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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件测试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测试用例对保证软件的质量起到关键作用，对于专门从事软件测试的机构来说，测试 

用例的复用尤其重要。在测试用例的设计、选择的基础上，构造出基于复用的测试用例，同时采用测试用例库管理的方法 

来实现测试用例的复用，可以提高软件测试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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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la1 e number of test cases play a key role in guarantying the quality of software during the software testing．To the organim- 

tion specializing in software test．it is e~pecially important that test cas fll'e reused．Discussed mainly that design and choice test c ，and 

put forward mmtmcting reuse—based test eases．The∞es that realize test case8 retl$e by t~ting with managelTlellt of test case libra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mftware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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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随着软件产业化发展，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软件 

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复用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基 

于组件的软件开发的效率和质量。软件测试 (Software 

testing)作为软件生存期(Software life cycle)中的一个重要 

阶段，在软件投入使用前，对需求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 

计和编码的最终复审，是软件质量保证的关键步骤，其目 

的是为了检验软件系统是否满足需求。一个组件测试包 

的源代码中含有如何使用该组件的大量信息，测试文档则 

说明了组件的实用性和对用户的技术要求，测试结果还能 

够提供给用户关于该组件的可靠性的基本信息。更重要 

的是使用者能够快速有效地使用复用的测试来验证该组 

件应用的正确性，并最终验证组件在该应用中的可靠 

性[Il。 

文中主要是面向第三方的软件测试机构，讨论了在现 

在的软件测试中，测试用例的设计、选择和执行；并在此基 

础上，对测试用例实行有效的管理，实现测试用例的复用， 

最终达到改善软件测试环境，提高软件测试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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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测试中的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Test case)实际上是对软件运行过程中所 

有可能存在的目标、运动、行动、环境和结果的描述，是对 

客观世界的一种抽象。测试用例体现了一定的测试方案、 

方法、技术和策略，内容包括测试目标、测试环境、输入数 

据、测试步骤、预期结果、测试脚本等，并形成文档。 

1．1 测试用例在软件测试中的作用 

影响软件测试的因素很多，例如软件本身的复杂程 

度，开发人员(包括分析、设计、编程和测试人员)的素质， 

测试方法和技术的运用等等。测试用例是测试工作的指 

导，可以把人为的因素减少到最小，而且会随着测试的进 

行日趋完善，是软件测试质量稳定的根本保障。 

测试用例在软件测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指导测试的实施； 

2)规划测试数据的准备； 

3)编写测试脚本的“设计规格说明书”； 

4)评估测试结果的度量基准； 

5)分析缺陷的标准(需进一步查询参考资料，确认)。 

测试用例对测试工作的控制和指导作用相当于设计 

文档对编码的指导作用，尤其在大系统表现出对系统测试 

的权威性。 

所以说，软件测试的核心任务是生成和执行软件测试 

用例，以验证软件的质量。而且，往往一个好的软件测试 

包能够体现软件测试思想、技巧，同时还保存有大量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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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数据、结果以及测试过程汜录。如果能有效地将这些东 

西复用，将极大地提高软件测试的效率。 

1．2 测试用例的设计 

测试用例属于软件测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测试用例 

的优劣直接影响软件测试的质量。如何以最少的人力、资 

源投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测试，发现软件系统的缺陷， 

保证软件的优良品质，是软件公司探索和趋求的N标。尤 

其对第三方测试机构来说，软件测试中的测试用例设计及 

复用更为重要。 

设计测试用例即{殳计针对特定功能或组合功能的测 

试方案，并编写成文档。测试用例应该体现软件工程的思 

想和原则。测试用例的选择既要有一般情况，也应有极限 

情况以及最大和最小的边界值情况。因为测试的目的是 

暴露应用软件中隐藏的缺陷，所以在设计选取测试用例和 

数据时要考虑那些易于发现缺陷的测试用例和数据，结合 

复杂的运行环境，在所有可能的输入条件和输出条件中确 

定测试数据，来检查应用软件是否都能产生正确的输出。 

表 l 测试用例一般描述 

澍试类班：【填写单元／集成／系统】 日期：[填写编写日期】 

测试用例编号 [必写，填写编号】 设计者 [必写．填写姓名] 

测试项 [必写．填写所测试项名称】 所属功能 [必写。测试l项的功能】 

功能描述 [必写．被测项的功能描述] 

