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書的原型是我整理的一份Django學習文件。在從事軟體測試工作的這六

七年裡，我一直有整理學習資料的習慣，這種學習理解再輸出的方式對我

非常受用，部落格和文件是我主要的輸出形式，這些輸出作品同時也幫助

了許多軟體測試人員。 

回到介面測試這個主題，根據分層自動化測試的思維，上層為 UI 層。關

於 UI 層的自動化測試我們已經很熟悉了，許多技術和工具都是圍繞著這

一層來設計的，我們想要做自動化，首先想到和嘗試去做的也是這一層的

自動化實作。底層為單元測試，對於單元級別的自動化測試來說，雖然大

多數測試人員並沒有真正做過，但我們知道，它一般是使用單元測試框

架，透過一段程式碼去測試另一段程式碼；而介面測試剛好處於中間層，

不容易理解，也不太好解釋，因為在開發的專案中只有程式目錄／檔案、

類別、方法、函數這些，並沒有一個叫作「介面」的東西。但是，它卻又

無處不在，是一個出現頻率極高的詞彙，常掛在開發人員的嘴邊。 

什麼是介面？如何對介面進行測試呢？我曾經也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太理解

什麼是介面測試。為什麼沒有一本講介面測試的書呢？效能測試和 UI 自

動化測試的書籍每年都會出版好幾本，與之相比，幾乎找不到一本專門介

紹介面測試的書。現在想來可能是因為它太簡單了吧！簡單到沒什麼可講

的，甚至介面測試比功能測試還要簡單得多。但是，真的做好介面測試又

很難，或者說難點並不在於介面測試本身，而是需要有讀懂介面程式碼處

理邏輯的能力，這就要求你必須具備一定的開發基礎，因而對許多測試人

員來說，已經形成了門檻。 

要寫一本關於介面測試的書，一種取巧的作法就是把目前主流的介面測試

工具都介紹一遍，這很符合主題。然而，我並不認為把這些工具都學好就

可以做好介面測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的介面使用了加密，例如，用

時間戳記+金鑰生成 AES加密字串，再將字串生成 base64字串作為介面參

數傳輸，這其實是一種常見的加密策略，而我所瞭解的大多數介面測試工

具都無法做到對這種加密介面的測試。原因很簡單，加密演算法和加密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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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多種多樣，而工具卻很難模擬這種多樣性的加密策略。但是，站在開發

的角度上看，介面測試就很簡單了，開發怎麼呼叫，測試就怎麼呼叫囉！

只不過測試的目的是驗證在傳各種參數的情況下，介面是否可以正確地處

理並返回結果。 

所以，我選擇另一種需要很高學習成本的方法來講解介面測試，從Web介

面開發講起，理解了介面是如何開發的，再做介面測試自然就變得非常簡

單了。你會看到本書前幾章都是在講 Web 開發以及 Web 介面開發，你可

能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買錯書了，明明是要學習介面測試的，怎麼介紹的都

是開發的技術。其實，如果你只是想學習Web開發的話，那麼本書也是一

本不錯的入門教材。 

本書共分為 15 個章節，涵蓋了不少主題，這也是我在寫作時對自己的要

求，不要講解太基礎的東西，不要講太多無聊的概念，要有很強的可操作

性。第 1 章是 Python 基礎，第 2~5 章是 Web 開發，第 6 章是單元測試，

第 7~10 章主要講介面的概念、開發與測試，第 11 章介紹安全介面的開發

與測試，第 12~13 章講 Web Service 技術，第 14~15 章介紹專案的部署與

效能測試。所以，這並不是一本單純以測試人員為導向的書，也同樣適合

初學Web開發的讀者來閱讀。 

到了感謝部分，首先，感謝身邊的同事，一年多的介面自動化測試實作過

程中，我有很多收獲，感謝測試經理唐亮對我們在嘗試新技術時的支援，

感謝開發組的藍仕坤、陳曉發在技術上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其次，感謝介

面自動化測試群裡的小夥伴，他們給本書提了很多建議，包括本書的名

字，也是在群裡投票的結果。再次，感謝我的妻子，她默默地容忍著我每

天晚睡的壞習慣，感謝她一直以來的包容與理解。最後，感謝編輯安娜，

沒有她這本書也不會出版，我們合作一直很愉快。 

由於作者能力有限，希望你帶著懷疑的精神閱讀本書，如果發現錯誤，歡

迎批評指正。 

 

