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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驱动的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 

朱 菊，王志坚，杨 雪 
(河海大学，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为了提高软件测试自动化程序的可复用性，以及在系统、产品以及数据方面的独立性，在对几种基本的软件测试框 

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上，结合在实际的项 目中的软件自动化测试的实践，提出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自动化测试框架 

(TAb")。分析了软件测试以及软件测试自动化的现状，阐述了软件测试 自动化框架的策略目标、关键的成功因素，以及 5 

种基本的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最后提出新的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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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describe the strategy targets of,software automation test framework．Also，analyze the critical f~tom of successfully 

integrating the automation test framework into a project．Af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ver five existing products。propose a ilew software au· 

tomation test framework，whichis calledTAF．Thisframeworkishighlyindependentfrom~ftware s~tems。productsanddata．Moreover， 

it supports data—driven automation methodology．It is integrated into real life projeCt and achieve a good performance． 

Key words：softw~e automation testing ；test ease；test suite；data—driven 

O 引 言 

在一个项目中，究竟有没有时间去测试所有软件?答 

案一定是“NO”。总是有更多的测试需要去做，或者是测 

试另一个新的平台，或者是想去尝试不同的配置l1．2j。但 

是随着交付时间的逼近，分配给每个测试周期的时间变 

少。那么软件测试项目的经理以及测试小组的成员怎样 

处理这样的问题呢?典型的做法是减少每个为产品交付 

做准备的测试周期的测试数量。这样的经历你有过吗? 

当然，理想的做法是，先做一些基于风险的分析来决定哪 

些测试是可以去掉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常常是：测试小 

组仅仅把整个测试周期集中在验证修正过的缺陷，甚至没 

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些简化的测试计划【3 J。 

通过使用自动化测试可以缓解这种困境。而且软件 

自动化测试框架使得测试脚本的维护量减至最少。然而， 

各测试工具提供商多年主打的传统的“捕获／回放”模型导 

致了高的异乎寻常的脚本维护量，因为测试数据在测试脚 

本程序中是以硬编码方式实现的。此外，工具内建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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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除了测试应用程序的图形用户界面，实际上并没有用 

处。因此。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测试自动化框架，是一个 

自动化测试小组开始启动前需要最优先考虑的一个问 

题[4l。 

一 个 自动化测试框架就是一个由假设、概念以及为自 

动化测试提供支持的实践的集合。文中描述了5种基本 

的自动测试框架：模块化测试脚本框架，测试库构架框架， 

关键字驱动／表驱动测试框架，数据驱动测试框架，以及混 

合测试框架。并且基于此提出一个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 

学的实用自动化测试框架。 

1 自动化测试框架的关键成功因素 

为了最大限度地使用测试框架，需要使其可复用、可 

管理。下面所描述的是开发自己的 自动测试框架所需要 

遵从的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 J： 

·要重视测试 自动化，一旦决定要自动化，就必须当成 

主要的工作来做。 

·测试设计过程和测试自动化框架必须作为两个单独 

的实体来开发。 
·测试框架应该独立于应用程序。 
-测试框架应该易于扩展、维护和增强。 
·测试策略／殴计词汇表应该独立于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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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测试策略／设计应该对测试者隐藏测试框架的复杂 