测试要点 【必写，规定车模块主璺测试内容以及业务逻辑规定 
(数据的完整性。正确性，与性务的符台性，是否可删除／作废)] 

瑗置条件 [必写。哪些测试用例必须执行 

(为了运行诙模块，哪些模块应该先启动)】 

输人 [必写．需要输人系统的测 预期 [必写，说明进行谶项测试 

会得到怎样的结果才正 散据 试效据] 结果 

确，是实际测试者的参考】 

测试说明 (可选，一些特殊说明，如操作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J 

蠡；响范围 [必写，指出涉及到什么模块／文件／函数等】 

审核人 [填写意见他名】 日期 [填写审拔日期】 

表 2 测试用例描述案例 

测试类型：单元测试 日期：2000A)8／10 

测试用饲编号 T一03 设计者 尚东娟 

潞试项 用户管理 所属功能 安全管理 

功能描述 系统中有用户管理权限的用户可进行如下的用户操作： 
1．添加：向用户表中添加一个新的用户： 
2删除：从用户表中删除一个用户： 
3．查询：查询用户表中选定的用户类型(类型：系统普通用户，高级 
用户，超级用户) 

测试要点 I+用户编号：4位数字，唯一性 
2．用户姓名：10位字符，是否合法用户 
3．用户口令设置：8位字符 
4．增、删、查操作正确性 

预置条件 启动系统／安全管理，用户管理 

1．启动用户管理，按“增加 1
． 弹出增加用户界面 翰人 按钮 预期 
2．返回用户管理界面 数据 2

． 正确输人用户(％)，编号 结 果 3
． 在用户列表中查询 (o0(16)

