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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研究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软件业竞争的曰趋激烈，人们对软件

产品的质量意识逐渐加强。仅仅依靠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传统手工

测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快节奏的软件开发和测试的需求。自动化

测试技术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它能够帮助企业降低人力成

本，缩短测试周期。然而，软件测试所需的资源不是现成的，所以每

次测试都需花“巨资”建立和拆除测试环境，这给测试人员带来了很

大的不便。云计算是一种新的计算模式，是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和

网格计算的发展。云计算的超大规模、虚拟化、高可用性、通用性、

可扩展性和按需服务的特点，为构建虚拟、可靠的软件测试环境，方

便低成本的软件测试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用户不再需要准备自

己的测试环境，可以按需获得测试服务，本文为此建立一套基于云计

算环境下的测试系统。

本文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基于云计算的分布式系统并

行测试”为背景构建云测试的实验系统框架。通过分析云计算技术及

自动化测试技术，采用Eucalyptus作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

务系统的底层架构，采用Autotest作为自动化测试框架。利用

Eucalyptus可以灵活的管理虚拟机，如动态的分配、删除虚拟机。

Autotest架构可以灵活的添加客户端，其只需通过命令cli add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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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虚拟机添加至客户端列表。

在云测试实验系统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三个系统模块：镜像

匹配模块、控制管理模块、用户管理模块。镜像匹配模块主要负责帮

助云端选择具体某个镜像创建虚拟机并搭建测试环境，根据被测系统

所需环境及虚拟机镜像的多样性，定义基于xml的镜像及被测软件环

境需求的描述规范进行镜像匹配。控制管理管理模块基于Pxssh协议

实现数据传输。用户管理模块利用Django框架实现云测试系统客户

端。

本文根据测试任务所涉及的子任务的拓扑序列及各类测试资源

的使用状况提出了以测试用例级为粒度，在原有的表调度算法的基础

上加以改进的调度方法。对测试任务，采用表调度算法，对于子任务，

则采用优先级、任务依赖关系等任务调度原则进行虚拟机的动态生成

与分配。

实践证明，本云测试系统在使用过程中，能自动选择镜像进行创

建虚拟机，任务调度也大大提高了软件测试效率，并且该系统具有良

好的易用性，达到了最初的设计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

值。

关键词：软件测试、云计算、任务调度、云测试、并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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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之ESEARCH OF SOFTⅥ公衄TEST
ON CLOUD COMPUTING

ABSTRACT

Along wim the development of infomlation technolo母I锄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t11e

so胁are indllS略people乎硼ually product s仃engmened consciouSness on the quali够of So脚are·

Tr·aditional m锄ual testing，whose characteristic is labor intensiVe and hi曲s钿en舀h，c锄ot meet

tlle dem锄d of f-ast so脚are development锄d test．Test automation tecllIlolo斟proVidesⅡle

solution for it e仃ectiVely．It helps to lowerlabor costs aIld shorten test cycle for ente印rises．

However’t11e resources of so胁are testing are not ready-made，auld eVe巧time me test engineerS

should take much time to esta【blish锄d dismalltle teSt enVirolme鸲such笛server ins“lation，

datab弱e client installation，me nle笛ured so脚are installation．It briIlgS a great锄ount of

iIlconvenience to t11e teSters．

CIoud computmg，w11ich is a new calculation model，is the deVelopmem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parallel computing and grid computing．At present，t11e cloud computing concept haS

been acquired widespread印proval of廿le i11dus臼阱ns characters of 1a培e scale，Vi删ization，
hi曲aVailabili劬versatili坝scalabil时aIld on-demalld service provide better possibilities t0 build

a virtIlal and reliable so脚are teSting enviroment forlow coSt soRware test serVices．Users no

longer need to prepare廿leir o、Ⅳll test啦env的me咄but caJl demand for testing services．Tlle

soft、^rare testillg under cloud computing enViromem is called cloud testin舀and me cloud

computing enviro姗ent which suppons so脚are test is caU test cloud in tllis paper．Cloud teStillg

is a new testiIlg service model．

1’t啪u曲锄alyzing tlle technology of cloud computing and automated soRware，“s t11esis

adopted EucalyptuS to build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咄which is the b础om architectI鹏of

software testing service system，aIld it also used Autotest aS itS mno test fhmewoI-k．According t0

use EucaJyptIlS，people caIl manage Vinual machines nexibly，such嬲dyll锄ic allocation，delete

the vinual machine．The s觚lcture of Autotest mal(e it e弱y to use a VinIlal machine硒its client，

becalU峪e it adds clients only by one commaIld of cli——add．

Because of the diverSi哆of the tested system and images of Virtual machine，tllis p印er

defines me image description and the envir0IlIllemal requirements using xml fomat to help cloud

to choose a specific mirror．Then cloud creates a Virtual machine uSing tlle image and setS up teSt

the environment．And this paper is used t11e Django仔锄ework aS tlle user client imerf-ace aJld



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研究

used P)【Ssh dealto be respollsible for commuIlication bet、Ⅳeen cloud aIld Autotest server．

According to t11e撕ibutes of sub taSks and the resources in the teSting platfbm，仕le paper

adopted a a190rithm whoSe cloud test syStem-leVel scheduling metllod js baSed on teSt c鹬es fol’

the size，a11d the嘶ginal liSt scheduling algori廿1IIl is impr0Ved．111e teSt taSl(S uSe of liSt

scheduling algorit№s，while sub砌SkS uSes of pri鲥劬taSk dependencies弱taSk scheduling

principles to dyn锄ically gene眦d aIld distribute Vinual machines．

Zhonghua(Computer Systems O唧ization)
supervised by Liu Xiaoqiang

KEY WORDS：software test，cloud computing，cloud teSting，taSk scheduling，parallel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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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随着信息产业技术的高速发展，软件开发技术、软件质量、软件成本的竞争

已经成为各软件生产厂商占据市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随着现代软件的规模越来

越庞大、软件结构越来越复杂，软件质量的保证显得尤为重要。软件质量低劣的

产品，不但难以完全满足客户需求，而且还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危及人

的生命安全。例如1996年觚an5运载的火箭的发射失败就是因为软件故障所引
起的【l，2】。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特别是随着人们对产品质量意识的日趋提高，

质量低劣的软件产品将难以长久立足于社会。

软件测试是保证软件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3】，其主要目的就是验证软件

产品是否满足客户需求，尽早发现软件产品的缺陷，提高软件产品质量H1。软件

测试按验证手段来分，可分为手工测试和自动化测试，其中手工测试是早期软件

测试的主要方式。在软件测试过程中，有些测试工作，其创造性相对较低，对于

测试人员来说，尤其是对于比较资深的测试工程师，是个相对比较无趣的工作，

如功能测试。然而，功能测试又是软件开发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外，对

于软件功能的增减、软件版本的升级等，单个模块的修改可能影响其它模块的正

常运行，这就需要对软件产品进行回归测试。所谓回归测试，是指对原有软件版

本进行修改或增删功能之后，为了保证软件产品的正确性，不仅需要对软件修改

部分进行验证，而且为了保证修改部分不会影响软件的原有功能，还必须对软件

的原有功能进行正确性验证【4j。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回归测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