2017年 1月 13淩晨 

蟲師 



 

 

 

 

 

 

 

 

第 6章 

Django測試 
 

 

單元測試在軟體開發過程中是不可少的一環，然而我們常常會找到各種理

由來避開這項工作，下面就一起來看看單元測試所帶來的好處。 

 當編寫新程式碼的時候，可以使用測試來驗證你的程式碼是否如預期

般地工作。 

 當重構或者修改舊程式碼的時候，可以使用測試來確保你的修改不會

影響到應用程式的執行。 

測試 Web 應用程式是個複雜的任務，因為 Web 應用程式是由很多的邏輯

層組成：從 HTTP 層面的請求處理，到表單驗證和處理，再到範本渲染彩

現。使用 Django 框架所提供的測試模組，你可以模擬請求，插入測試資

料，檢查你的應用程式的輸出，從而檢查你的程式碼是否做了它應該做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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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unittest 單元測試框架 

Django 預設是使用 Python 的標準程式庫 unittest 編寫測試用例。在學習

Django 單元測試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學習一下 unittest 單元測試框架的基

本使用方式。 

6.1.1  單元測試框架 

關於單元測試，首先澄清兩點誤解： 

誤解 1：不用單元測試框架一樣可以編寫單元測試，單元測試本質上就是

透過一段程式碼去測試另外一段程式碼。 

誤解 2：單元測試框架不僅可以用於程式單元級別的測試，同樣可以用於

UI自動化測試、介面自動化測試，以及行動 APP自動化測試等。 

要想解釋誤解 2，必須要知道單元測試框架提供了什麼功能： 

提供用例編寫規範與執行：當編寫的測試用例達到成百上千條時，首先要

解決用例的規範化問題，每個人都有編寫程式碼的習慣，單元測試框架提

供了統一的用例編寫規範。 

其次是用例靈活的批量執行問題，可以靈活地指定不同級別的測試，如針

對一個測試方法（用例）、一個測試類別、一個測試檔案，或者一個測試

目錄等不同級別的測試。 

提供專業的比較方法：不管是功能測試，還是單元測試，在用例執行到最

後都需要將實際結果與預期結果進行比較，這個比較過程在單元測試中稱

之為「斷言驗證（assertion）」，從而判斷用例能否測試通過。所以，作為

單元測試框架一般也會提供豐富的斷言驗證方法。例如，斷言驗證相等/

不相等、包含/不包含、True/False等。 

提供豐富的測試日誌：提供測試用例的執行日誌也是單元測試框架必須具

備的功能之一，當測試用例執行失敗時拋出明確的失敗資訊，當測試用例

執行完成後提供執行結果資訊。例如，統計失敗用例數、成功用例數和執

行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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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元測試框架所提供的幾點功能來看，它可以幫助我們完成不同級別測

試的自動化： 

 單元測試：unittest 

 HTTP介面自動化測試：unittest + Requests 

 Web UI自動化測試：unittest + Selenium 

 行動 App自動化測試：unittest + Appium 

Requests是 Python語言中用於實作 HTTP介面呼叫的程式庫。Selenium用

於實作 Web 頁面的各種操作，支援多種程式設計語言，其中包括 Python

語言。而 Appium 是一款目前非常流行的行動端測試工具，同樣支援

Python語言。 

6.1.2  編寫單元測試用例 

開發一個簡單的計算器，用於計算兩個數的加、減、乘、除，功能程式碼

如下。 

 module.py 

''' 

Author：蟲師 

Date: 2016/12/12 

Describe：實作簡單計算器：+、-、*、/、 

 

''' 

 

class Calculator(): 

    '''實現兩個數的加、減、乘、除''' 

 

    def __init__(self, a, b): 

        self.a = int(a) 

        self.b = int(b) 

 

    # 加法 

    def add(self): 

        return self.a + self.b 

 

    # 減法 

    def sub(self): 

        return self.a - self.b 

 

    # 乘法 

    def mul(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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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urn self.a * self.b 

 

