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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脚本自动生成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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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件自动化测试技术的出现，大大减轻了软件测试人员的测试压力，显著提高了测试工作的效率，但是自动化测 

试脚本的编写和维护工作也是测试 自动化所面临的一项挑战。针对 自动化测试脚本的编写和维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 

出了一种基于 RFr的测试脚本自动产生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测试工作的效率，降低编写和维护测试脚本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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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pproach to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Test Automation Scripts 

JIANG Yun，ZHAO Jia-bao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08，China) 

Abstract：Software testing becomes easier and rflore efficient when test automation technique is applied to a test project．However，pro· 

gramaning for test automation is also a burdensome task for teste~．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pproach to automa tically generate test au— 

toma tion scripts based on RFT，which can help testers to finish the test scripts quickly and reduce the cost of script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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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随着软件开发周期的时间限制、资源限制以及软 

件的日趋复杂化，对软件测试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挑 

战。一个可靠稳定的产品仅靠手工测试已不能完全胜 

任，尤其是在迭代开发过程中，需要不断验证每一个版 

本下的各个组件都仍然保持原来的特性，因此必须要 

对其进行必要的回归测试(Regression Test)L1．2 J。而传 

统的手工测试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如果每出一 

个新版本就让人工去做那些重复的、繁琐的、乏味的回 

归测试，必然是一项烦人的工作，而且由于测试人员的 

疏忽可能漏过一些回归错误。 

因此，为了更好地节约人力物力，并让测试人员有 

更多的时间去发现新的问题 ，引入 自动化测试已经成 

为各大软件公司的明智选择。然而，自动化测试在前 

期的准备工作中，需要进行脚本编制工作，而测试脚本 

的编写对于测试人员来说也是一项较为繁琐的工作， 

尤其是每个测试用例有大量重复的代码时，测试脚本 

的编写就变得枯燥乏味。笔者将就自动化测试脚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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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进行一些研究，并基于测试工具 Rational Func— 

tionalTester(IBM公司推出的一款功能测试工具)提 

出一个自动生成测试用例代码的方法，从而减轻测试 

人员的测试压力，并能提高测试代码的完整性和正确 

性。 

1 自动化测试 

测试自动化L 】是现在软件测试领域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它可以代替大量的、重复的手工测试，可以降 

低人为的操作失误，减少测试工作量，提高测试效率， 

从而节约测试项目的成本。由于自动化测试的可重复 

性，因此它是回归测试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如何来 

实现自动化测试呢，现行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编程实 

现，也就是说 ，通过 自动测试工具(比如 Mercury Inter— 

active的 Winrunner、QuickTest，IBM Rational Functional 

Test、Rational Robot等)或者程序语言(如Java等)编 

写出 自动化测 试脚本 ，通过 脚本来 控制被 测软件 

(AuT，Application Under Test)各个对象，从而代替人 

为的操作流程，完成测试工作。当然自动化测试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虽然它能够每次按部就班地进行 

