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如何写单元测试

前两章讲述了软件测试的目标， 以及如何利用测试驱动开发与单元测试来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测试用例具体怎么写呢？ 本章将会告诉你编写测试用例的基本原则。 通过本章， 你会了解
到测试用例的不同组成部分， 以及如何通过一个或一套测试用例来引领你写出产品代码。 本章
给出的代码不是某个项目的一部分， 它只是为了演示如何从需求出发， 最终写出成功通过测试
的产品代码这个开发全过程。并不需要去运行本章的代码。

3.1

需求
要记住， 写单元测试的第一步就是先明确应用程序的需求。 当弄明白了应用程序需要什么

功能之后， 才有可能知道实现这个功能需要用到哪些代码。 针对那些代码的调用也就构成了测
试用例的主体部分。
这一章所举的例子， 是一个有史以来所有范例代码作者都乐此不疲的程序
： 温度换算器。
1
这个肯定无法获得 Apple Design Award 大奖 的简单应用程序是这样的 ： 用户在文本框中输入
一个摄氏温度值， 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 Go 按钮， 其对应的华氏温度值就会在下面显示出来。
用户界面如图 3-1 所示。
这个界面包含了足够多的信息， 用以指示应该如何设计 API。 因为按下转换按钮时焦点是
在文本框中， 所以肯定要用到 UITextFieldDelegate 类的 -textFieldShouldReturn:
方法。 由该方法的声明可知， 它的参数是一个文本框对象， 在本程序中， 指的就是包含摄氏温
度值的那个文本框。因此，对于需要实现的那个方法，它的签名应该是这样的：
- (BOOL)textFieldShouldReturn: (id)celsiusField;

Apple Design Awards 是由苹果公司所设置的奖项，用以表扬在设计、创新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有出色表现的
Mac OS X 及 iOS 应用程序。详情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Apple_Design_Awards。—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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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温度转换器的界面截图

3.2

使用已知的输入数据来运行代码
单元测试的特性之一是可重复性：不论何时、在何种平台上运行，只要受测代码是正确的，

那么测试用例就能成功执行， 否则就必然运行失败。 运行测试的计算机配置、 与测试同时运行
的其他程序、 数据库等外部软件或者磁盘文件系统的内容等因素都不应该影响测试结果。 具体
到本例来说， 这意味着不能先用代码构建一套用户界面， 然后让测试人员向文本框中输入一个
数字， 最后再查看结果。 如果那样做了， 不仅会导致测试人员不在场或者发生误操作时无法进
行测试，而且作为构建过程的一部分来说，那种测试所花的运行时间太长了。
好在要测的那个方法不需要太过复杂的预先设置（ 只需要用到一个名为 celsiusField
的 参 数 就 行 了 ）， 所 以 笔 者 可 以 直 接 写 出 一 份 能 反 复 执 行 的 测 试 用 例 代 码 来。 已 知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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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40°F 是相等的， 所以首先测这种情况。 考虑需要实现的那个方法的 API 之后， 笔者发现，
其实只要知道了文本框中的文本内容即可， 不需要配置一个完整的 UITextField 对象， 而只
需要创建一个含有 text 属性的简单对象即可。 不需要创建一个文本框对象那种具备全部功能
的视图，那样做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复杂度。以下是这个仿造的（fake）文本框类。
@interface FakeTextContainer : NSObject
@property (nonatomic, copy) NSString *text;
@end
@implementation FakeTextContainer
@synthesize text;
@end

现在可以写测试用例了。 既然已经知道了输入值， 就可以先用这个值把文本框对象配置
好， 然后再将其传给要开发的那个实现方法（ 尽管现在还没写好 ）。 笔者倾向于使用一个非常
长的名字作为测试方法的名称， 不管在单元测试还是产品代码中， 这么做都很有用， 因为它可
以完整地揭示出方法的意图。
@interface TemperatureConversionTests : NSObject
@end
@implementation TemperatureConversionTests
- (void)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FakeTextContainer *textField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textField.text = @"-40";
[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
@end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里假设最终要实现的那个方法和测试用例代码都写在同一个类中， 所
以这里是通过 self 来调用方法的。 在实际工作中几乎不太可能这么做 — 应该将测试代码与应
用程序代码分开来写才对。 不过在本例中， 这么做没关系， 现在我们一边做测试， 一边构建这
个方法， 等到以后， 可以再把它移动到产品代码的某个类中（ 可能是 UIViewController 类
的某个子类 ）。 可以等所有的测试都成功地执行完了， 也就是看到那个测试结果指示条变绿的
时候， 再进行重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指示条仍然是红色的。 实际上这段代码根本就无
1