节，这就难免需要对某些模块进行几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的重复测试，如此周

而复始的工作使得测试变得枯燥无味，难以提高测试人员的积极性，并直接导致

了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增加了软件开发成本。再者，有些性能测试、压力测试

等是手工测试难以完成的。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自动化测试技术应运而生。

自动化测试技术的发展，大大节省了测试工程师的重复性工作时间，使得测

试工程师可以对测试用例的设计更加专注，从而提高了测试覆盖率，进一步使得

软件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在软件开发效率方面，将自动化测试技术应用到产品

测试中，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测试时间，缩短软件开发周期，提高测试效率，对

于开发周期比较短的软件项目，自动化测试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对自动化测

试代码的重复使用，特别是涉及到大量的回归测试时，可以明显降低软件开发成

本，缩短软件开发周期，提高软件开发效率。

然而，软件测试所需的资源并不都是现有的，在每次进行测试时都需花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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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去搭建和拆除测试环境，如服务器安装、数据库客户端的安装、被测软件

的安装等，这给测试人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针对部分测试，可能还需要依

赖于不同的硬件，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购买相应的硬件，这会使测试变得

更加困难。基于以上诸多问题，我们设计了一套良好的设计测试方案，将测试平

台移交到云计算中。首先，云计算能够把计算资源放在云端，几乎不占用客户端

的任何计算资源；其次，利用云端虚拟化的天然隔离性，可以保证在一台虚拟机

崩溃后不影响整个云系统，从而使得测试的健壮性得到加强；再次，云计算的虚

拟化可以通过改变虚拟机的配置，使动态改变资源配置成为了可能。这些特点，

使得这个新测试系统能成为一个典型的云计算系统。本文把云计算环境下进行的

软件测试称为云测试，把支持软件测试的云计算环境称为测试云。云测试是基于

云计算的一种新型测试服务模式。

本课题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基于云计算的分布式系统并行测试”

为背景，研究云测试环境的构建及测试任务调度方法。

1．2研究意义与目的

测试总是烦琐、易错和耗时的过程，特别是在准备测试环境阶段。另外还会

遇到诸如测试资源管理混乱、测试机崩溃、难于重现问题发生的环境和缺乏压力

测试所需要的强大的计算能力等棘手问题。云测试系统能有效解决上面这些问

题。它通过友好的W曲界面上传源代码、测试脚本、测试环境需求等文件，通

过解析，匹配测试环境需求与预先配置好的虚拟镜像库来快速构建一个个异构的

测试环境。通过冗余技术增强测试的健壮性，通过基于测试用例级的任务调度算

法提高测试效率，并利用云的强大的计算能力来对应用进行压力测试。

本课题研究建立一个基于开源软件的云测试系统，并进行基于云计算的测试

实验，为进一步开展在云测试环境下的并行测试研究奠定基础。

1．3课题研究内容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利用云计算技术来构建软件自动化测试系统。利

用云计算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容错性很好的解决了自动化测试系统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1)使用开源软件EucalyptIlS及Autotest构建云测试系统

本云测试系统采用EucaJyptus作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系统的

底层架构，采用Autotest作为自动化测试框架。充分利用Eucalyptus及Autotest

特性，在不降低性能的前提下，有效地降低了软件自动化测试系统的维护成本并

提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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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测试系统下的模块设计

本文设计了三个系统模块：镜像匹配模块、控制管理模块、用户管理模块。

ⅪⅥL作为数据交换的唯一公共语言，虽然不同的应用软件也支持其它的数据交

换格式，但不久之后他们都将支持XML，那就意味着程序可以更容易的与

Windows、Mac OS．Lirnl)【以及其他平台下产生的信息结合，然后可以很容易加

载)(ML数据到程序中并分析他，并以XML格式输出结果。镜像匹配模块主要负

责帮助云端选择具体某个镜像创建虚拟机并搭建测试环境，根据被测系统所需环

境及虚拟机镜像的多样性，通过定义基于XML的镜像及被测软件环境需求的描

述规范进行镜像匹配。

SSH专为远程登录会话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安全性的协议，由于其传输数据

是经过压缩，所以能加快其传输速率。控制管理管理模块基于pymon的P)【ssh

协议实现数据传输。

Dj趾go框架中的视图系统能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交换界面，用户管理模块利

用DjaIlgo框架实现云测试系统客户端。

3)云测试系统下的任务调度

并行测试技术属于下一代测试技术，它根植于并行处理技术。并行测试要建

立在云测试系统上，在并行测试程序的控制下对多个被测对象同时测试，每个测

试节点都可以独立进行一个测试。本文提出的云测试系统的调度方法是以测试用

例级为粒度，在原有的表调度算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对测试任务，采用表调度

算法，对于子任务，则采用优先级、任务依赖关系等任务调度原则进行虚拟机的

动态生成与分配。

1．4本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详细阐述了如何构建基于云计算的软件自动化测试系统以及测试任务

的调度方法，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组织如下：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目的、本文的研究内容及文

章的组织结构。

第二章主要讲解了云测试的相关技术——云计算及软件自动化测试。介绍了

云计算的相关技术内幕以及概念和理论；引入了虚拟化技术及国内云计算现状。

介绍了自动化测试的基本概念；介缁了自动化测试的使用范围、自动化测试框架，

最后阐述了什么是云测试及其抽象模型、关键技术等。

第三章详细描述了针对Eucalyptus软件及AutoteSt框架构建自动化测试系统

的设计。

第四章详细描述了系统模块的设计，包括镜像匹配模块、控制管理模块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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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交换模块。

第五章介绍了基于云测试环境下的任务调度。阐述了自动化测试系统的任务

调度相关知识，对自动化测试系统中的任务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并针对云测试系

统的特性，设计任务调度原则。

第六章介绍了针对云测试系统的特征设计的实验，并进行验证。

第七章总结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中的不足之处，概述进一步要研

究的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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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云测试相关技术

2．1云计算技术概述

云计算(Cloud ComputiIlg)通过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为用户提供IT基础设

施或软件、互联网相关的服务【5Jo云计算具有超大规模、虚拟化、可靠安全等独

特功效。

云计算是继1980年代大型计算机到客户端一服务器的大转变之后的又一巨

变，它彻底改变人们获取信息、软件甚至硬件资源能力的方式【6】。它是分布式计

算(Digtributed Computing)，并行计算(Parallel Conlputing)和网格计算(Grid

Conlputing)的发展，或者说是这些计算机科学概念的商业实现13】[4】。许多跨国信

息技术行业的公司，如IBM、瑚loo和Amazon【7】，也正在使用云计算的概念兜

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在学术界，云计算也在各类学术活动中被越来越多的提上

议程。

然而对于什么是云计算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云计算是

一种商业计算模型，它将计算任务分布在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资源池上，使用户能

够按需获取计算力、存储空间和信息服务【8】；是一种动态的、易扩展的、通过高

速互联网提供虚拟化资源的计算方式。它强调了能够处理无所不在的分布性和社

会性的应用问题——这种新兴的计算模型将任务分布在由大量计算机构成的自

我维护和管理的虚拟计算资源池上，使各种应用系统根据需要获取计算能力、存

储空间和软硬件服务【9l。云计算的“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1)“云’’指互联网，也就是说，云计算是通过网络获得服务，这就决定