同样的测试，但是它不具有测试人员的内在的知识和 

测试灵感，因此无法发现被测软件新的 bug。另外，一 

些测试用例是无法用自动化脚本实现的，就必须用手 

www.51testing.com

http://www.cqvip.com


第 7期 蒋 云等：自动化测试脚本自动生成技术的研究 ·5· 

工进行测试。综合上面几方面的考虑，在真正的测试 

项目中，通常是手工测试和自动测试想结合来完成一 

个测试任务，对于一些 比较规范、功能稳定的模块，通 

常在经过一遍手工测试之后录制成 自动化脚本，以后 

进行回归测试的时候，都通过 自动化测试来完成 ，从而 

减少一部分测试工作量_4 J。 

2 RFr以及分层测试理念 

Rational Functional Tester(RFT)是一款先进的、自 

动化的功能和回归测试工具，它适用 于测试人员 和 

GUI开发人员 J。RF丁具有基于向导(Wi~r&)的数 

据驱动的功能测试能力。在功能测试脚本的录制过程 

中，可以方便选择被测应用图形界面上的各种被测对 

象，进行参数化，通过生成新的数据池字段或从数据池 

中选择已存在数据字段，实现数据驱动的功能回归测 

试。然而这种测试对象与测试用例的紧耦合性会给测 

试工作带来一定的麻烦。由于软件开发过程中，GUI 

元素会发生一些变化，而操作流程的变动却不大，此 

时，由于业务流程脚本和原有的测试对象图(用于记录 

AUr的被测对象)在包含在同一资源当中，原有的 

GUI对象已经不能够使用，所以需要更新对象和业务 

脚本，当测试对象改动比较大、数量比较多的时候，测 

试脚本的维护开销会成倍增加。为了解决这样的问 

题，需要提出一种分层测试框架 J，把测试对象脚本和 

业务脚本分离开，在测试对象发生改动时，只需要重新 

维护测试对象图，对业务脚本不产生变更或产生少量 

的变更，从而大大节约脚本的维护开销。 
一 般的分层框架主要分为两层：测试对象层 

(testObjects)和测试用例层(testCases)。测试对象层主 

要负责测试对象的抓取、更新以及为上一层提高调用 

对象的接口；测试用例层用来管理根据测试计划编制 

的测试用例，在业务上实现测试流程，通过测试对象层 

提供的对象调用接口来操控测试对象，从而实现与测 

试对象的松耦合。在实际的测试应用项目中，在测试 

对象层和测试用例层中间还会加上一层，用来实现和 

管理一些在测试用例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如图 1所 

示)，并向上给用例层提供接 口。 

文中提出的用例 自动生成方法就是基于这种分层 

测试框架之上的，通过实际的检验，给测试工作带来了 

巨大的帮助。 

3 测试用例的自动生成方法 

此文是在实际应用测试项目实践的基础之上形成 

的，文中论述的 AUT是基于 Eclipse开发的一个 C／S 

结构的应用程序，因此采用同样基于Eclipse平台的 

RFT作为测试工具，能够实现开发与坝0试基于统一平 

台，从而更好地达到测试效果。 

<<import>> 
I 

I 

I 

<<import>>___l_一一i 【 

一 一 一 一 一  caseComponeets { L 删j 
． U 

L．．．—————— 一 一  

<<import> [I === i = 。。。__ 
一 一 一 一

盘 metflodComponents i }J 
——[二 一— — 一一———— 

一  

0bjectComponents~ 
L———_一 一LJ 

图 1 三层测试框架结构示意图 

在实际的项目中，AUT将一些包含着 Rough Data 

的文本文件进行数据解析，形成了一个XA缸一文件 并 

把结果用图形化显示在GUI上，提供给用户更加清晰 

的数据结构。因此，有一部分测试工作需要对显示在 

GUI上的数据结构进行核对，从而来验证其中的转换 

算法是否正确。因此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需要先对 

GUI上的数据结构与原始的、包含 RQugh．Data的文本 

文件中的数据结构以及值进行手工比较，从而找到一 

些测试数据，并把这些通过人工测试找到的正确的测 

试数据保留下来，用于自动化测试的脚本中，然后再把 

这些自动化测试脚本用于回归测试。通过这种手工测 

试和自动化测试相结合的方式，既可以保证测试数据 

的准确性，也可以利用自动化测试脚本进行回归测试， 

减少不必要的手工劳动，在实际的测试实践中，这种方 

法被证明是有效的。 ⋯ ‘ 

虽然这种方式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在编写自动 

化测试脚本的时候 ，由于每个测试用例包含的测试数 

据相当庞大，～个测试用例需要平均比较大约 400～ 

500个数据值，因此测试脚本的编写工作将会变得相 

当的繁重。而在采用三层测试框架的基础上，测试数 

据的比较工作只需要一个在 testMethods包里定义，如 

compareValue(String valueName，Strirg：actualValue)的 

方法来完成，因此在 testCases层的测试脚本不需要 了 

解如何从 GUI获取界面上显示的数据的细节，而只需 

要提供正确的数据值和被比较数据的名称即可，然后 

调用compareValue方法即可完成测试脚本，由于测试 

数据是通过手工测试验证得到的静态数据，因此，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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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环境，笔者提出了一种自动生成测试脚本的方 

法，来代替手工编写测试脚本，从而提高测试的效率， 

节省测试人员的时间。 

在实际的项目中，一个xML文件会包含多个Dia— 

gram，每个 Diagram又包含多个 Node，而一个 Node包 

含一个 Descriptor，而每个 Descriptor中就包含着需要 

测试的数据。数据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attribute属 

性所包含的内容就是需要测试的数据的信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主要流程如图4所示。 