法在不生成警告信息的情况下编译成功 ，除非把那个受测方法的实现代码写好了才行。
- (BOOL)textFieldShouldReturn: (id)celsiusField {
return YES;
}

我们不需要一个比上面这段程序功能更为丰富的版本（ 至少现在还不需要 ）。 实际上， 当
笔者这句话所隐含的意思是， 我已经把“ 将警告视为错误 ” 这个选项启用了。 如果你还没有启用这个选项，
那推荐你还是启用它为好， 因为这样可以提前捕获一些可能有二义性或包含潜在问题的代码。 这种代码很难
在运行时检测出来，比如类型转换有问题或者遗漏了某些方法的声明等。要启用该选项，在 Xcode 中找到项
目的 Build Settings 属性设置界面，在其中搜寻名为 Warnings as Errors 的设定值，将其设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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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实现代码还对一个本来应该先讨论清楚的问题提前做了决定， 这个问题是“ 此方法究竟应
该返回 YES 还是 NO 呢？”本章稍后将会重新审视这个决定。

3.3

查看运行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现在可以用已知的输入值来调用刚才实现的那个方法了，我们需要检查测试的运行结果，以

确认它是否符合应用程序的需求。可以肯定的是，调用该方法之后，某个标签（label）控件的文
本应该会改变，所以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检视那个控件的内容。不能直接把这个标签控件作为参
1
数传入到方法中， 因为这不符合 UITextFieldDelegate 类的 API 方法约定 。 于是， 温度转
换方法所在的这个类，就应该有一个用于表示那个标签控件的属性，让实现方法能够使用它。
与用户输入数值所用的那个文本框一样， 这个显示换算结果的控件， 也是只有其 text 属性
才被测试方法用到， 所以， 可以利用已经写好的 FakeTextContainer 类来表示它。 修改之
后的测试用例代码如下：
@interface TemperatureConversionTests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FakeTextContainer *textField;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FakeTextContainer *fahrenheitLabel;
- (BOOL)textFieldShouldReturn: (id)celsiusField;
@end
@implementation TemperatureConversionTests
@synthesize fahrenheitLabel; // a property containing the output label
- (void)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FakeTextContainer *textField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fahrenheitLabel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textField.text = @"-40";
[self convertToFahrenheit: textField];
}
@end

像这种通过特殊对象来提供输入值， 并观察输出值的用法， 在很多测试中都会碰到。 这种
模式就叫做“ 伪造对象 ”（Fake Object） 或“ 仿造对象 ”（Mock Object）， 它会在本书中多次出
现。 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测试使用中它所带来的好处 ： 通过创建这种仿制的对象， 就不需要再
创建在真正的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所用到的那种文本标签控件了， 因为仿制对象的行为与那个
控件是一样的，而且通过仿制对象可以更为容易地观察到应用程序代码的执行结果是否正确。

3.4

验证结果
现 在 可 以 通 过 查 看 fahrenheitLabel 对 象 的 属 性 来 观 察 -convertToFahrenheit
那个 API， 也就是 textFieldShouldReturn， 其方法签名确定了它只能接受一个参数， 不可能接受两个
参数。—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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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法的运行结果了， 并且可以利用测试框架所提供的功能来验证运行结果了。 那种把运
行结果与期望的正确值都输出到控制台， 然后通过逐行比对以确认测试是否成功运行的办
法， 并不合适， 因为那么做效率低而且易出错。 对单元测试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 它应该能
具备自我测试（self-testing） 的能力， 也就是说， 每个测试用例都能够自行判断其后置条件
2

（postcondition ） 是否得到满足， 并依此来回报测试的执行是成功还是失败。 测试框架的使用
者仅仅需要知道， 是否有测试执行失败？ 如果有的话， 是哪一个？ 现在我们就来修改一下测试
用例的代码，让它能够自行回报测试是否执行成功了。
- (void)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FakeTextContainer *textField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textField.text = @"-40";
fahrenheitLabel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if ([fahrenheitLabel.text isEqualToString: @"-40"]) {
NSLog(@"passed: -40C == -40F");
} else {
NSLog(@"failed: -40C != -40F");
}
}

