在后面的开发中不会引入
回归 bug。
过些时候， 你就会发现， 由于写测试的过程能帮你整理思路， 并且明确需要编写的产品代
码， 所以， 使用测试驱动开发方式与不写测试的方式相比， 所花的时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且
8

还能大大节省在项目快结束时用于调试的时间 。

2.2 “失败、成功、重构”三部曲
在写产品代码之前先写测试用例， 这说起来很简单， 可究竟如何写测试呢？ 针对尚未编写
的产品代码而进行的测试是什么样子的呢？ 先看看需求， 然后问问自己，“ 如果用于解决此问
题的产品代码已经写好了， 那么我该如何使用它们呢？” 将你认为能够获得正确结果的方法调
用语句写下来， 填上表示真实需求的参数值， 然后编写一个测试用例来断言调用了那个方法之
后所产生的输出确实是正确的。
现在运行一下这个测试。 你可能会问， 明知这样的测试必然会运行失败， 为何还要运行它
呢？ 实际上， 根据你指定 API 所用方式的不同， 有时候这种测试甚至连编译都通不过。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未能成功执行的测试， 依然有其价值， 那就是， 它至少证明了应用程序应该完成
某个任务， 但目前还未实现它。 同时它还指明了用于完成需求所必须调用的方法。 通过这个测
试， 你不仅以一种可重复、 可执行的方式将需求描述出来了， 而且还设计了用于满足此需求的
产品代码。 测试驱动开发不是先写出解决问题的代码， 然后考虑如何来调用它， 而是先确定应
该调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样做更有可能设计出一套风格一致且易于使用的 API 来。
有时候你还能顺带着发现， 某些即将要实现的功能其实早就做好了。 如果这个项目是从头开始
9
做的，这并不奇怪，然而如果你是在做一个代码很复杂的遗留应用程序（legacy application） ，
那么有时候光盯着代码看是搞不明白这个软件的功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写了一个测试
用例来表述需要增加的新功能， 不料测试却直接运行通过了， 这就说明当前软件已经把这个功
能实现过了。 于是你可以针对下一个功能再去写测试用例了， 依次写下去， 直到已有的测试用
例已经完全探明了遗留代码（legacy code） 支持的所有功能， 新写的测试用例开始无法成功运
行为止。
一 项 由 微 软 和 IBM 共 同 进 行 的 研 究（http://research.microsoft.com/en-us/groups/ese/nagappan_tdd.pdf） 发
现， 尽管初次使用 TDD 的团队在实现功能代码的速度上比粗放的“ 牛仔编码 ”（cowboy coding， 一种完全
任由单个开发者自行决定架构、 设计、 编码、 工作流程的开发方式， 详情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
Cowboy_coding。— 译者注 ） 方式慢 15%~35%， 不过他们产品中的 bug 却比对方少 40%~90%。 这些 bug
指的是那些必须在项目“基本完工”之后，产品正式发行之前修复的问题。
笔 者 这 里 所 使 用 的“ 遗 留 代 码 ” 一 词， 与 Michael Feathers 在《Working Effectively with Legacy Code》
（Prentice Hall, 2004）（中文书名为《修改代码的艺术》，由人民邮电出版社于 2007 年出版。— 译者注）一
书中所指的意思是一样的。 遗留代码是你所接收过来的（ 包括自己写的 ） 那种没有被一套全面的、 即时的测
试用例所覆盖的代码。第 11 章将会讲到如何把单元测试集成到遗留项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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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驱动开发的实践者们把这种“ 先写一个描述尚未实现的产品代码所应具备功能的失败
测试用例 ” 的开发过程叫做“ 红色阶段 ”（red stage） 或“ 红条阶段 ”（red bar stage）。 这么称
呼它，是因为很多流行的 IDE，例如 Visual Studio 和 Eclipse（虽说最新版的 Xcode 不是这样），
1