    # 除法 

    def div(self): 

        return self.a / self.b 

 

使用 unittest 單元測試框架對 Calculator 類別的方法進行測試。在與

module.py同級的目錄下建立 test.py測試檔。 

 test.py 

import unittest 

from module import Calculator 

 

 

class ModuleTest(unittest.TestCase): 

 

    def setUp(self): 

        self.cal = Calculator(8, 4) 

     

    def tearDown(self): 

        pass 

 

    def test_add(self): 

        result = self.cal.add() 

        self.assertEqual(result,12) 

 

    def test_sub(self): 

        result = self.cal.sub() 

        self.assertEqual(result,4) 

 

    def test_mul(self): 

        result = self.cal.mul() 

        self.assertEqual(result,32) 

 

    def test_div(self): 

        result = self.cal.div() 

        self.assertEqual(result,2) 

 

if __name__ == "__main__": 

    # unittest.main() 

    # 建構測試集 

    suite = unittest.TestSuite() 

    suite.addTest(ModuleTest("test_add")) 

    suite.addTest(ModuleTest("test_sub")) 

    suite.addTest(ModuleTest("test_mul")) 

    suite.addTest(ModuleTest("test_div")) 

    # 執行測試 

    runner = unittest.TextTestRunner() 

    runner.run(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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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外觀上來看，透過 unittest 單元測試框架編寫測試用例更加規範和

整潔。我們來分析一下 unittest單元測試框架的用法。 

首先，透過 import 匯入 unittest 單元測試框架。建立 ModuleTest 類別繼承

unittest.TestCase類別。 

setUp()和 tearDown()兩個方法在單元測試框架中較為特別，它們分別在每

一個測試用例的開始和結束時執行。setUp()方法用於測試用例執行前的初

始化工作，例如初始化變數、生成資料庫測試資料、打開瀏覽器等。

tearDown()方法用於測試用例執行之後的善後工作，例如清除資料庫測試

資料、關閉檔案、關閉瀏覽器等。 

unittest 要求測試用例（方法）必須以「test」開頭。例如，test_add、test_ 

sub等。 

接下來，呼叫 unittest.TestSuite()類別的 addTest()方法向測試套件中新增測

試用例。可以將測試套件理解為執行測試用例的集合。 

最後，透過 unittest.TextTestRunner()類別的 run()方法執行測試套件中的測

試用例。 

如果想預設執行目前測試檔中的所有測試用例，則可以直接使用 unittest所

提供的 main()方法。也就是程式中「if__name__ == "__main__":」下面注

釋的第一行程式碼。main()方法會預設查找目前檔中繼承 unittest.TestCase

的測試類別；在測試類別下面比對符合以「test」開頭的方法，並執行它

們。 

執行結果如下：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 python3 test.p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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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4 tests in 0.000s 

 

OK 

 

從執行結果可以看到，點號「.」用來表示一條執行透過的用例，總共執

行 4條測試用例，用時 0.00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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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unittest 單元測試框架的學習，Python 官方文件是非常不錯的參考資

料，如圖 6.1 所示。除此之外，在《Selenium2 自動化測試實戰——基於

Python語言》一書中也有詳細介紹。 

 

圖 6.1  unittest官方文件 

 6.2 Django 測試 

Django的單元測試類別 django.test.TestCase從 unittest.TestCase繼承而來。

本節將使用 django.test.TestCase類別進行 Django的單元測試。 

6.2.1  一個簡單的例子 

在建立 Django應用程式時，預設已經生成了 tests.py測試檔，打開 sign應

用程式下的 tests.py檔，編寫針對模型的測試用例。 

 tests.py 

from django.test import TestCase 

from sign.models import Event,Guest 

 

# Create your tests here. 

class ModelTest(Test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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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setUp(self): 

        Event.objects.create(id=1, name="oneplus 3 event", status=True, 

limit=2000, 

                                address='shenzhen', start_time='2016-08-31 

02:18:22') 

        Guest.objects.create(id=1,event_id=1,realname='alen', 

                              phone='13711001101',email='alen@mail.com', 

sign=False) 

 

    def test_event_models(self): 

        result = Event.objects.get(name="oneplus 3 event") 

        self.assertEqual(result.address, "shenzhen") 

        self.assertTrue(result.status) 