现在， 整个测试用例已经写好了。 它先设置好用于调用受测方法的输入值
， 然后调用受测
2
方法， 最后自动地输出预期的后置条件是否成立 。 不过如果这个时候运行的话， 会发现测试
用例肯定执行失败， 因为受测方法并没有正确地设置标签控件的文本值。 经过快速修复之后，
方法代码变成了下面这样：
- (BOOL)textFieldShouldReturn: (id)celsiusField {
fahrenheitLabel.text = @"-40";
return YES;
}

这段用于执行温度转换的实现代码， 看起来写得并不是很好， 不过它确实能让刚才那个测
试用例成功地执行，就目前的需求来看，它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功能。

如果单元测试也能包含其他单元测试的话，那么每个用例应该测试多少个条件呢？
现 在 可 以 看 到，-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这 个
测试方法只测试了一个条件。 如果要让它再去测试几个条件， 其实也简单得很 — 比如， 可以
给用于输入的文本框中设置不同的输入值， 然后测试一下每次在转换结果标签控件中所显示的
输出值是否都是正确的， 或者测试我们所忽视的那个 BOOL 型的返回值。 然而， 这可不是一个

后置条件指的是在某段程序代码， 或某个正式需求说明书所述的某项操作执行完毕之后， 必须确保成立的
条件或 断 言， 这里可 以 理解为 测 试 用 例 的 执 行 结 果 与 预 期 值 相 符。 详 情参 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
Postcondition。— 译者注
也就是测试是不是执行成功了。—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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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测试用例的好办法，笔者不推荐这么做。

如果按照上述的方式来写测试，那么只要其中的一个条件不成立，就得花很多时间来检查到
底是哪一个条件导致测试用例失败的。然而，如果每个用例只测试一个条件的话，就不会花这么
多时间了。更为糟糕的用法是，将用例中获取到的某个执行结果保存起来，用于稍后的其他测试
代码中。如果这么设计用例的话，那么某个断言的失败将导致本来可以成功执行的一系列其他测
试都执行失败，或者掩盖了那些受测代码中真正有错误的地方。这样一来，你要么会在不存在逻
辑错误的代码中浪费时间去找 bug，要么则会忽视掉受测代码中真正包含 bug 的地方。
一个设计良好的测试用例， 应该只设定好某一种使用情境（scenario） 所需的前置条件
（precondition）， 然后判断应用程序的代码是否能在此种情境下正确地执行。 每一个测试用例之
间都应该是独立的， 而且具备原子性（atomic） — 它要么执行成功， 要么执行失败， 不会存
在中间状态。

3.5

使测试代码更具可读性
刚才写好的测试用例已经有了一个能解释其测试内容的方法名了， 不过我们并不能很容易

地从代码中看出这个测试的工作原理。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 测试的核心逻辑被埋没
在 if 语句块之中了。 这部分逻辑是测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然而现在很难找到它。 如果将包围
核心逻辑的那些代码， 也就是条件判断语句和用于报告测试是否成功执行的语句， 都缩到一行
代码中， 那么就能更方便地理解这个测试用例想要表达的需求。 可以定义一个宏， 将条件语句
和测试判断放在一行代码中执行。
#define FZAAssertTrue(condition) do {\
if (condition) {\
NSLog(@"passed:" @ #condition);\
} else {\
NSLog(@"failed:" @ #condition);\
}\
} while(0)
// ...
- (void)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FakeTextContainer *textField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textField.text = @"-40";
fahrenheitLabel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FZAAssertTrue([fahrenheitLabel.text isEqualToString: @"-40"]);
}

这段代码还有改进的空间。 首先， 可以在测试失败时输出一条消息， 以提醒开发者这个测
试存在的目的。 另外， 在测试成功执行时， 并不需要输出消息， 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 一个
执行成功的测试并不应该对开发者发出提示。这两处改进都可以通过修改 FZAAsser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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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的定义来完成。
#define FZAAssertTrue(condition, msg) do {\
if (!condition) {\
NSLog(@"failed:"@ #condition @""msg);\
}\
} while(0)
//...
FZAAssertTrue([fahrenheitLabel.text isEqualToString: @"-40"], @"-40C should
 equal -40F");
//...