在运行单元测试的视图中采用一个大的红色滚动条 来表示当前有测试用例执行失败了。 这个
红色滚动条是个很明显的视觉指示器（visual indicator）， 告诉你目前的产品代码并未实现所要
求的全部功能。
相对于令人恼火的红色滚动条来说， 平和的绿色滚动条则看起来友好很多， 这也就是测试
驱动开发在第二阶段的目标 ： 编写产品代码使得执行失败的那些测试用例能够成功地执行。 如
果这意味着需要增加一个新的类或者方法， 那就把它添上吧， 你会发现这种新增 API 的方式也
变成了应用程序设计的一部分了。
在这个阶段中， 你如何写产品代码来实现新的 API 并不重要， 只要能让测试用例成功执行
就好了。产品代码只需要能“刚刚好地”（Just Barely Good Enough ™）完成所需功能即可。任
何“ 多余的努力 ” 都只会写出无用的代码， 而不会提升应用程序本身的功能。 举例来说， 如果
某个用例测试的是一段用于生成问候语的程序， 那么产品代码在以“Bob” 作为名字参数被调
用时，应该返回“Hello, Bob!”就好了。如此说来，以下这种写法就可以满足要求：
- (NSString *)greeter: (NSString *)name {
return @"Hello, Bob!";
}

以“ 当前的状态 ” 来看， 再写多余的代码都可能是浪费。 当然了， 稍后也许会需要一个更
为通用的方法实现， 也许并不需要。 在你写出另外一个测试用例用以证明该方法应该根据不同
的输入值而返回不同的字符串（ 例如， 参数如果是“Tim”， 那么返回值应该是“Hello, Tim!”）
之前， 这段代码确实完成了测试用例所要求的功能。 恭喜你， 现在可以看到绿色的滚动条了
（ 假设写的这段产品代码并没有把原来已经测试成功的那些用例弄坏 ）， 这就可以证明你现在的
这个程序比起之前的那版，已经有一点点进步了。
你现在可能还在惦记着刚写的那段产品代码吧？ 也许你会说有种更高效的算法也能产生同
样的结果， 或者你会觉得为了让所有测试都能成功执行， 你用了一些看起来很别扭的“ 杂技代
码 ”（kludge）。 为了让测试用例执行成功， 从应用程序的其他地方复制代码贴过来， 甚至是将
测试代码的一部分直接复制到类方法里面， 这都会让新通过测试的这个程序产生“ 代码坏味 ”
（bad code smell， 或者 code smell）。 这又是一个由 Kent Beck 造出来的词， 它随着极限编程的
1
流行而广泛使用，意思是那种看上去能正常运行，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某些潜在问题的代码。
现在你有机会来重构了 — 不要改变应用程序的行为， 只修改实现代码把它清理得干净一

在很多单元测试执行界面中， 都会有一个随着单元测试套件的执行进度而不断增长的滚动条， 默认是绿色
的，一旦有测试执行失败，则立刻变成红色。——译者注
Jeff Atwood 总结了一份详细的清单， 列出了有可能出现的代码坏味， 网址是 ：http://www.codinghorror.com/
blog/2006/05/code-smel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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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就可以了。 鉴于已经写好了用于验证代码行为的测试用例， 所以如果那个功能被不小心弄坏
了， 则可以通过测试用例反映出来。 测试也有失灵的时候， 比如说有时你会不小心将一些应用
程序并不需要的新功能加入到产品代码中， 而这些新代码又没有干扰到其他已有的功能， 那么
测试用例当然就没办法发现它们了。 不过这是个相对来说无伤大雅的副作用（side effect）， 因
为应用程序没有用到这个功能。 如果真的用到了， 那肯定会有一个测试用例用来专门测试此功
能的。
其实也不是非要在测试成功执行之后就立刻去重构。有时候之所以那么做，主要是因为此时
刚刚实现的那个新功能仍然停留在开发者脑海中，如果要进行改动的话，不必再去回顾一下这段
代码的工作原理。然而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当前的代码没什么问题，如果是这样，没事，放在那
别动就行了。以后再要重构，这些已有的测试用例仍然会保证重构后的代码没有影响到已经实现
的功能。记住，最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重构那些已经写得很好的代码了（参见 2.5 节）。
现在你已经走完测试驱动开发的三个阶段了 ： 先写了一个不能成功执行的测试用例（ 看到
了红色的滚动条 ）， 再编写实现代码让它可以成功地执行（ 看到了绿色的滚动条 ）， 然后在不改
变程序行为的情况下对代码进行了清理（ 重构 ）。 这时的应用程序已经比执行这个流程之前的
那一版多了一点点功能。 这点微不足道的功能也许算不上一个值得为客户发布新版软件的重大
1