 

    def test_guest_models(self): 

        result = Guest.objects.get(phone='13711001101') 

        self.assertEqual(result.realname, "alen") 

        self.assertFalse(result.sign) 

 

以發佈會（Event）和嘉賓（Guest）模型為測試物件，如果不清楚 Django

模型的操作，請回到本書的第 4章進行學習。接下來分析測試程式碼。 

首先，建立 ModelTest類別，繼承 django.test.TestCase測試類別。 

然後，在 setUp()初始化方法中，分別建立一條發佈會（Event）和一條嘉

賓（Guest）資料。 

最後，透過 test_event_models()和 test_guest_models()測試方法，分別查詢

建立的資料，並斷言驗證資料是否正確。 

千萬不要單獨執行 tests.py 測試檔，Django專門提供了「test」命令來執行

測試。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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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2 tests in 0.004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當 Django 在執行 setUp()部分的操作時，並不會真正地向資料表中插入資

料。所以，不用關心產生測試資料之後的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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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用例中的預期結果，把斷言驗證結果由「shenzhen」改為「beijing」，

使測試執行失敗。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python3 manage.py 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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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 test_event_models (sign.tests.Model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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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D:\pydj\guest\sign\tests.py", line 15, in test_event_models 

    self.assertEqual(result.address, "beijing") 

AssertionError: 'shenzhen' != 'beijing' 

- shenzhen 

+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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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2 tests in 0.004s 

 

FAILED (failures=1)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從測試執行資訊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錯誤的原因。 

6.2.2  執行測試用例 

隨著測試用例越來越多，測試時間也會變得越來越長；並不是每一次都希

望執行全部用例，有時只想執行某一條或某一個模組的測試用例。「test」

命令提供了可以控制用例執行的級別。 

執行 sign應用程式下的所有測試用例。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test sign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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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2 tests in 0.003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執行 sign應用程式下的 tests.py測試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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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test sign.tests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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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2 tests in 0.003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執行 sign應用程式 tests.py測試檔下的 ModelTest測試類別。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test sign.tests.ModelTest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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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2 tests in 0.004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下面執行 ModelTest測試類別下面的 test_event_models測試方法（用例）。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test sign.tests.ModelTest.test_event_models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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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1 test in 0.002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最後，我們還可以使用 -p（或--pattern）參數模糊比對測試檔。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test -p test*.py 

Creat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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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 2 tests in 0.003s 

 

OK 

Destroying test database for alias 'default'... 

指定比對符合執行的測試檔：test*.py，即比對符合以「test」開頭，以

「.py」結尾的測試檔，星號「*」是比對符合任意字元。 



 Python Web 介面開發與自動化測試 

- 114 - 

 6.3 使用者端測試 

在 Django 中，django.test.Client 類別充當一個虛擬的網路瀏覽器，可以測

試視圖（views）與 Django的應用程式以程式設計方式互動。 

django.test .Client類別可以做的事情如下： 

 模擬「GET」和「POST」請求，觀察回應結果，從 HTTP（headers、

status codes）到頁面內容。 

 檢查重定向鏈結（如果有的話），再每一步檢查 URL和 status code。 

 用一個包括特定值的範本 context 來測試一個 request 被 Django 範本渲

染彩現。 

進入 Django Shell模式。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guest> python3 manage.py shell 

Python 3.5.2 (v3.5.2:4def2a2901a5, Jun 25 2016, 22:18:55) [MSC v.1900 64 bit 

(AMD64)] on win3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InteractiveConsole) 

>>> from django.test.utils import setup_test_environment 

>>> setup_test_environment() 

setup_test_environment()用於測試前初始化測試環境。 

 命令提示字元－cmd.exe 

>>> from django.test import Client 

>>> c = Client() 

>>> response = c.get('/index/') 

>>> response.status_code 

200 

測試 index 視圖。Client 類別提供了 get()和 post()方法模擬 GET/POST 請

求。透過 get()請求「/index/」路徑，即為登錄頁面，列印 HTTP 返回的狀

態碼為 200，表示請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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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測試首頁 

打開 .../sign/tests.py檔，編寫 index視圖的測試用例。 

 tests.py 

from django.test import TestCase 

 

class IndexPageTest(TestCase): 