提前说一下，现在的这个 FZAAssertTrue() 宏，看起来很像是 OCUnit 的 STAssertTrue。
OCUnit 框架在测试用例执行失败时会输出开发者所提供的消息：
[...]/TestConverter.m:34: error: -[TestConverter
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fahrenheitText
 isEqualToString:
@"-40"]"should be true. In both Celsius and Fahrenheit -40 is the same
 temperature

输出的消息能够给开发者提供更多的信息， 让他们明白写这个测试用例的目的， 这有助
于理解执行失败的原因。 另外， 测试所判断的具体条件应该写得更加明确一些， 不然的话， 应
用程序中的所有测试用例， 不管是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还是判断某个对象是不是 nil， 抑
或是断言某个方法要抛出异常， 它们都得使用 STAssertTrue()， 这会导致雷同。 实际上，
OCUnit 框架分别为判断这些情况提供了不同的宏， 所以测试中所判断的具体条件可以往前移，
这样代码意图看起来就更加明显了。本章稍后将详细介绍这些宏的用法。

3.6

将多个测试用例组织起来
本章到目前为止所写的测试用例其实真的没测试什么东西。 它就是确认温度换算器程序在

输入为 –40°C 的时候， 会输出 –40°F 而已。 但事实上温度换算器程序要实现的功能远远不止这
么简单， 它必须能接受所有合法范围内的输入值， 并精确地计算出结果， 所以测试用例要检测
的输入条件还有很多。 必须定义一个可以接受的合法输入值范围， 同时也要定义， 如果输入值
超出此范围， 程序应该做何反应。 举例来说， 如果输入的摄氏温度值会导致输出的华氏温度值
超出了 NSInteger 类型所能表示的数值范围， 那该怎么办？ 如果输入的内容不是数字， 又该
怎么办？
除了要彻底地测试温度换算器这个组件以外， 应用程序的其他组件也许也要测试。 如果
在传递给换算器之前， 先要对用户输入的摄氏温度值做一些调整和处理， 那么这部分代码也需
要测试。 同理， 那些用于格式化转换器输出结果的代码， 以及用于处理应用程序异常行为的代
码，都必须经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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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说的每一种状况， 都需要单独写一个用例来测试（ 参见前一节的附加栏里面所讲
的内容 ）。 这样算下来， 类似温度换算器这种简单的应用程序， 也需要写上数十个不同的测试
方法。 对于那种功能复杂、 内容丰富、“ 有模有样 ” 的应用程序来说， 其单元测试的数量可达
数千个之多。 所以， 需要有一种便于组织管理单元测试的方案， 这就好比应用程序的代码需用
方法和类的形式组织起来一样。
实际上， 对单元测试的管理可以比照应用程序里面类的组织结构来进行。 针对每一个应用
2

程序中的类，都有一个对应的单元测试，用于测试该类中的各个方法。所以，可以采用图 3-2
所示的这种办法来组织温度换算器这个应用程序中的单元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 尽管应用程序
的各个类之间可以有彼此的依赖关系， 但是用于单元测试的类之间则不应存在这种依赖。 每一
个用来做“ 单元 ” 测试的类， 只能依赖于它要检验的那个受测类。 可以使用前面讲过的类似
FakeTextContainer 这种仿制对象来避免对其他应用程序类的依赖。 避免这种依赖关系，
可以减少具有欺骗性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 因为如果某个测试用例类的代码不能成功地
执行， 那么问题只可能出在受测类之中。 如果某测试用例需要依靠其他的应用程序类才能运
作，那么当这个测试运行失败时，就要检查很多源代码，才能确定问题所在。

图 3-2 按照应用程序中类的结构来组织测试用例类
图 3-2 中以“《》” 形式出现的词语为 UML 图的关键词， 它们用于表示某个依赖关系的具体内容。 这些关键
词是 UML 标注法的一部分， 按照业内惯例， 一般应保持英文写法， 不译为中文。 图 3-2 中出现的“test”、
“create”、“use” 等词， 对应的中文含义为“ 测试 ”、“ 创建 ”、“ 使用 ”。 详情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
wiki/Dependency_(UML) 及 http://www.uml-diagrams.org/dependency.html。—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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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某一个测试用例类中的诸多测试方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测试应用程序的同一个行为
的， 所以它们之间很有可能出现重复的代码。 确实是这样， 回顾温度换算器， 笔者觉得可能需
要测试一下， 用于换算温度的那个方法是否能正确地计算出绝对零度（–273.15°C/–459.67°F）
和沸点（100°C/212°F）时的华氏温度，以确保应用程序能够应对众多不同的输入值。这种测试
方法的工作流程都是一样的 ： 先将输入值设置到一个仿造的文本框对象之中， 并建立一个用于
展示转换结果的仿造标签控件， 然后调用温度换算方法。 不同的测试方法所需要改变的部分只
是输入值与输出值而已。
2