了它拥有互联网的许多特征。

·使用模式：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登录互联网的终端，随时申请／注册并

使用。

●业务模式：自助服务(用户不需要专业的技能就能使用)，可定制，按需

使用(弹性服务，例如一天可以搜索1次，也可以搜索10000次)。

·商业模式：免费或按需付费，部分云计算业务也可以走互联网“免费+

广告”的盈利模式。

(2)“云”指计算池，也就是说，不是单纯地构建一两台机器的问题，而

是要构建一定规模的集群，并且对该集群进行统一管理，形成“资源池”，用于

能满足云计算业务的需求。计算池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较大的规模：由于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提供服务，所以需要具备一定的

规模才有可能满足基本的业务可用性(当资源不足时，用户申请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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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

· 良好的可扩展性：互联网的业务特征要求云计算的计算池能实现高速扩

展，以便在用户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迅速满足需要。缺乏可扩展性对于云

计算运营商来说可能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既可能导致管理成本的提

高，也可能导致很差的用户体验。

· 良好的可伸缩性，与业务平台的可扩展性一样，针对每一个用户，业务

的可伸缩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显然，当用户当前使用的计算能力不足时，

可以很快申请获得更多的资源(对于线下模式，可能是用户采购新的机

器，然后替换或组成集群)，这是用户按需使用的前提。通过实现资源虚

拟化来提供较高的可伸缩性。

·即时提供：这种“即时”是相比传统IT的获取时间而言的。由于云计算

在互联网上提供计算和存储的服务都是以软件的形式，因此，云计算运

营商应具有非常强大的批量供货能力。例如，以前要购买、安装、配置

1 000台PC服务器可能需要几周，而现在可能只需几分钟。将硬件部署

变为软件部署是实现即时提供的关键。

·更低的成本：低成本是支持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关键。更低的成本主要来

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硬件本身成本的降低和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开

源软件的应用和自主研发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是运营模式的变革、及

其他传统IT销售成本的降低。

云计算是传统技术和新兴技术的高度融合与发展，同时也是软／硬件资源提

供模式的创新。基于云计算的层次系统架构，可以对规模庞大、功能繁杂的云计

算系统(特别是云计算服务体系和关键技术体系)进行剖析，如图2一l所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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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一l云计算的分层体系

云计算系统的构成包括物理基础设施、云计算服务及云计算运营3个重要组

成部分，对各部分的简述如下。

·物理基础设施：包括数据中心物理基础设施(例如服务器、存储、网络、

电源、冷却、安保)及相关的管理技术，是承载云计算系统的基础，其

中绿色节能技术又是当前关注的热点。

●云计算服务及其实现：是云计算的核心，包括IaaS、PaaS、SaaS等各类

服务模式及其关键支撑技术。

· 云计算运营：包括与云计算服务运营相关的各项关键技术，例如云计算

服务接入的认证、监控、统计、分析、云计算系统、用户数据和应用服

务的安全性保证，以及云计算服务的计费、支付等。

2．2云计算与虚拟化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是虚拟化技术【10，11，121。由于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通常采用大

量廉价PC服务器机群作为硬件设备，因此本文说的虚拟化技术都是针对X86架

构而言。目前在云计算中普遍使用的3种虚拟机技术：KⅧ【13】、VMWare vSphere【14，151

和Xen【16，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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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KVM

Kemel-baSed Vim谢MaChine(KVM)是2006年10月由以色列的一个开源组织

Q哪ar：a11et提出的基于x86平台的全虚拟化解决方案。KVM的执行是建立在
Linu)(操作系统之上，把整个Linu)【内核转化为一个虚拟机监控器，Linu】【内核

的进程调度策略和内存管理方法及其升级改进均可应用于KⅧ虚拟化系统，因此

形成了一种依赖于Linux核心的微型虚拟机监视器(VMM)ll引。在KVM虚拟

化模型中每个虚拟机都作为一个Linux的标准进程，接受Linux调度程序的管理。

一个标准的LiI眦进程包含有两种运行模式：内核模式和用户模式。内核模式表

示代码执行的特权模式，用户模式表示代码执行的非特权模式u9。。KVM系统则

在继前两种模式后为Lir嗽引入了第三种模式：客户模式。在该模式下虚拟机操

作系统执行非I／O指令之外的一般操作代码。

KVM通过处理器扩展实现虚拟化。KVM虚拟机核心首先判断处理器使用

的硬件虚拟化技术加载相应的hm．nel．ko或l(、，111．锄d．ko，然后启动kvm．ko内

核驱动模块1191。该模块使系统内核自身成为一个虚拟机管理程序(Hypervisor)。

通过加载／de舳字符串设备创建一个新的虚拟设备，该设备负责与用户空间设
备的通信，从而完成虚拟机的管理。KVM虚拟机都是通过QEMU进程为客户创

建操作系统。对于主机的LiInl)【系统来说，每个虚拟机就是一个QEMU进程，

与Linu)(的一个标准进程相对应，而每个虚拟机的虚拟处理器相当于标准进程中

的线程【14J。KVM的虚拟化架构如图2．2所示：

图2．2 KⅧ虚拟化架构



2．2．2 VMware v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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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唧e是虚拟化技术的龙头，它开发设计的VMw￡啪vSphere是构建云计
算架构的最佳平台【201。其利用虚拟化功能将数据中心转换为简易的云计算基础

架构，使IT组织能够利用多个系统间的基础物理硬件资源，快速和低风险地为

新一代提供灵活可靠的IT服务。VMware vSphere主要是由以下基本组件构成：

ESX主机(主服务器)、vCenter Server(虚拟中心服务器)、vSphere SDK、vSphere

W曲Access或vSphere Client，组成结构如图2—3所示。其中ESX主要作为虚拟

化管理层【15】，将物理主机的处理器、内存、存储器及网络资源抽象为多台虚拟

机。vCenter SerVer是用于VMware vSphere环境的管理程序，为网络上的ESX

主机的中心管理员提供服务。该服务指导虚拟机和主机上的操作【l 51。客户端中

的vSphere client及vSphere w曲Access为用户提供访问VMware vSphere数据中

心的接口。

图2．3 VM眦vSphere组成
VMware vSphere聚集了业界标准服务器及其统一的资源池，其操作系统和

应用程序完成的环境封装在独立于硬件的虚拟机中。其针对虚拟化的分布式基础

结构服务为IT环境带来了更高的灵活性、可维护性和效率：

·集中管理和监控虚拟机，并自动简化一些繁琐的资源调配工作

·可以智能、动态、灵活的进行多个虚拟机之间可用资源的分配，从而大

幅度提高硬件的利用率，并能够更好地协调IT资源与业务优先事务

● 为应用程序使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的服务级别

·操作系统没有被绑定，客户能够方便选择操作系统和软件应用程序，并

可以扩展到支持任何规模的IT环境

Xen最初由一个来自剑桥大学的团队研发，是最早的硬件虚拟化技术之一，

由于Xen架构所带来的高效从未在x86架构上出现过，所以Xen架构迅速得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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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的欢迎，目前仍被广泛使用。其作为最优秀的半虚拟化n刀引擎，在基于硬件