改进， 不过现在的代码质量已经完全符合“ 发行候选版 ” 所要求的水准了， 因为你可以证明
所有新加入的功能都能正常运转， 而且它们也没有干扰到已经实现好的功能。 回想一下上一章
讲到的内容， 此时也许还有一些测试要做， 比如可能还有尚未解决的集成和易用性问题， 或者
是你和测试人员之间对于下一个将要加入产品的功能有分歧。 有一点可以坚信， 只要测试用例
已经完全覆盖了应用程序所期望的所有输入值， 那么新加入的代码中出现逻辑 bug 的可能性将
会很低。
在一轮“ 失败、 成功、 重构 ” 三部曲过后， 又该和红色滚动条见面了。 这么说的意思是，
现在又该加入下一个细微的功能了， 也就是再实现一个能够改善应用程序质量的小需求。 测试
驱动开发本身就是一种迭代式的软件工程方法， 因为直到应用程序已有的每一个小功能都达到
产品质量的要求之后， 才会去开发下一个功能。 测试驱动开发不会留下一大堆没有做完而且不
能用的功能， 而是要么有一组可以正常运行的用例， 要么只有一个测试用例还没执行成功 —
就是现在正在写实现代码的那一个。 尽管有时候开发团队的程序员不止一个人， 每个程序员都
在处理一个不同的用例， 不过每个开发者在某个时间点只会解决一个特定的需求， 而且其对这
个需求何时能够实现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2.3

设计易于测试的应用程序
学过了“ 失败、 成功、 重构 ” 三部曲的技巧之后， 你也许现在就想用测试驱动的方式来实
Release Candidate，简称 RC，指可能成为最终产品的候选版本，如果未出现问题则可成为正式版本。在此阶
段的产品通常包含所有功能或接近完整，也不会出现严重问题。—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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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要做的应用程序之中的第一个功能， 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渐进地增加后续的功能。 这样的
话，应用程序的架构与设计会随着加入既有代码的小部件而一点一滴地成长起来。
软件工程师可以从建筑学中获得很多知识。 这两个学科有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在有限的空
间与资源的制约下， 构建出既富有美感， 又具备实用性的产品来。 所不同的是， 软件开发可以
不用像盖房子那样，非要等墙砌好了，才能撤掉脚手架。
一个在现实世界的工程中使用“ 聚合 ”（aggregate） 概念的例子就是混凝土。 找一片工地，
看看正在搅拌的混凝土， 它很像一团均匀的糊状物， 而且略带腐蚀性， 如果在施工的过程中沾
到身上了， 则会被烧伤。 如果在对应用程序的设计没有一个全盘计划的前提下就采用测试驱动
开发， 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在很多方面就会变得和混凝土一样， 不具备某种大规模的结构， 所以
很难找出每个新功能之间的关联。 这些新功能将会变成一个个孤立的块状物， 它们挨得很近，
但是就像建筑材料中的石头那样， 彼此没有关联。 当应用程序没有清晰的结构时， 你会发现很
难通过寻找共性来复用代码。
所以最好是在对应用程序的整体架构有了全局把握之后再进行测试驱动开发。 你不用把需
要实现的每个类和方法都详细地建模， 这种细粒度的设计会随着测试用例的完成而自动浮现出
来。 你要做的是想清楚应用程序都需要哪些功能， 如何把这些功能组织到一起。 要思考是不是
可以从这些功能中提取出一些共用的信息或代码， 功能之间如何交流， 要交流的话需要些什么
东西。 在极限编程中也有一个术语用于表述此概念， 那就是“ 系统隐喻 ”（System Metaphor）。
更宽泛地说， 在面向对象编程中， 这叫做“ 领域模型 ”（Domain Model）， 也就是一幅图景， 它
描述了用户如何使用该应用程序，以及应用程序涉及的服务和对象。
有了这些信息之后， 就可以设计测试用例了， 让它们验证一下应用程序除了能正常运行之
外， 是否还遵循了既定的架构方案。 如果两个组件应该通过某个类来共享信息， 那么就测试一
下这个类。 如果两个功能都调用同一个方法， 那么也写一个测试用例来验证一下这个方法。 到
了重构阶段，也可以按照全局规划的指导来进行代码清理。