    ''' 測試 index登錄首頁 ''' 

 

 

    def test_index_page_renders_index_template(self): 

        ''' 測試 index視圖 ''' 

        response = self.client.get('/index/')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TemplateUsed(response, 'index.html') 

 

雖然這裡沒有匯入 django.test.Client 類別，但 self.client 最終呼叫的依然是

django.test.Client 類別的方法，透過 client.get()方法請求「/index/」路徑。

status_code 獲取 HTTP 返回的狀態碼，使用 assertEqual()斷言驗證狀態碼

是否為 200。assertTemplateUsed()斷言驗證伺服器是否用給定的是 index. 

html範本回應。 

6.3.2  測試登錄動作 

接下來，在 .../sign/tests.py檔中編寫登錄動作的測試用例。 

 tests.py 

⋯⋯ 

from django.contrib.auth.models import User 

 

⋯⋯ 

 

class LoginActionTest(TestCase): 

    ''' 測試登錄動作''' 

 

    def setUp(self): 

        User.objects.create_user('admin', 'admin@mail.com', 'admin123456') 

 

    def test_add_admin(self): 

        ''' 測試新增使用者 ''' 

        user = User.objects.get(username="admin") 

        self.assertEqual(user.username, "admin") 

        self.assertEqual(user.email, "admin@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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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 test_login_action_username_password_null(self): 

        ''' 使用者名密碼為空 ''' 

        test_data = {'username':'','password':''}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test_data)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username or password error!",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login_action_username_password_error(self): 

        ''' 使用者名密碼錯誤 ''' 

        test_data = {'username':'abc','password':'123'}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test_data)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username or password error!",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login_action_success(self): 

        ''' 登錄成功 ''' 

        test_data = {'username':'admin','password':'admin123456'}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test_data )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302) 

 

在 setUp()初始化方法中，呼叫 User.objects.create_user()建立登錄使用者資

料。 

test_add_admin()用於測試新增的使用者資料是否正確。 

在其他測試用例中，透過 post()方法請求「/login_action/」路徑測試登錄

功能。test_data 定義登錄使用者參數 {'username':'admin','password':'admin 

123456'}。 

test_login_action_username_password_null() 和 test_login_action_username_ 

password_error()用例分別測試使用者名/密碼為空和使用者名/密碼錯誤。

assertIn() 方法斷言驗證返回的 HTML 頁面中是否包含「username or 

password error!」提示字串。 

test_login_action_success()用例測試使用者名和密碼正確。為什麼斷言驗

證 HTTP返回狀態碼是 302而不是 200呢？這是因為在 login_action視圖函

數中，當使用者登錄驗證成功後，透過 HttpResponseRedirect()跳轉到了

「/event_manage/」路徑，這是一個重定向，所以登錄成功的 HTTP返回碼

是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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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測試發佈會管理 

再接下來，在 .../sign/tests.py檔中編寫發佈會管理視圖的測試用例。 

 tests.py 

⋯⋯ 

from sign.models import Event 

 

⋯⋯ 

class EventMangeTest(TestCase): 

    ''' 發佈會管理 ''' 

 

    def setUp(self): 

        User.objects.create_user('admin', 'admin@mail.com', 'admin123456') 

        Event.objects.create(name="xiaomi5",limit=2000,address='beijing', 

                                 status=1,start_time='2017-8-10 12:30:00') 

        self.login_user = {'username':'admin','password':'admin123456'} 

 

    def test_event_mange_success(self): 

        ''' 測試發佈會:xiaomi5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event_manage/')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xiaomi5", response.content) 

        self.assertIn(b"beijing",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event_mange_sreach_success(self): 

        ''' 測試發佈會搜尋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search_name/',{"name":"xiaomi5"})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xiaomi5", response.content) 

        self.assertIn(b"beijing", response.content) 

 

由於發佈會管理 event_manage 和發佈會名稱搜尋 search_name 兩個視圖函

數被@login_required修飾，若想測試這兩個功能，必須要先登錄成功，並

且需要建構登錄使用者的資料。所以你會看到在每個用例的開始先呼叫登

錄函數。 

具體的用例請求路徑和返回結果的斷言驗證，與前面登錄功能基本相同，

這裡不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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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測試嘉賓管理 