的虚拟化的帮助下，也能支持全虚拟化。

Xen可分为3个部分——．Xen Kemel、DomO和DomU幢1J。Xen Kemel主要

负责大多数虚拟化功能，比如vCPU的管理和调度，虚拟内存的管理和维护。被

Xen修改的那个操作系统(主操作系统)的Dom0主要负责I／0虚拟化和管理接

口等功能。DomU就是常说的虚拟机，在启动的时候Xen会给它分配一点空间，

例如CPU和内存等。DomU和DomO之间的通信主要以DomU调用Dom0的功

能为主，比如在I／O部分，采用前端和后端的机制，在DomU的前端驱动会收集

I／0请求，之后将这些请求发送给在Dom0的后端驱动，最后这个后端驱动会调

用操作系统自带的本地驱动来快速执行这些I／O请求晗1|。

Xen的虚拟化原理如下图2—4所示，由Xen来控制的Domaill可以非常高效

的利用CPU及物理资源。每个客户操作系统都可以管理它们自身的应用程序，每

个程序在规定时间内的响应都可以得到执行的管理是通过Xen调度到虚拟机中

来实现的。当Xen启动运行后，第一个虚拟的操作系统，Xen本身，可以通过

xm list，发现有一个Domajn 0的虚拟机。这个Domaill 0是其它虚拟主机的控制

者和管理者。Domaill 0可以构建其它的很多Domajn U，并管理虚拟设备。它还

可以执行任务的管理，例如虚拟机迁移、虚拟机的休眠和唤醒。一个被称为xend

的服务器进程是通过domain O来管理系统，Xend负责管理其他众多的虚拟主机，

并提供进入这些系统的控制台。命令会通过一个HTTP的接口被传送到xend。

Domain0
DOmainl DOmain2

I控制命令
I

LinUx驱动设备备 ●一 Linu× Linux

I
． |一一．一

： ＼

c矗。≥≮一洲雠眺卅
硬件

2．3云计算应用现状

图2．4 Xen的工作原理

诚然，无论是从云计算概念的诠释还是相关技术的发展来看，云计算现在还

主要由美国的各大IT企业领导和创新，但是云计算作为整个IT产业的下一个浪

潮，其发展和进步必定离不开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和世界第二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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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GDP产值的中国，未来中国的云计算发展必将会写下IT产业新的辉煌。

由于现在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和互联网产业的相对成熟，云计算在国内的引入

并不像早期互联网时代那样滞后很多。云计算这个概念的第一次正式公布，也是

2007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IBM SOA创新高峰论坛。

云计算在中国的发展预计将要由国外IT巨头、国内IT巨头和国内软硬件厂

商这3方面共同协作推动。

1．国外IT巨头

在国外的IT巨头方面，类似IBM、EMC【22】和微软等IT巨头不仅将部分云

计算产品研发项目交由国内的研发中心负责，而且给很多行业客户提供了一些不

错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IBM。首先，IBM在国内研发

部门CDL(IBM中国研发中心)和CI也(IBM中国研究院)都承担了一定的全

球云计算产品研发的重担，比如W曲Sphere CloudBurSt AppliaIlce(WCA)等。

其次，IBM中国云计算中心在之前著名的蓝云的基础上，还推出了名为“6+1"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互联网云、分析云、平台云、DC云、开发测试云

和基础架构云。结合IBM在各个行业累积的经验，可以帮助各类企业和机构解

决其所需计算资源的问题。除了IBM，由VMware、Cisco和EMC这3大巨头组

成的VCE联盟在虚拟化、存储和网络这3方面都处于领导性地位，所以虽然它们

现在并没有在国内正式开展，但它们已经在它们相关产品上有了一定投入，并且

希望在自身的数据中心中引入云计算的企业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但是由于目前

Google和Amazon这两个在云计算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还没有在国内大规模扩

展其云计算业务的计划，所以也让不少的国内有需求企业有些懊恼。

2．国内IT巨头

现在国内的一些IT巨头也对云计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中国移动、中国

电信、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其中到现在为止投入最多人力和物力的算是中国

移动和阿里巴巴。中国移动在第二届中国云计算大会上正式发布“大云”1．O系

统，其中包括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海量数据仓库、分布式计算框架、集群管

理、云存储系统、弹性计算系统和并行数据挖掘工具等关键功能，并己面向公众

进行测试。2009年9月10日，在阿里巴巴10周年庆典晚会上，阿里巴巴云计

算团队以独立身份出现，而且命名为“阿里云”的子公司正式成立。该子公司主

要由原阿里软件、阿里巴巴集团研发院以及淘宝底层技术团队组成，主要从事基

础软件技术的研发，并将推出用于电子商务服务的云计算中心。

3．国内软硬件厂商

在国内，一些传统的软硬件厂商也参与到云计算这场浪潮中，比如服务器厂

商浪潮推出了用于管理数据中心的云操作系统，专注于移动设备的联想也推出了

一些云端等。还有，国内最大的IDC之一的世纪互联也推出了类似Amazon 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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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软件自动化测试概述

随着计算机日益广泛的应用，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庞大和复杂，软件测试的工

作量也越来越大。从广义上讲，软件测试是指软件产品生存周期内对其所有的检

查、评审和确认，从狭义上讲，软件测试是对软件产品质量的检测和评价。它不

但检查软件产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而且还要对产品质量进行客观的评价【j圳。

据统计，软件测试工作一般要占用整个工程开发时间的40％，而一些可靠性要求

非常高的软件测试时间甚至占到总开发时间的60％【23J。在整个测试工作中，占

了绝大部分的时间的往往是手工测试，尤其是模块级的白盒测试和黑盒测试，遍

历代码路径和测试各模块的功能等，都需要通过手工测试来完成。但是有些测试

工作却非常适合应用计算机来自动进行，其原因是许多的测试操作都是重复性

的、非创造性的、要求准确细致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工作计算机最适合代替人去

完成【19】。因此，随着人们对软件测试工作的重视，大量的软件测试自动化工具

也不断涌现出来，自动化测试能够满足软件公司的某种需求一一在最短的时间内
充分测试某软件。一些软件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会对整个开发工作的质量、成