2.4

更多有关重构的知识
如何重构代码呢？ 这可是个大问题， 实际上可能没有固定的方法， 因为一个人觉得很好的

代码另一个人可能觉得很糟糕，反过来也一样。唯一有意义的说法是以下这几条建议：
• 如果某段代码完成了某个需求， 然而你却觉得它不够好， 那么就需要重构了。“ 不够好 ”
的意思可能是看上去不顺眼， 使用的办法不合适， 或者结构不合理。 有些时候重构的执
行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只是因为代码“闻起来”有坏味而已。
• 当这段程序不再存在代码坏味时，即可停止重构了。
• 重构的过程应该把糟糕的代码变成干净的代码。
以上这些描述太过模糊， 所以不能当做你重构代码时的参考手册或教程。 如果代码能够遵
循一种公认的面向对象设计模式， 那么也许就会变得更加可读， 更加容易理解。 设计模式是一

17

测试驱动开发技巧

种能够适用于各种场合的通用代码范本。Cocoa 框架及 Objective-C 软件开发所用的模式可以在
1

Buck 与 Yacktman 所著的《Cocoa Design Patterns》（Addison-Wesley, 2009） 一书中找到。 与
语言无关的经典设计模式参考书则是由 Gamma、Helm、Johnson 与 Vlissides 所著的
《Design
1
Patterns: Elements of Reusabl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Addison-Wesley 1995） ，这本书也
经常被叫做“四人组之书”（Gang of Four book）。
某些特定的代码变换方式会在重构中频繁地使用， 因为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 它们都可以
使代码变得更加整洁。 比方说， 如果两个类都实现了某个方法， 那么可以建立一个公共超类，
将该方法上移至超类中。 也可以建立一项协议， 用其描述多个类都必须遵守的方法约定。 由
Martin Fowler 所 著 的《Refactoring: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Existing Code》（Addison-Wesley,
1

1999） 一书描述了大量的这种代码变换技巧，不过都是用 Java 语言写的。

2.5

不要实现目前用不到的功能
在前面的章节中， 笔者曾经反复提到测试驱动开发所具有的一个特质， 这里有必要再说一

次 ： 如果你写的测试用例描述了应用程序的需求， 同时你写的实现代码仅仅是为了让测试能够
成功执行， 除此之外一行都没多写， 那么， 你就绝对不可能写出用不上的代码来。 诚然， 需求
在将来有可能会变， 现在正在实现的功能也有可能被废弃掉， 不过至少“ 就目前而言 ”， 这个
功能是必需的。你所写的产品代码就是为了实现该功能，此外无他。
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你或你的同事写了一个很精巧的类或者框架， 它采用了一种非常通用
的方式来处理某个问题， 然而软件产品中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领域却非常有限， 用不着那么通
用。 这种情况笔者曾多次遇见。 这种通用代码通常会被提交到项目所托管的 Github 或 Google
Code 代码库中，美其名曰“为开源社区做贡献”，以此来为编写这些无用代码所做的努力正名。
但是提交完了之后， 该项目就继续按照自己原有的方向发展下去了， 与此同时， 使用这个通用
算法的第三方用户就发现， 这个程序库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处理那些原项目开发者工作范围之
外的问题， 于是它们就开始提交各种 bug 反馈与改善请求。 于是那个应用程序项目的开发者很
快就会意识到他们成了框架的开发者， 因为越来越多的精力要投入到这个通用的框架中来， 尽
管他们的项目自始至终都只用到了框架的一小部分功能而已。
这种画蛇添足的镀金（gold plating） 行为， 通常会发生在那些从内而外、 自主研发的应用
程序身上。 比如， 应用程序需要处理 URL 请求， 那么你就会写一个用于处理 URL 请求的类。
不过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应用程序到底要通过 URL 请求来做什么具体的事情， 所以你所写的这
个类就得将所有能够想到的用法都考虑进去。 当你真正写到了应用程序使用 URL 请求来实现
具体功能的那部分代码时， 你才会发现原来它只用到了那个类的一小部分功能。 也许应用程序
中文书名《Cocoa 设计模式》，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 2010 年 11 月出版。— 译者注
中文书名《设计模式——可复用面向对象软件的基础》，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 2000 年 9 月出版。— 译者注
中文书名《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由中国电力出版社于 2003 年 8 月出版。—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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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以 GET 方式发出请求， 这样的话， 该类中用于处理 POST 请求的那部分代码就用不到了。
然而那部分代码却还被放在那里，这就降低了这个类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
测试驱动开发推荐以由外而内的方式构建应用程序。 你知道用户现在需要某个特定的功
能， 所以写一个测试用例来断言应用程序必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该功能需要通过网络服务来
取得某些数据， 所以再写一个测试用例断言所需的数据确实已被获取到了。 获取数据又需要通
过 URL 请求来做， 所以又写一个测试用例以证明应用程序使用 URL 请求的方式是正确的。 为
了让这些测试都成功执行， 现在需要开始写实现程序了， 这时候只需要为已经确定必须会用到
的那部分功能编写代码即可。 这么一来， 类代码中就不需要再有通用的处理逻辑了， 因为应用
程序用不到它。