繼續在 .../sign/tests.py檔中編寫嘉賓管理的測試用例。 

 tests.py 

⋯⋯ 

from sign.models import Event, Guest 

 

⋯⋯ 

 

class GuestManageTest(TestCase): 

    ''' 嘉賓管理 ''' 

 

    def setUp(self): 

        User.objects.create_user('admin', 'admin@mail.com', 'admin123456') 

        Event.objects.create(id=1,name="xiaomi5",limit=2000, 

        address='beijing', 

                                 status=1,start_time='2017-8-10 12:30:00') 

        Guest.objects.create(realname="alen",phone=18611001100, 

                                 email='alen@mail.com',sign=0,event_id=1) 

        self.login_user = {'username':'admin','password':'admin123456'} 

 

    def test_event_mange_success(self): 

        ''' 測試嘉賓訊息: alen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guest_manage/')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alen", response.content) 

        self.assertIn(b"18611001100",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guest_mange_sreach_success(self): 

        ''' 測試嘉賓搜尋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 = 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search_phone/',{"phone":"18611001100"})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alen", response.content) 

        self.assertIn(b"18611001100", response.content) 

 

嘉賓管理 guest_manage和嘉賓手機號搜尋 search_phone的測試需要建構完

整的資料，首先是登錄使用者的資料，其次是嘉賓所屬的某場發佈會資

料。目前用例的測試呼叫和結果斷言驗證參考前面的用例。 

6.3.5  測試使用者簽到 

最後，在 .../sign/tests.py檔中編寫使用者簽到的測試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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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s.py 

 

⋯⋯ 

 

class SignIndexActionTest(TestCase): 

    ''' 發佈會簽到 ''' 

 

    def setUp(self): 

        User.objects.create_user('admin', 'admin@mail.com', 'admin123456') 

        Event.objects.create(id=1,name="xiaomi5",limit=2000, 

               address='beijing',status=1,start_time='2017-8-10 12:30:00') 

        Event.objects.create(id=2,name="oneplus4",limit=2000, 

               address='shenzhen',status=1,start_time='2017-6-10 12:30:00') 

        Guest.objects.create(realname="alen",phone=18611001100, 

                                email='alen@mail.com',sign=0,event_id=1) 

        Guest.objects.create(realname="una",phone=18611001101, 

                                email='una@mail.com',sign=1,event_id=2) 

        self.login_user = {'username':'admin','password':'admin123456'} 

 

    def test_sign_index_action_phone_null(self): 

        ''' 手機號為空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sign_index_action/1/',{"phone":""})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phone error.",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sign_index_action_phone_or_event_id_error(self): 

        ''' 手機號或發佈會 id錯誤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self.client.post('/sign_index_action/2/', 

                                       {"phone":"18611001100"})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event id or phone error.",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sign_index_action_user_sign_has(self): 

        ''' 使用者已簽到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sign_index_action/2/', 

                                         {"phone":"18611001101"})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user has sign in.", response.content) 

 

    def test_sign_index_action_sign_success(self): 

        ''' 簽到成功 '''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login_action/', data=self.login_user) 

        response = self.client.post('/sign_index_action/1/', 

                                          {"phone":"18611001100"}) 

        self.assertEqual(response.status_code, 200) 

        self.assertIn(b"sign in success!", respons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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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簽到功能，測試驗證的情況比較多，在 setUp()中建構測試資料時需

要建立兩條發佈會資訊：「xiaomi5」和「oneplus4」；嘉賓「alen」屬於

「xiaomi5」發佈會，嘉賓「una」屬於「oneplus4」發佈會，並且「una」

的簽到狀態為「已簽到」。 

當透過「alen」的手機號（18611001100）在「oneplus4」發佈會頁面簽到

時，將會提示：「event id or phone error.」（發佈會 id與手機號碼比對不符

合）。 

當透過「una」手機號簽到時，將會提示：「user has sign in.」（使用者已簽

到）。 

另外兩條用例分別是手機號碼是空號和簽到成功，相對比較好理解，這裡

不再解釋。 

關於 Django 測試的討論到此為止，更多使用方法和技巧請參考 Django 官

方文件：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10/topics/tes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