， 口令( )，类型 (
s)的信息 (1)存盘 
4．弹出增加用户界面 3按“查询”按钮 
5．提示“缺编号。不能 4 关闭查询窗口

，按。增加” 存盘” 
5．输人用户(张三)不输人 6

． 编号自动补足4位 编号
。其他信息正确，存盘 7

． 提示姓名存在“非法 6
． {自人一位编号，移动光标 字符” 
7输人姓名中存在非数字／ 8

． 编号重复 字母符号
，移动光标 

8翰入用户编号(【I(1IJ6)，移 
动光标 

潞试说明 编号的唯一性，f_】令加密，操作的方便性 

影响范围 影响的数据库有：Ⅵ，GU(，Ⅵ{̂oK 

审校人 李静 日期 2∞O巾8 O 

测试用例的一般描述见表 112 J、描述案例见表 2[2 。 

测试用例的描述明确了所测试项的功能的概要描述、测试 

要点、测试预置条件、测试系统输入数据、预期产生结果、 

测试说明及影响范围。测试输入数据和预期产生的结果 

是测试用例的核心内容，测试输入数据应该全面覆盖测试 

功能。通常测试的数据包括：正确测试数据40％，边界测 

试数据30％，错误测试数据30％，预期结果是对每个测试 

输入数据进行定量准确的描述。 

1．3 测试用例的选择 

基于复用的目的，在选择测试用例时，要针对不同的 

测试方法进行明确的选择。 

任何工程化的产品都有两种测试方法，一种方法是已 

知产品应该有的功能，通过测试检验每个功能是否都能正 

常使用；另一种是已知产品内部工作过程，通过测试产品 

内部动作是否按照说明的规定正常进行。即所谓的黑盒 

测试和白盒测试方法。测试用例的设计将根据两种测试 

方法的特性定制。 

●黑盒测试完全不考虑程序的内部结构和处理过程。 

设计测试用例旨在测试软件是否满足功能要求，主要诊断 

下列几类错误： 

①不正确或遗漏的功能； 

②界面错误； 

③数据结构或外部数据访问错误； 

④性能错误； 

⑤初始化和中止条件错误。 

●与黑盒测试相反，白盒测试密切关注处理细节，根 

据程序的控制结构设计测试用例，原则是： 

①保证模块中的每一独立的路径至少执行一次； 

②保证所有判断的每一分支至少执行一次； 

③保证每一循环都在边界条件和一般条件下至少各 

执行一次； 

④验证所有内部数据结构的有效性[3j。 

2 复用的概念 

2．1 软件复用 

软件复用是将已有的软件及其有效成分用于构造新 

的软件或系统。其出发点是应用系统的开发不再采用一 

切“从零开始”的模式，而是以已有的工作为基础，充分利 

用过去应用系统开发中的经验知识和经验，如需求分析结 

果、设计方案、源代码、设计计划及测试案例等，从而将开 

发的重点集中于应用的特有构成成分。 

软件复用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依据复用的对 

象，可以将软件复用分为产品复用和过程复用。产品复用 

指复用已有的构件，通过构建集成得到新系统。过程复用 

指复用已有的软件开发过程。依据对可复用信息进行复 

用的方式，可以将软件复用分为：白盒复用和黑盒复用。 

黑盒复用一般为对已有产品或构件不需作任何修改，直接 

进行复用。它主要基于二进制代码的复用，包括可执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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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复用和基于库(包括动态链接库和静态库)的复用。 

白盒复用一般为源代码一级的复用，及相应的测试用例和 

文档的复用。 

软件复用有3个基本问题：一是必须要有可以复用的 

对象；二是所复用的对象必须是有用的，三是复用者需要 

知道如何去使用被复用的对象。通过软件复用，消除了包 

括分析、设计、编码、测试等在内的许多重复劳动，从而提 

高了软件开发的效率，同时，通过复用高质量的已有开发 

成果，避免了重新开发可能引入的错误，从而提高了软件 

质量[4l。 

2．2 软件测试复用 

基于复用的软件测试是软件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阶段，是“为了发现错误而执行程序的过程”。它是根据软 