本和周期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2．4．1软件测试自动化的定义

软件测试自动化就是通过测试工具或其他手段，按照测试人员的预定计划对

软件产品进行自动的测试，是软件测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能够完成许多手

工测试都无法完成或者难以实现的一些工作陋¨。正确、合理地实施自动化测试，

对软件的i贝!I试工作能够快速、全面地开展，从而提高软件质量，节省经费，缩短

产品发布周期。

测试流程、测试体系、自动化编译以及自动化测试等都方面属于软件测试自

动化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说，要让测试能够自动化，不仅是技术、工具的问题，

更是一个公司和组织的文化问题晦2|。首先公司需要从资金、管理上提供支持：其

次要建立适合自己的自动化测试流程和测试体系；最后把源代码从资源库中取

出，进行编译、集成，并进行自动化的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的测试。

自动化测试能够代替大量手工测试工作，解决重复性测试问题，同时，它还

能够完成大量手工测试无法完成的工作，如并发用户测试、大数据量测试、长时

间运行可靠性测试等∞1J。特别是对于大型工程，或者持续的长期工程，采用自动

化测试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对于一项大型工程，其功能部件可能很多，而

且部件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要采用人工测试时就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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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而且当需要进行反复测试的时，自动化测试的需求逐渐明显。自动化测试

在下列情况下能提供最大的价值，即重复使用测试脚本，或测试脚本子程序生成

后，被另一些测试脚本反复调用。因为是长期的工程，学习一种测试工具的使用

方法的时间相对于工程建设的时间比例就很小，因此，在工程性软件的开发中，

采用自动化测试工具很有意义的。

2．4．2软件测试自动化的优势

由于手工测试的局限性，软件测试借助测试工具极为必要，并向软件测试全

面自动化方向发展，将测试工具和软件测试自动化结合起来，可以带来的好处124J

是：

·缩短软件开发测试周期。软件测试具有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软件测

试自动化工具对上千个测试用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且对同样

的测试用例运行10遍以上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充分利用硬件资源。可以在运行某个测试工具的同时运行另一个测试工

具，也可以一边运行某个测试工具一边思考新的测试方法或设计新的测

试用例，能够将大量测试脚本分配到各台机器上运行，从而节省大量的

时间。也可以把大量的系统测试及回归测试安排到夜间或周末运行，如

在下班前将所有有运行的测试脚本(用脚本语言写成的一些短小程序)

准备好，并启动测试工具，第二天一上班就能拿到测试结果。

·节省人力资源。在回归测试时，如果是手工方式，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去

验证大量稳定的旧功能，而通过测试脚本和测试工具，只需一个人就可

以了，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源。同样的测试用例，需要在很多不

同的测试环境(如不同的浏览器、不同的操作系统、不同的连接条件等)

下运行，这也是测试工具大展身手的时候。

·提高测试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测试工具运行测试脚本，能保证100％

进行。因为有时个别测试人员并没有执行那些测试用例，但他可能告诉

你，他已经运行了。

●提供软件测试的准确度和精确度。软件测试自动化的结果都是量化的，

能够同所预期结果或规格说明书规定的标准进行对比。

·软件测试工具使测试工作相对比较容易，但能产生更高的质量的测试结

果。

·手工测试不能做的事情．软件测试自动化能做，如负载、性能测试。

软件测试实行自动化的过程，绝不是因为厌烦了重复的测试工作，而是因为

测试工作的需要，更准确地说是回归测试和系统测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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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软件测试自动化的局限性

软件测试自动化并不适合所有的项目，如下几种情况不适合进行自动化测试

·定制项目。由于这种项目周期一般比较短，采用自动化测试需要的投入

会超过手工测试的投入。

·不稳定的软件。由于其不稳定因素会导致自动化执行失败，因此不适合

进行自动化测试。

◆周期很短的项目。项目周期短，相应的测试周期也很短，因此花大量精

力准备的测试脚本不能得到重复的利用。当然，为了某种特定的测试目

的的专门执行的测试任务除外，比如对特定应用的性能测试等。

●业务规则复杂的对象。业务规则复杂的对象有复杂的逻辑关系和运算关

系，工具很难实现，或者要实现这些测试过程，需要投入的测试准备时

间比直接进行手工测试所需时间更长。

·人体感官与易用性测试。界面的美观、声音的体验、易用性的测试，无

法用测试工具来实现。

●期望通过自动化测试发现大量缺陷替代人员投入。

·涉及物理交互的系统或业务规则非常复杂的系统。

2．5自动化测试的使用范围

并非所有项目中所有测试都能够或应该自动化。作为自动化测试的最佳对象

是那些最常重复和劳动密集型的测试。只运行一次或很少运行的测试是不值得进

行自动化测试，除非在规定的环境下要求其自动化，例如，手工很困难或非常耗

时的一些测试工作。此外，如果每次发布测试用例都会变化，从而测试脚本每次

都需要改变也不值得自动化。

经验表明，在确定哪些测试要自动化之前，最好用一个标准的检查列表做下

分析，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些测试的自动化是可行的。表2—1展示的是一个检查表

的示例，我们曾经在多个项目中使用，用来确定对于特定的测试目标哪个测试自

动化是可行的或合理的【2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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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决定哪个测试可以自动化的检查列表

测试自动化标准 是 否

该测试是不是不止运行一次

该测试是否定期运行，比如，经常重用，还作为回归测试或构

建测试的一部分

该测试是否覆盖最关键的特性路径

对于手动运行这个测试是否太昂贵而不可能或是禁止，比如并

行、渗透／耐力测试、性能测试以及内存泄漏检测测试

是否有对时间敏感的组件而必须自动化

该测试是否覆盖了最复杂的领域(通常是最有可能出错的领

域)

使用相同步骤时，该测试是否需要许多数据组合(如为同一个

特性输入多个数据)

期望的结果是常数吗，比如，每一次测试时都不会改变或不

同?即使结果不同，是够可以测出一个与期望结果的可接受的百分

比

该测试是否非常耗时，如对成百上千的输出进行预期的分析

该测试是否运行在稳定的应用上，比如，应用的特性不是总在

变化的

ROI(投资回报率)是否有希望，是否满足任何组织的I的I标

准

这个检查列表会引导我们做出决定。如果一些或所有答案都是“是’’，并且

已经考虑了所需的计划、预算以及专业技能，看起来该测试就可以作为被自动化

的上选。

2．6自动化测试框架

“自动化的测试"意在将软件测试自动化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统一

的整体进行考虑，从测试脚本的管理和执行到测试报告的提交都有相应的策略、

规范及实现方法，称之为“自动化的测试”阶段。

简而言之，在自动化测试实施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

能通过单一的自动化测试进行手动编程解决，而是需要一种有效的、系统的解决

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就是测试框架。

测试框架相比单个的测试脚本具有以下的特尉5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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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框架位于软件测试的规划层面，而非执行层面。

很显然，在测试流程上，测试框架表现为手工测试与自动化测试的整合策略，

在组织上，是一套自动化测试管理开发及执行的规范。这些改变对传统的手工测

试的工作内容和方式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

·测试框架具有组织上的延续性和软件商的扩展性。

在软件测试组织中测试框架的建立和成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旦建立，测

试框架就可作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团队的发展而发展。同时，由于被测软

件的更新和测试人员技能的不断提升，测试框架也具有一个不断进行扩展和更新

的发展过程。

那么，自动化测试框架作为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到底包含哪些组成部分呢?