ParseTree类中获取数据值并产生代码的流程为： 

(1)通过外部参数传人的Diagram名称在XML文 

件中定位到相应的Diagram 对象。 

(2)通过外部参数传人的 Node名称列表在 Dia 

gram 中找到对应的 Node对象。 

(3)通过外部参数传人的I~scriptorlD列表调用 

ge~ riptor方法获取Descriptor对象。 

(4)获取 Descriptor对象的所有 

图 2 被测试数 据层 次结构 

基于这样的结构，设计了两个类：ParseXML和 

~ nerator来完成脚本自动生成的功能。其中Par— 

seXMn用来将需要测试的数据名称和实际值从原始 

的XML文件中解析出来；CaseGenerator用来根据测 

试脚本的要求生成相应的脚本。类图如图3所示。 

ParseXML 

-getDescdptorOf(()：Object 
- getNodeOf()：Object 
·getDesLinkOf()：String 
— isExpectedNode0：Booleat 
- getDiagramOf()：Object 
· generateScript()：String 
- writeALineCode()：Stnng 
+getCodeOf()：Stdng 

<<import>> 

⋯ ⋯ ⋯  

Attribute子节点 List。 

(5)如果Attribute[i]节点包含所 

要 验 证 的数 据值 信 息，则 通 过 

writeALineCode方法产生一条比较代 

码。如果Attribute[i]包含子节点，而 

且该 节点是 DescriportLinl【List类型 

的，则转入(6)；如果Attribute[i]包含 

子节点，而且该节点是 De~scriportLink 

类型的，则获取 DcscriptorlD并转向 

(3)；如果 i等于 List．1ength，转入(7)。 

(6)获取 De~scriptorLinl ist所拥 

有的所有 De~scriptorLinklDs，依次把 

DescriptorLinklDs[j]作为传人参数， 

转入(3)，直到 J等于 DescriptorLin— 

kTDs．1ength。 

(7)流程结束。 

最后通过一个 getCodeOf方法把 

用户需要验证的Node的所有比较代码整理返回，以提 

供给CaseGenerator中的方法调用，并最终更新RFT代 

码。 

在另外一个类 ~ neratotr中，updateScript方 

法是暴露给外部客户使用的，CaseGenerator类中各个 

Impo~s()：Stnng 
PackageName(1：St 

ClassName0：String 
terateClass()：String 

terateMain0：String 
dateScripts() 

；lateFile() 

图 3 Parse)：ML与 CaseGenerator类结构 与关 系 

通过被测数据结构图，可以看到每个 Descriptor不 

仅包含要测试的数据，而且还可以指向另外一个De— 

scriptor，而这个新的被指定的De~scriptor中的数据也是 

需要连同测试的。因此在程序 generateSeript方法 中 

需要通过递归来实现。 

通过解析 XML文件获取数据，进而产生代码的 

方法的调用关系如图 5所示。用户在 RFT 

环境下文中所提出的方法自动生成脚本的 

时候，可以依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需要在 

RFT中添加一个空脚本(如Case1)，即测试 

用例的自动化脚本。然后再新创建一个用 

于更新此脚本的类，这个类可以仿造添加空 

脚本的方法直接在 RFT中产生，为方便起 

见，称之为CaseUpdator。在CaseUpdator中， 

用户需要传人几个主要的对象参数：Casel的一个实 

例，用户所要验证 NodeList，可以使用Vector的实例也 

可以是 Hashtable的实例，只要与 updateScript方法中 

的参数列表相对应即可。方法参数列表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进行定义。 

文中所论述的测试项目中，CaseUpdator中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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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中调用 CaseGenerator．updateScript方法，然后运 

行脚本便可以更新 Casel的脚本。 

4 结束语 

自动化测试方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软件测试工作 

NO 

writeALineC~de 

V  

／， ＼ 

Erid 
． 

＼＼、 一／／ 

图4 解析文件生成代码的流程 

的效率，尤其是在回归测试中，把一些重 

复的、机械的测试任务交给计算机去做，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测试人员的压力，并在 

一 定程度上提高 了回归测试 的准确性。 

当然，自动化测试也存在着一些缺陷：自 

动化测试不能发现软件新出现的问题，不 

能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调整测试流程，而 

且自动化测试脚本的编写和维护工作也 

是一项比较繁杂的工作。文中就自动化 

脚本编写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 

RFT的脚本 自动生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测试人员编写 自动化测试脚本的 

压力，提高了测试工作的效率，增强了脚 

本的可维护性 ，当用户需要测试 的 Node 

进行变动时，利用生成工具可以快速地更 

新测试脚本。当然，文中所论述的方法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平台的局限性以 

及测试需求的局限性。通过文 中所论述 

的思想，利用分层测试的理念把自动化脚 

本的自动生成方法利用到更多的测试平 

台、更多的测试项 目当中，从而能够减轻 

测试人员的负担，提高测试工作的效率。 

图5 CaseGenerator类中方法调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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