使用类似 OCUnit 这种单元测试框架时， 可以通过建立“ 测试固件 ”（test fixture） 而避
免每个测试类的相似测试方法之间出现重复代码。 测试固件提供了每一组测试用例运行所需的
共同环境。 多个测试用例所用到的相同运行环境因素， 会抽取到这个测试固件中， 每个测试都
2
会运行在这个测试固件的某一份副本之中
。 采用这种方法之后， 每个测试都会有自己的运行环

境， 不受其他测试的干扰。 在 OCUnit 框架中， 测试固件是通过继承 SenTestCase 类而搭
建的，而且需要提供两个方法 ：用于配置测试固件运行环境的 -setUp 方法和用于在测试运行
之后清理运行环境的 -tearDown 方法。 现在我们将对刚写好的测试用例进行修改， 让它变为
某个测试固件的一部分。
- (void)setUp {
[super setUp];
textField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fahrenheitLabel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
- (void)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textField.text = @"-40";
[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FZAAssertTrue(fahrenheitLabel.text, @"-40", @"In both Celsius and Fahrenheit
 -40 is the same temperature");
}

注意， 现在的测试方法已经变得极其简单了 ： 首先建立了执行测试的初始条件， 然后调用
受测方法， 最后验证后置条件。 所有的“ 麻烦事 ”（plumbing） 都被分别提取到测试固件类的
setup 与 teardown 方法中了， 比如伪造对象的创建及其内存管理事宜。 实际上， 这里还缺两个
测试。 首先，-textFieldShouldReturn: 方法应该返回什么值呢？ 查阅文档得知， 如果要
保留通常的文本框编辑行为， 则应返回 YES， 况且在本应用程序中也没理由改变默认的控件行
为。 看起来原来代码返回的值是对的， 不过以测试用例的形式将这个需求正式记录下来， 还是
有好处的。
此词未有固定译法，也叫做“测试夹具”、“测试装置”。— 译者注
顺带说一句， 这也是测试用例不能依赖其他用例运行结果的另一个原因。 每个测试方法都会在自己独有的一
份测试固件环境中执行， 也就是说， 每次运行测试方法时都会生成一个单独的测试固件类实例， 并在这个实
例身上执行 -setUp 方法。这样的话，每个测试方法既看不到其他测试方法的运行结果，又不会干扰到其他
测试的执行，就算是在同一个测试固件类中的其他测试方法，也都不会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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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d)testThatTextFieldShouldReturnIsTrueForArbitraryInput {
textField.text = @"0";
FZAAssertTrue([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This method should
 return YES to get standard textField behaviour");
}

在执行上面这个测试方法之前，测试运行程序会先执行 setup 方法中的代码，所以就不用在
此方法里面再重复地编写那些用于设置运行环境的代码了，这个测试方法只需要包含和受测方法
有关的特定测试代码即可。为了让整套测试用例完整一些，再写一个测试用例，验证一下 100°C
能够正确地转换为 212°F。这意味着原来那个极其简单的 -textFieldShouldReturn: 方法之
中的代码需要修改。
- (void)testThatOneHundredCelsiusIsTwoOneTwoFahrenheit {
textField.text = @"100";
[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STAssertTrue([fahrenheitLabel.text isEqualToString: @"212"], @"100 Celsius is
 212 Fahrenheit");
}
// ...
- (BOOL)textFieldShouldReturn: (id)celsiusField {
double celsius = [[celsiusField text] doubleValue];
double fahrenheit = celsius * (9.0/5.0) + 32.0;
fahrenheitLabel.text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 @"%.0f", fahrenheit];
return YES;
}