(1)策略思想

●与手工测试整合策略

·脚本存储和管理策略

·任务和组件思想

(2)规范文档

●脚本开发规范

·脚本与框架集成规范

● 日志规范

●报告规范

◆数据源存储方式和格式定义

(3)代码

·测试案例自动化后的脚本

●测试框架拓扑结构的建立

●测试脚本库的建立

·案例底层驱动机制

·与其他系统的集成

2．7云测试

本文把云计算环境下进行的软件测试称为云测试，把支持软件测试的云计算

环境称为测试云。云测试是基于云计算的一种新型测试服务模式。提供测试服务

的云计算机环境(测试云)提供多种系统、多种浏览器的平台，用户通过网络提

交测试对象和自动化测试脚本，测试云进行资源调度、测试任务分配到云端进行

测试，并集中测试结果提交给用户。云测试可实现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源成本

方面的巨大节省，并且提供复杂测试环境的高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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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云计算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种计算模式，云测试作为一种云计算的服

务模式更是刚处于探索阶段，由于自动化软件测试本身的复杂性，它比一般的云

服务更复杂，除了在IaaS层提供基础设施服务，还需要在平台层P龃S提供测试

环境框架服务，在SaaS层提供测试管理和应用服务。因为目前常用的自动化测

试工具基本都是封闭运行，如何充分利用云计算的弹性、分布并行性获得更好的

测试测试支持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2．7．1云测试特点

云测试作为一种新型的测试方案，因其具有云计算的诸多优点，被越来越多

的企业关注：

·节约成本，企业不再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购置测试所需的硬件设备、软件

系统，不必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系统的维护升级等；

·覆盖面广，只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用户就能够进行操作，使用户得到巨

大的性能改善；

●按需付费，减少了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

·应用简单，企业不需要关心复杂网络如何部署，数据如何存储等等；

·服务周全，服务提供商会提供自动建立测试环境、自动执行测试脚本、

自动分析测试结果等一系列测试手段帮助企业完成项目的自动化测试。

用户不再需要为测试环境、测试工具等等事情烦扰，只需要按需要提出申请、

付费就可以完成软件测试工作。这种变化将使软件的测试工作变得简单、快速，

更能够适应当下快速发展的时代。

2．7．2云测试抽象模型

目前云测试方案，各个厂家都是围绕自己的产品展开，我们将它抽象成一个

云测试抽象模型，如图2．5所示‘2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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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云测试抽象模型

该模型包括6个部分：

(1)IaaS(In丘as仇】ctIlre aS a Service)：是把计算、存储、网络以及搭建测

试环境所需的一些工具当成服务提供给用户，使用户能够按需获取IT基础设施。

(2)PaaS(Platfom aS a Service)：把测试软件的开发、测试和部署环境当

做服务，基于互联网提供给用户，为用户提供数据库、操作系统、测试开发环境
脑
守o

(3)1hS(Testing aS a servie)：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测试服务的应

用模式，用户可在线使用各种测试服务，如测试自动设计、自动化功能测试、测

试管理等等。

(4)计费认证平台：实现用户认证，提供各种服务层面的费用计算，支持

多种计费方式。

(5)运维管理平台：支持所有资源以及活动的自动监控和管理，使得几个

人能轻松地管理数千台的物理设备。

(6)服务管理平台：运营云测试服务的平台，可实现从服务请求、监控管

理到服务结束的所有活动，是一一个自动化的管理系统，可以管理云测试的所有资

源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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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主要采用虚拟化和分布式处理两种关键技术，对于基于云计算技术的

云测试，其同样采用这两种关键技术。本文重点对基于B／S架构的系统测试进行

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2吣¨：

(1)虚拟测试节点的分配、部署、调度

云测试平台可以自动搭建测试环境，首要工作是分配虚拟测试节点，首先根

据测试需求申请虚机的数量、配置等；然后根据环境配置模板自动分发部署操作

系统、软件系统以及测试系统等完成测试环境的搭建；此外在测试过程中云测试

平台可根据虚拟测试节点的状态以及资源的消耗情况，动态调度虚机运行、停止

以及重新分配等，从而达到测试需要。

(2)测试用例部署、调度、结果收集

测试实施前，首先需要先制定测试具体方案，主要集中在部署调度策略，即

哪个虚拟测试节点执行哪些脚本、收集哪些信息、各个测试节点的执行顺序以及

同一测试节点上测试用例执行的先后顺序等，这些都需要明确；然后根据部署调

度策略进行测试脚本部署、调度；最后执行测试，收集需要的结果信息进行分析。

当然这与虚拟测试节点的部署调度是不同的，但也存在一定关联，例如当虚拟测

试节点出现故障或资源不足时，云测试平台会动态部署、调度虚拟测试节点，可

能涉及某些测试节点的停止、重新分配，这时测试用例的部署、调度以及结果的

收集也需要动态进行相应的变化才行。

由此可见，在云测试中，测试部署调度策略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虚拟设备

的部署调度以及测试任务的动态部署调度。

2．7．4云测试使用范围

通过云测试抽象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凡是测试中需要工具和环境的都可以进

行云测试。与C／S结构软件相比，B／S应用的软件更加适用于云测试应用。C／S

结构软件仍需在云测试平台中安装被测试软件，实现手段上较为复杂。

适合做云测试的项目大概有[26'27】：

●与环境相关的测试：配置测试、兼容性测试；

●自动化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和压力测试。

当然，随着云测试技术的发展，适合做云测试的项目也将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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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云测试平台进行测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节约企业的测试成本、提高测试

效率，但是云测试固有的模式决定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不足，需要靠相应的

技术手段来完善和规避。

在进行功能测试或性能测试的过程中，软件如何实现相关功能的逻辑信息和

技术手段部分都会体现在测试脚本中，软件的漏洞及性能状况也将会体现在日志

中，若没有足够的防护措施造成这些信息的泄漏则对企业产生不良影响。

同时云测试基于网络，对网络传输速率和稳定性有较高的要求，网络中断、

网速过慢、病毒攻击等问题都会限制云测试的应用。

2．7．6云测试现状

国外有几个提供云测试服务的平台。Cloud Testing【28J是一个基于UI自动化

测试的云测试平台，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多种浏览器的，一般用户在本地用

Selellium把自动化测试脚本编写好，上传到网站。Ke)r110te【z州支持用户在瞄te浏

览器上录制脚本并上传，系统返回测试结果，该系统目前节点较少，分布在北美

地区，并且其采用专门的自动化测试工具，可能对测试的结果有影响。SOASTA【30J

公司提供功能测试、性能测试，提供对于Wreb应用的云测试环境。2010年，英

特尔提出基于虚拟化技术的“测试云”—iLab，iLab把可以虚拟化的物理部件
都实现了虚拟化，包括服务器、存储、网络、桌面等，技术人员通过一个简单的

WEB界面就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自动化配置。另外HP、IBM等也都推出了解

决方案。

在国内，班墨公司推出了首个云测试平刨31J，该平台集成了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功能性能测试自动化软件AlldayTest V3．0，为客户提供云测试服务。无锡