2 基本的软件测试自动化框架 

以下论述 5种基本的软件测试框架_6 ]。测试小组 

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去考虑采用其中的一种测试框架而不 

是仅仅依赖于一个简单的捕获工具。同时，这些框架是了 

解自动测试框架以及根据 自己的需要和经验来设计 自己 

的自动测试框架的基础。 

2．1 模块化测试框架 

模块化测试脚本框架(Test Modularity Framework)需 

要创建小而独立的可以描述的模块、片断以及待测应用程 

序的脚本。这些树状结构的小脚本组合起来，就能组成能 

用于特定的测试用例的脚本。 

在这5种框架中，这个应该是最容易掌握和使用的。 

在一个组件上方建立一个抽象层使其在余下的应用中隐 

藏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编程技巧。这把应用同组件中的 

修改隔离开来，提供了程序设计的模块化特性。模块化测 

试脚本框架使用这一抽象或者封装的原理来提高自动测 

试组合的可维护性和可升级性。 

2．2 测试库框架 

测试库框架(Test Library Architecture)与模块化测试 

脚本框架很类似，并且具有同样的优点。不同的是测试库 

框架把待测应用程序分解为过程和函数而不是脚本。这 

个框架需要创建描述模块、片断以及待测应用程序的功能 

库文件(例如S( ic libraries，APIs，D 等)。 

2．3 关键字驱动或者表驱动的测试框架 

对于一个独立于应用 的自动化框架，关键字驱动 

(Keyword—driven)测试和表驱动(Table～ctriven)测试是 

可以互换的术语。这个框架需要开发数据表和关键字 

这些数据表和关键字独立于执行它们的测试 自动化工具 

并可以用来“驱动”待测应用程序和数据的测试脚本代码 ， 

关键宇驱动测试看上去与手工测试用例很类似。在一个 

关键字驱动测试中，把待测应用程序的功能和每个测试的 

执行步骤一起写到一个表中。 

这个测试框架可以通过很少的代码来产生大量的测 

试用例。同样的代码在用数据表来产生各个测试用例的 

同时被复用。 

2．4 数据驱动测试框架 

数据驱动(Data—driven)~1]试是一个框架。在这里测 

试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是从数据文件中读取(数据池 

0DBC源，CVS文件，excel文件，DAo对象， ∞ 对象等)．． 

并且通过捕获工具生成或者手工生成的代码脚本被载入 

到变量中。在这个框架中。变量不仅被用来存放输入值还 

被用来存放输出的验证值。整个程序中，测试脚本来读取 

数值文件，记载测试状态和信息。这类似于表驱动测试 ， 

在表驱动测试中，它的测试用例是包含在数据文件而不是 

在脚本中，对于数据而言，脚本仅仅是一个“驱动器”，或者 

是一个传送机构。然而，数据驱动测试不同于表驱动测 

试，尽管导航数据并不包含在表结构中。在数据驱动测试 

中，数据文件中只包含测试数据。 

这个框架意图减少你需要执行所有测试用例所需要 

的总的测试脚本数。数据驱动需要很少的代码来产生大 

量的测试用例，这与表驱动极其类似。 

2．5 混合测试自动化(Hybrid Test Automation)框架 

最普遍的执行框架是上面介绍的所有技术的一个结 

合，取其长处，弥补其不足。这个混合测试框架是由大部 

分框架随着时间并经过若干项目演化而来的。 

3 数据驱动的自动化测试框架(TAF) 