3.7

重构
此时的受测方法已经可以正常执行了， 不过问题是它和那些测试方法在一个类里面实现

了。 温度换算器与它的测试用例所关注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所以应该分成两个类来写。 实际
上， 将这两个责任互不相同的类分开来写有个好处， 那就是我们根本用不着向产品的客户发布
测试类了， 因为用户不需要运行测试代码。 温度换算方法需要用到应用程序视图中的文本框和
标签控件，所以应该将该方法移动到一个用于管理视图的视图控制器（view controller）中。
@interface TemperatureConverterViewController : UIViewController
 <UITextFieldDelegate>
@property (strong) IBOutlet UITextField *celsiusTextField;
@property (strong) IBOutlet UILabel *fahrenheitLabel;
@end
@implementation TemperatureConverterViewController
@synthesize celsiusTextField;
@synthesize fahrenheitLabel;
- (BOOL)textFieldShouldReturn: (id)celsiusField {

如何写单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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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celsius = [[celsiusField text] doubleValue];
double fahrenheit = celsius * (9.0/5.0) + 32.0;
fahrenheitLabel.text = [NSString stringWithFormat: @"%.0f", fahrenheit];
return YES;
}
@end

将受测方法移动到新的 UIViewController 子类之后， 原来的测试用例就无法成功地执
行了， 因为在试方法中是使用 [self textFieldShouldReturn] 来调用受测方法的， 而
受测方法已经不在那个测试类之中了。 应该在测试类的 -setUp 方法之中配置一个新的视图控
制器实例，并通过该实例进行测试。
@interface TestConverter ()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FakeTextContainer *textField;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FakeTextContainer *fahrenheitLabel;
@property (nonatomic, strong) TemperatureConverterViewController
 *converterController;
@end
@implementation TestConverter
@synthesize textField;
@synthesize fahrenheitLabel;
@synthesize converterController;
- (void)setUp {
[super setUp];
converterController = [[TemperatureConverterViewController alloc] init];
textField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fahrenheitLabel = [[FakeTextContainer alloc] init];
converterController.celsiusTextField = (UITextField *)textField;
converterController.fahrenheitLabel = (UILabel *)fahrenheitLabel;
}
- (void)testThatMinusFortyCelsiusIsMinusFortyFahrenheit {
textField.text = @"-40";
[converterController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STAssertEqualObjects(fahrenheitLabel.text, @"-40", @"In both Celsius and
 Fahrenheit -40 is the same temperature");
}
- (void)testThatOneHundredCelsiusIsTwoOneTwoFahrenheit {
textField.text = @"100";
[converterController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STAssertTrue([fahrenheitLabel.text isEqualToString: @"212"], @"100 Celsius is
 212 Fahrenheit");
}
- (void)testThatTextFieldShouldReturnIsTrueForArbitraryInput {
textField.text = @"0";
STAssertTrue([converterController textFieldShouldReturn: textFiel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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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should return YES to get standard textField behaviour");
}
@end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重构。 比方说， 现在的换算方法仍然集多项职责于一身， 它
首先要将代表摄氏温度值的文本从文本框中取出来， 然后将这个值转换为浮点数， 再换算为华
氏温度值， 最后将换算结果转回字符串， 并显示在那个表示华氏温度值的标签控件中。 以上这
些职责都可以分别提取到不同的类中。 实际上， 用于换算温度值的业务逻辑代码应该与执行视
图操作的代码分居两个不同的类之中。 你可以沿着这个大方向重构下去， 直到自己对软件的设
计满意为止。 在重构过程中， 如果某次代码修改破坏了应用程序的逻辑， 那么这些既有的测试
用例始终可以帮你把错误找出来。

3.8

2

总结
本章讲解了如何进行单元测试的设计与编写。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如何测试 iOS 应

用程序的某一部分， 具体在此例中就是如何测试 Interface Builder 所建立控件的事件处理方法。
此外， 还学到了如何在测试代码中通过建立仿造对象来代替复杂的类（ 例如，UIKit 框架之中
的文本框控件和标签控件 ）， 并且了解到测试用例是如何确保在对应用程序的设计进行重构时，
所进行的代码改动不会破坏到既有功能的。 下一章将介绍如何对 Xcode 的开发项目进行设置，
使其支持单元测试， 同时也会讲到如何利用 OCUnit 测试框架来编写更为简洁的测试用例， 以
及如何更好地从测试用例的运行结果中获得回馈信息。

作者在这个重构例子中想要强调的是“ 单一责任原则 ”（Single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SRP）， 意思是每个
类都应有其特定的职责， 且这个单一的职责应该完全封装于此类中， 它所提供的所有服务都应与此职责相匹
配。详情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le_responsibility_principle。— 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