云计算中心依托IBM软件实验室的研究发和实施团队，部署了“Test Cloud"测

试云p2。，开始云测试的探索。

这些云测试服务和应用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平台是把这些企业所积累

的传统测试环境和工具迁移到云计算环境【33。。针对云计算环境的特点，例如虚

拟化技术、分布式的编程模式、存储模式、海量数据的管理、云平台自身的管理

以及资源调度等等关键技术也都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

云测试开始受到研究领域的关注。文献【34]讨论了云测试的挑战和机会。文

献[35】从软件系统开发、远程诊断和软件控制探讨了云在自动测试中的优势，同

时也在编程、安全和数据上提出了云给自动测试提出的挑战。

文献[36】介绍了一个基于云计算的网络管理系统的性能测试案例。网络管理

系统性能测试需要大量的网络虚拟元素，该论文主要探讨了在云计算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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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云计算环境实现这些虚拟元素的实例化。论文还着重说明了通过云计算

进行系能测试的优势和云计算环境下性能测试可以更好的反应实际的运行情况。

针对分布式系统出现硬件错误时的容错能力测试，日本学者T．Hana、Ⅳa提出

了一个带错误注入虚拟机的D—Cloud云计算环境模型[37]，它设计了一套)(ML文

件体系，用于实现用户的测试设计和配置，可以按给定场景和测试目标系统需求

配置文件建立测试环境和执行测试用例，通过模仿硬件失效进行容错测试，利用

开源过程仿真技术，实验了云测试对分布式系统容错能力测试的优势。

文献[38】和[39】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IBM联合研究的一个测试云框架，

提出了采用本体、过程自动化和SOA的软件测试服务框架，重点研究了采用语

义对测试任务描述、分类调度和分派的算法来提高云计算资源的可用性。

文献【40】论文介绍了一个云测试服务系统，介绍了如何通过“搜索”测试状

态树的子树来完成测试任务的并行化策略，另外论文还在如何提高测试效率，测

试的“投入产出"比上，探讨了在云测试中如何调节分配资源的设想。

回归测试往往会消耗相当多的时间和资源。为解决这个问题，传统方法一般

把重点放在减少回归测试时需要执行的测试用例。STITC【411(SofhⅣare Testing iIl

me Cloud)2009研讨会探讨了其他方法来解决该问题：通过利用云计算基础设施，

方便测试用例的并发执行。云测试依赖，如分布式执行环境、网格技术、面向服

务构架(SOA)技术和硬件虚拟化等，基础技术。

2．8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云计算技术的相关背景，探讨了云计算与硬件虚拟化技术的

关系及云计算技术应用的状况及成功案例，指出云计算技术已有一定的成熟度，

可以被用在关键业务上。本章节还介绍了软件自动化测试的基本原理，探讨了自

动化测试的使用范围及测试框架，指出软件自动化测试就是测试脚本在测试框架

上运行的过程。最后本章节介绍了云测试的基本情况，介绍了云测试的抽象模型

及关键技术，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和使用范围。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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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云测试系统设计

随着信息产业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软件产品技术、软件质量、软件成本的

竞争已经成为各软件生产厂商提高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问题。尤其是随

着软件规模的不断扩大，软件结构的不断复杂化，软件质量的保证显得尤为突出。

然而，在使用传统架构建立的测试系统的前提下，随着测试环境的复杂、测试要

求的增加，如果要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来管理维护

这些设备。在虚拟计算机中进行软件测试并不是一个新观点，然而当虚拟机不可

用时，测试工作被迫终止。鉴于以上问题，我们设计了一套良好的设计测试方案，

将测试平台移交到云计算中。首先，云计算能够把计算资源放在云端，几乎不占

用客户端的任何计算资源；其次，利用云端虚拟化的天然隔离性，可以保证在一

台虚拟机崩溃后不影响整个云系统，从而使得测试的健壮性得到加强；再次，云

计算的虚拟化可以通过改变虚拟机的配置，使动态改变资源配置成为了可能。本

章将详细叙述基于EucaLlyp恤s及Autotest的云测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3．1系统总体设计

本系统主要由3大模块组成，如下所示：

● 云测试控制模块，即负责开源软件Euc甜)rptus与开源测试框架Autotest

之间的通信。

●云测试用户模块，为用户提供良好用户体验的客户端以接受云测试服务。

●云测试镜像匹配模块，即负责为云端挑选具体某个镜像进行创建虚拟机。

·云测试调度模块，为云测试系统提供基于测试用例级的调度服务。

其架构如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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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云测试系统结构

图3．1系统架构图

云测试系统的内部结构主要分为5层：访问层、测试管理层、任务管理层、

云管理层以及资源管理层。如图3．2所示：

·访问层：该层作为入口通过网络访问检测服务。

·测试管理层：它作为分析测试系统资源之间的要求和eIIli文件描述图像

在控制器，它也负责为云端创建一个虚拟机的命令和为Amotest添加客

户端的命令。

·任务管理层：它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a)将所有的测试工作储存在Mysql

数据库中，b)调度员(mo幽r_db)选择工作从数据库运行。它的输入是数
据库，并开启autoserv进程，c)amoseⅣ：服务器管理者。当它收到从测试

管理层传来的虚拟机的IP地址时，服务器自动进行测试任务调度。

·云管理层：它是云的基础设施。当收到从测试管理层传来的id时，云端

自动选择该id号的镜像并创建虚拟机。当虚拟机创建成功时，测试管理

层获取其IP。

·资源管理层：它主要为测试提供资源。该层资源需要支持虚拟化

XEN依V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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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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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内部结构图

整个系统使用云计算作为技术架构，因此本文将整个系统称为云测试系统

(AT-Cloud)。

3．2．1访问管理层

访问管理层为用户访问ABcloud系统提供接口。用户可以通过web界面访
问该系统。

3．2．2测试管理层

AIT-cl叫d的测试管理层由我们设计开发，并命名为Test—mallager框架，其包

括三个模块：云测试镜像匹配模块、云测试控制模块、云测试调度模块。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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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开源软件Euc2Llyp机s与开源测试框架Autotest之间的通信、负责为云端