件开发各阶段的规格说明和程序的内部结构而精心设计 
一 批测试用例，并利用这些测试用例去运行程序，以发现 

错误或缺陷。因此，软件测试的复用主要包括测试过程的 

复用、测试方法的复用和测试技巧的复用。 

(1)测试过程的复用，就是测试流程的复用，采用既定 

的测试流程，针对被测项目的需求，进行裁减，使测试的流 

程规范化。 

(2)测试方法的复用，主要指测试计划的设计、测试策 

略的采用、测试项细则的编写、软件缺陷的分析和测试报 

告的撰写等方面的复用。 

(3)测试技巧的复用，主要指测试用例的复用。在特 

定的情形下，选择何种测试用例是发现软件问题的关键因 

素。如果将大量的测试用例收集到测试用例库中，经过合 

理的分类，供测试人员选择使用，将极大地提高软件问题 

的发现率。 

3 软件测试中的测试用例复用 

3．1 测试用例的可复用性 

对于基于组件的软件工程，一般来说，除了针对某些 

特殊的用户需求，复用过程中的组件在结构和功能上都不 

太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采用这些方法生成的测试用 

例都是可复用的。实际上，在组件的开发过程中，低层被 

测对象的坝4试用例或其部分内容常常被复用在高层被测 

对象的测试中，它们包括【 J： 

(1)单元测试的功能确认类用例可以在部件集成测试阶段 

复用； 

(2)部件确认测试的测试用例可以在单元配置组装测试和 

确认测试中复用； 

(3)部件确认测试的测试用例在配置项组装测试和确认测 

试中的复用； 

(4)配置项确认测试的测试用例在系统综合测试和系统验 

收测试中的复用。 

3．2 测试用例复用 

测试用例复用就是把一个软件的测试用例在新的软 

件测试中使用，或在软件做出修改时在新的软件测试中使 

用，也包括在相似软件问进行一定的选择后使用。其中主 

要包括测试用例的设计思想、具体内容、执行步骤，以及测 

试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在新的软件测试中的使用。 

软件测试经过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确认测试、系统测 

试后，产生了大量的测试用例和测试方法，所有的这些测 

试用例和测试方法都可以重新利用。整个测试过程是可 

以复用的，从功能测试到性能测试，许多项目的整个测试 

过程流程是相近的。在面向对象系统中，可复用的测试 

用例通常被组织成层次结构，划分为不同的测试用例组， 

同时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组织结构、独立于其他的环境的 

运行机制。尤其对专门从事软件测试的机构来说，在某一 

行业的软件测试中，设计出基于复用的测试用例，采用相 

应管理技术提供一个复用的环境，实现测试用例的复用， 

将有助于提高软件测试的工作效率，降低软件测试的费 

用，解决测试人员的经验不足等问题。 

3．3 测试用例复用实现的思路 

对第三方测试机构来说，要实现测试用例的复用，须 

针对特定的项目，按照测试用例的一般描述，精心设计、选 

择、并收集大量的测试用例到测试用例库中，对它们实施 

有效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复用原则，并采取 

相应复用技术，实现测试用例的复用。 

首先，基于复用的目的，对所使用的测试用例进行统 

一 的建模组织。有效地将测试用例收集到测试用例库中， 

并按照行业、项目等进行多级合理的分类、组织、存储。对 

采用不同方式描述的测试用例，将分别实现不同程度的复 

用。 

其次，对数据库中存有的测试用例实行有效管理。通 

过提供有助于复用的多种查询方式，确保测试用例的复用 

程度。对不同类别的测试用例进行复用频率的统计，为 

测试人员提供有效的复用信息，在保证软件测试质量的前 

提下，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最后，对数据库中的测试用例具体实现复用。通过查 

询出所需的测试用例，得到测试用例信息，针对不同描述 

方式的测试用例采用不同的复用方式进行复用。 

复用的简单流程见图1。 

图 1 复用简单流程图 

3．4 测试用例复用的实现过程 

对一个软件测试来说，测试用例复用可以划分为同一 

软件在不同测试阶段、不同时间测试下的复用和相似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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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复用。 

(1)同一软件测试。不同测试阶段的测试用例复用是 

指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低层测试对象的测试用例可能部分 

地用到高层对象的测试中，例如集成测试可能要用到单元 

测试的测试用例等。对于专门从事软件测试机构来说，可 

能要对同一个软件在不同时间下进行多次测试。按照图 

1的复用流程图，如果软件在上一次测试来通过，那么产 

生的大量测试用例将被存储到测试用例库中，在新的一次 

测试中，可以查询到相关的测试用例，直接导出运行，来对 

软件进行测试。测试通过后，产生的新的测试用例被有选 

择地存储到库中，用作以后相似软件测试的复用。 

(2)相似软件的测试。首先考虑以下主要因素：软件 

所属的行业、软件的功能、采用的编码语言、运行的环境， 

以此来判断两个软件是否相似及相似的程度如何。如果 

可以判断被测软件和测试用例库中某一软件相似，进而在 

测试用例库中查询出相似软件的测试用例，对不同的测试 

用例进行不同程度的复用。对于采用文本方式描述的测 

试用例，参照设计步骤，导出后编写相应的测试用例代码， 

并运行；对采用编码语言编写的测试用例，可以通过测试 

用例库所提供的导出方法，针对被测软件，做一些类似函 

数名、输出形式的改动，而其核心处理过程并不发生太大 

的变化，最后导出并运行测试用例，测试被测软件是否通 

过。此时的项目间的测试用例复用主要是设计思想、测试 

方法、执行步骤、执行过程中产生结果信息，以及对测试用 

例的选择、测试用例中使用的测试数据等的复用。 

3．5 对测试用例复用的评价 

在面向对象的系统中，测试用例的设计和实现往往对 

应于被测对象的需求、设计和环境要求，它们缺乏统一的 

结构，测试用例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联系。所以，测试用 

例的复用也是一定程度和一定数量上的复用，其中还与采 

用的复用技术、测试人员和其他客观因素相关。而对于第 

三方评测机构来说，主要进行验收测试，对被测软件系统 

进行性能、压力方面的测试，能否有效地将这些测试用例 

组织起来，每个测试用例能否独立地被运行，都决定着测 

试用例的可复用能力大小和测试效率的高低。 

4 总 结 

通过介绍软件测试过程中测试用例的设计、软件和软 

件测试的复用，说明了在软件测试中实现测试用例的复用 

的可行性、必要性，针对第三方测试机构，采用测试用例库 

管理的方法具体实现一定范围的测试用例复用。进而说 

明了测试用例的复用在保证软件质量的前提下，改进了软 

件测试技术，提高了软件测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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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片数明显高于文中的算法。这是由于在判断图像相 

似程度时加入了图片中共有对象数 目和角度关系两个约 

束，从而使图像检索精度提高。 

4 结 论 

提出了一种表示图像中对象空间关系的方法，并将查 

询图像与数据库图像中共有对象数目考虑到图像的相似 

性度量中，使图像检索的精度得到提高。但文中的对象空 

间关系表示并未考虑到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如何合 

理地将对象相对位置关系加入到文中的算法中值得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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