测试库代码
对于上面说的这个处理 URL 请求的问题， 其实有一种更简单的解决方法， 能够让你少写
很多代码 ： 那就是采用他人已经写好的代码库。 不过是不是应该在把代码库集成到应用程序之
前对其进行彻底的测试呢？
不需要。 你要明白的是， 单元测试只是众多供你选用的工具之一。 单元测试， 尤其是在测
试驱动开发中所用的单元测试， 最好是用来测试你自己所编写的代码， 这也包括了测试那些与
第三方库沟通的类是不是能正常运作。 可以使用集成测试来判断应用程序是否能正常运行。 如
果应用程序不能正常执行， 而且你能确定（ 多亏了那些单元测试 ） 使用第三方库的方法是正确
的，那么你就会知道那个程序库里面有 bug 了。
现在你可以写一个单元测试来暴露这个 bug， 把它作为一种代码文档， 向库的开发者提交
一份 bug 回报。 单元测试还有一个有用的地方就是可以帮助你研究库代码的 API。 你可以写一
些单元测试， 把你觉得某个库中的类所应该具有的功能描述出来， 然后执行测试， 看看你做的
假设是否正确。
采用极限编程的开发者用一个首字母缩略词（acronym） 来描述那种画蛇添足的通用类框
架 ：YAGNI， 也就是“ 你并不需要它 ”（Ya Ain’t Gonna Need It）。 有些人确实需要编写通用
1

类框架， 比如说 Apple 的 Foundation 框架 就提供了很多通用类。 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开发
iOS 应用程序的， 而非开发 iOS 系统本身， 同时这些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功能通常很少而且很明
确， 用不着为它开发一个新的通用框架。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相信 Apple 在将某个新的类或方
法加入到 Foundation 框架之前， 应该是研究过它的潜在使用方式的， 而不会只提供一个学术上
来说功能完备的 API 就不管了。
避免在“ 你还不需要使用某个功能 ”（YAGNI） 的时候就为它提前编写实现代码。 这么做
可以节省时间， 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 无用代码可能成为攻击者的目标， 他们会设法找到某种
也 叫 Foundation Kit 或 Foundation， 是 一 个 具 备 OpenStep 标 准 的 Objective-C 框 架。 详 情 参 考 ：http://
en.wikipedia.org/wiki/Foundation_Kit。—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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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让应用程序去执行这部分代码。 有时候你在以后的应用程序开发过程中会用到原来编写
的这部分多余代码， 而此时你可能已经忘记了这段程序自从写好之后就没被测试过。 如果这时
你在程序中发现了一个 bug， 那么你很可能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在新写的代码中查找问题。 你意
识不到其实 bug 是由原来那部分旧代码引起的，因为你从未使用过它们。
以测试驱动方式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序不应该包含无用代码， 也不应该有（ 或者几乎没有 ）
未经测试的代码。 这样一来， 你就能确信所有的代码都能正常运行， 当你使用这些既有的类或
方法来开发新功能时， 所产生的问题就会比较少， 而且， 此时的应用程序中也就不会包含那些
可能会被误用或者导致 bug 的代码了。 所有的产品代码都应该服务于用户所需要的某项服务。
若是在重构阶段你发现可以对代码进行一些修改， 使其能应对更多的情况， 那么你可千万别急
着去改。 这些预想的状况为什么没出现在测试用例中呢？ 因为这些情况在应用程序中根本就不
会发生，所以用不着浪费时间编写代码去处理它们— 你并不需要这些功能。