根据上面对于测试 自动化以及测试 自动化框架的重 

要成功条件以及自动测试框架的策略目标，在对现有的5 

种测试框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在软件测试方面的实 

践，提出一个数据驱动的自动化测试框架 TAF。在这里 

首先阐述该自动化测试框架的体系结构。 

3．1 即插即用架构 

TAF是基于即插即用的构架，并且是作为一个模块 

来设计和实现的。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

系统独立性； 
一 产品独立性； 
一

数据独立性； 
一

次序独立性。 

也就是说当测试系统、测试数据和测试次序改变时不 

需要修改代码。数据驱动引擎被设计并实现来支持现有 

模块的复用。当测试系统、测试数据和测试次序改变时， 

仅仅需要改变配置文件、测试用例表以及数据文件。当引 

入新的测试或者新的验证行为时，仅仅需要实现新的模块 

或者功能。新的模块一旦创建就可以被应用，仅仅需要对 

数据驱动引擎的头文件做些许的修改，并不需要复杂的设 

置就可以象其他模块一样使用这些功能。 

3．2 TAb"支持的自动化方法学 

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TAF支持数据驱动的测试用例 

自动方法学。下面简要介绍这种方法学，以及 如何 

实现对它的支持。 

数据驱动的测试 自动化方法学对于一个产品中普通 

的可重复的测试用例非常有效。它极大地降低了编码的 

工作量。TAF通过实现一个简单数据驱动引擎来支持数 

据驱动的自动化测试。因此仅仅需要以文本形式创建测 

试场景文件和测试数据就可以来自动化一个测试用例，并 

不需要额外编码，前提是需要的功能模块已经实现。数据 

驱动引擎通过解析测试用例文件来调用并执行相应的功 

能函数，以及函数执行过程中所需要的数据文件。其中每 

个功能函数都是用脚本语言 perl来实现，并且每个 XML 

文件对应一个独立的测试用例 j。 

3．3 TAb"组件 

TAF由主程序、模块、测试数据、测试组合、配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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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支持工具和测试结果等组件构成。 

3．3．1 主程序 

当运行一个用 TAF来开发的 Testware时，主程序 

TAFMain．pl被调用执行。它根据对配置文件 Te．stCon一 

妇．il1i文件的解析结果来确定运行什么测试组合或测试 

用例，同时触发数据驱动引擎来解析测试用例文件，并根 

据解析结果来发出相应的功能函数，以及调用相应的数据 

文件来执行测试。 

3．3．2 模块 

TAF中的模块包括框架以及公共模块、专业模块、产 

品特定的模块。框架和公共模块包含一些框架和公共函 

数，例如数据驱动引擎。而产品特定的模块包括测试待测 

产品或者应用所需要调用的功能函数。专业模块则包括 

处理特定的功能或者协议所需要的支持函数，例如邮件处 

理中测试中对协议的支持模块。这些功能模块都放在函 

数库l 中。 

3．3．3 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是特定测试产品和测试组合的测试数据。 

对于不同产品测试数据是不一样的。譬如对于文件传送 

功能的测试数据则表现为各种类型的文件。 

3．3．4 测试组合 

测试组合为一个测试用例的集合，被指定来完成一个 

特定的测试目标。它可以被设计来测试一个函数、一个模 

块，或者是执行一个类型的测试，例如 Release Acceptance 

Test。而测试数据是一个基本的测试单元，它定义测试状 

态的初始化、测试步骤、应用在每一步中的测试数据以及 

其预期结果。在TAF中，每个测试用例表现为一个独立 

的XML文件。而每个测试组合则对应一组 XML文件的 

集合。 

3．3．5 Testware的配置文件 

Testware配置文件记录执行Testware的一些基本配 

置项，包括文件目录、数据目录、测试组合目录、10g目录以 

及一些服务、proxy的配置等。 

3．3．6 测试结果 

TAF在执行完一个测试后产生三种类型的测试结 

果、日志文件、报告和相应的测试过程数据。 

3．4 测试流程 

图 1描述了自动化测试框架TAF的设计。 

图 l 自动化测试框架TAF 

如同上文所述，这个框架本身由TAF主程序、配置文 

件、数据驱动的engine、Data(XM1 file)，以及功能函数所 

定义。 

当运行一个使用 TAF开发的 Testware时，主测试被 

执行。 FAF的主程序是一个 perl脚本程序。它初始化测 

试环境，解析配置文件，启动数据驱动引擎(Data—driven 

engine)。 

进行测试时数据驱动引擎取出以XML文件组织的 

测试用例，并根据解析的结果调用相应的功能函数并获取 

相应的测试数据来执行测试。测试结束后生成相应的测 

试结果。在这里每个测试用例是一个独立的XML文件。 

整个自动化测试依赖于启动整个测试的主程序、以 

XML文件来组织的测试用例、数据驱动引擎、测试数据以 

及功能函数库。数据驱动测试引擎根据对数据文件的解 

析结果，决定要调用的功能函数，然后通过驱动自动测试 

脚本调用功能函数来执行测试用例。 

4 结 论 

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TAF是以数据驱动的方法学为 

基础来设计的，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类型项目的测试过程 

中。当然TAF作为一个自动测试框架，其结构也是开放 

的、不固定的，使用时可以根据项目自身的特点对其进行 

扩展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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