2.6

在编码前、编码中及编码后进行测试
如果你遵循测试驱动开发所倡导的“ 失败、 成功、 重构 ” 三部曲， 那么就应该在编写产品

代码之前先运行测试， 确定测试用例无法成功地执行。 你可以由此知道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功能
还没有实现， 而且可以通过编译器给出的错误提示信息来推断应该如何写实现代码才能让测试
执行成功， 尤其有些时候是因为应用程序缺少必要的代码而导致测试用例无法编译或者无法正
确运行。 在编写实现代码的过程中， 也要持续运行测试用例， 以确保在通往绿色滚动条的路上
没有破坏已经写好的那部分功能。 在实现完所需功能， 进行代码重构的时候， 还是要不停地执
行测试用例， 以确保重构的时候没有干扰到原来的代码。 整个流程以一种细粒度的方式再现了
第 1 章中所说的“软件测试应该在开发流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执行”。
在整个开发周期中， 让所有测试都能自动运行， 这真是个好主意， 因为就算你忘记去执行
测试了， 那个自动执行系统也能帮你执行它。 有些开发者在每次构建完项目时都会执行测试用
例， 哪怕要等好一阵子才能把它们执行完。 另一些程序员则使用持续构建服务器或者构建机器
人（buildbot， 第 4 章将会讲到 ） 在幕后执行测试用例， 有时甚至是将项目签入到版本控制系
统或者推送到主代码库中， 然后在那台托管项目代码的电脑上运行测试用例。 在这种情况下，
执行测试所花的时间长短就不是很要紧了， 你可以继续在 IDE 中进行编码， 等待测试结果的
通知。 这种通知一般都是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到邮箱中的， 不过你也可以对构建系统进行配
置， 让它弹出一条 Growl 通知或者通过 iChat 软件发一条消息给你。 笔者见过一个开发团队，
他们甚至将一个单片机连在了构建服务器上， 让单片机根据测试执行结果发出绿色或红色的灯
光。 本章草稿的一位审阅者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想法 ： 设计一个工作区（workspace）， 让它在测
试执行失败时打开一盏闪烁的警灯， 拉响警笛， 这样开发团队的每个人都能知道测试运行失败
了，他们就会赶紧跑过来修改产品代码。
另一个很重要的保险手段就是在准备公布产品的发行候选版之前先运行一遍测试用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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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时测试执行失败了， 那就没有理由把它发布给测试者或客户了。 很明显， 程序有写得不对
的地方， 需要修复。 在理想状态下， 发布软件的过程应该是一劳永逸的， 只需按下构建按钮，
等着软件的正式版被构建好就行了。 然而一个执行失败的测试用例就会使构建过程中断。 在这
种时候， 测试所花的时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发行候选版的构建频率相对来说比较低， 对
正确性的要求比对发布时间的要求更为强烈。 如果有些测试需要花好几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来
执行， 那么就可以把它们放到这个阶段来做。 应当承认， 这些测试往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元
测试 ： 运行耗时很久的测试通常是一些集成测试， 它们需要设定应用程序的运行环境， 例如连
接到某个服务器。 这种情况很有必要进行测试， 不过并不适合包含在单元测试套件中， 因为如
果运行环境发生改变，它们可能会莫名其妙地运行失败。
通常来说， 如果你不打算让等待测试执行完毕的时间比编写代码的时间还要长的话， 你就
应当尽可能地将测试运行自动化。 笔者自己在编写代码的同时会持续地运行测试用例， 而且当
笔者把代码提交到 git 代码库的“ 主分支 ”（master branch， 在 subversion 等其他源代码控制系
统里面叫做 trunk） 上面时， 测试用例也会自动地执行。 增加某个新功能与发现测试用例运行
失败之间所隔的时间越短， 就越容易找到问题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在“ 失败、 成功、 重
构 ” 三阶段中反复执行测试用例的原因所在 ： 你可以得到即时的反馈， 以了解接下来应该做什
么，同时也能知道自己已经做完多少功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