挑选具体某个镜像进行创建虚拟机、为云测试系统提供基于测试用例级的调度服

务。下面章节将具体介绍各模块设计及功能。

3．2．3任务管理层

AT-cloud的任务管理层主要负责管理任务，由Autotest框架构成。AutoteStH钉

是一个完全自动化测试框架，尽管它最重要的设计是linu)【内核测试，但它仍有

许多其他的用途，如硬件虚拟机技术测试和其他linllx平台下开发的软件测试。

它被许多组织，如IBM、Google、Red Hat，研发使用。

AutoteSt框架由4层构成，包括用户交互层、数据层、服务层、执行层，如

图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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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Autotest分层结构图

Autotest的一个典型工作流程图如图3—4所示：

用户通过web界面或者命令创建一个测试任务(创建测试任务时，需要指

定具体的执行机一IP，及测试脚本)，server层的调度员monitor_db检测指定执行

机是否空闲，调度器创建server层的autoserv进程，autoseⅣ进程验证能否与执

行机进行无密码登陆，autoserv在执行机上安装或更新AutoteSt框架，autoserv

监控执行机。

▲●●，，，●●●●，●一-丫▲●●●，●●●；，●●●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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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otest调用执行机cliem，运行con们l me文件，记录系统信息，安装运行

测试脚本，测试结果放入结果库中。

图3-4 Autotest任务工作流程图

本文将AutoteSt框架安装在UbuI】m 9．10的环境下，主要负责任务的管理，

如加载任务、终止正在运行的任务。

3．2．4云管理层

AT-cloud的云管理层主要负责云端资源的管理，如虚拟机的管理。本文的云

端系统采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DaIliel Nun：Ili等设计研发的EucaLlyptusⅢJ开源软

件。Eucalyptus是一个用于实现云计算的开源软件基础设施。Eucalyptus是

Amazon EC2【43】的一个开源实现，并与EC2的商业服务接口兼容。不同于其他的

IaaS云计算系统结构，EucalyptIlS能够在已有的常用资源上进行部署。采用模块

化设计的EuCalyptus组件可以进行替换和升级，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云计算研

究的很好的平台【421。Euc2Llypms的设计目标是易安装、易维护和易扩展。与EC2

一样，EucalyptIls依赖于linuX和Xen或KVM进行操作系统虚拟化142mJ。为了

在单一的云计算系统中使用所有的资源，Eucal)，ptuS采用了分层的拓扑结构，如

图3—5所示。其中CLC代表云控制器(Cloud Con仃01ler)，CC代表集群控制器

(Cluster Con廿oller)，NC代表节点控制器(Node Corltroller)。节点控制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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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一个物理节点，是运行在虚拟机寄宿的物理资源上的一个组件，它负责启动、

检查、关闭和清除虚拟机实例等工作。典型的集群控制器运行在集群的头结点或

服务器上，它们都可以访问私有或公共网络。一个集群控制器可以管理多个节点

控制器。集群控制器负责从其所属的节点控制器收集节点的状态信息，根据这些

节点的资源状态信息调度进入的虚拟机实例执行请求到各个节点控制器上，并负

责管理公共和私有实例网络的配置。每一个EucalyptIls安装都包括单一的云控制

器。云控制器相当于系统的中枢神经，它是用户的可见入口点和做出全局决定的

组件。它负责处理进入的由用户发起的请求或系统管理员发出的管理请求，做出

高层的虚拟机实例调度决定。并且处理服务等级协议和维护系统和用户相关的元

数据。

图3-5 Euca帅tlIs的分层拓扑结构

本文将EucalyptuS安装在Celltos5．5环境下，Centos5．5系统自带xen虚拟化，

这可以帮助用户避免在安装Xen时带来的不便。本文将CC、CLC、SC控制器

安装在同一台机器上，拓扑结构如图3—6所示：



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研究

；囊_!
溺嘲{

⋯7一謦翻一爹一一～

3．2．5资源管理层

图3-6 AT-cloud的云端拓扑结构

资源管理层负责为A■cloud系统提供资源，如内存、硬盘。该资源层的节

点需支持虚拟化。本系统要求节点支持虚拟化Xen。

3．3云测试系统特征

AT-Cloud提供一个虚拟环境，并通过冗余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AT—C10ud

系统的特征如下所示：

·AT-Cloud能提高测试效率

将测试环境移交到云环境中，提高测试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当测试人员提

交任务后，根据任务调度原则云测试系统将任务分配到合适的虚拟机上运行。

●AT-C10ud能灵活管理计算机资源

AT-Cloud系统中，系统资源通过云进行管理，它能灵活的加入或退出云端。

测试人员也能方便的查看云端资源。

·AT-Cloud能自动创建测试人员所需的虚拟机

3．4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A-T-Cloud系统总体设计，随后描述了系统结构。本章最后

还介绍了该系统的主要特征，指出了其能提高测试可靠性及测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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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系统模块设计

XML作为数据交换的唯一公共语言，虽然不同的应用软件也支持其它的数

据交换格式，但不久之后他们都将支持XML，那就意味着程序可以更容易的与

Windows、Mac OS，Linu)【以及其他平台下产生的信息结合，然后可以很容易加

载)(ML数据到程序中并分析他，并以ⅪⅥL格式输出结果。镜像匹配模块主要负

责帮助云端选择具体某个镜像创建虚拟机并搭建测试环境，根据被测系统所需环

境及虚拟机镜像的多样性，通过定义基于ⅪⅥL的镜像及被测软件环境需求的描

述规范进行镜像匹配。SSH专为远程登录会话和其他网络服务提供安全性的协

议，由于其传输数据是经过压缩，所以能加快其传输速率。控制管理管理模块基

于pytllon的Pxssh协议实现数据传输。Djaulgo框架中的视图系统能为用户提供

良好的交换界面，用户管理模块利用Djallgo框架实现云测试系统客户端。

4。1镜像匹配模块

AT-C10ud通过分析被测系统的环境需求与现有镜像的描述文件匹配度自动

创建虚拟机。环境需求由测试人员提供，镜像描述文件由云端提供，如图3—7，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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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镜像描述文件

当然，在云端也有一份关于cpu、内存、硬盘等信息的描述文件，如图4．3

所示(该图通过访问云控制端所得)：

V翅Types：

“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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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b确 l

图4-3虚拟机描述文件

如果测试人员所需的操作系统式ubuI】胁，并且需要有jdk环境及数据库

mysql，通过比较TesU订aIlager组件将为其选择镜像erIli=ABl2CD02，然后再查

询被测系统要求的硬件环境，硬件环境需求也是采用xIIll格式描述。例如，被测

系统需要1CPU、128M内存、10G硬盘，我们将为它选择虚拟机的种类是

m1．small。其具体代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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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毋艘e=口·j
s伽忧F【弘

im田均me=””·。

i=0．一

j砘一
lFnj

for盘es i珏os．wallc(rt詹嘲e／吐雠曲：吼钾orkspac以e譬芘lou茁啦畦c浊aMge∥)：·j
for五le iⅡ五les【2】：··

口ee．append(出ee．p缸s《momd之honghll玉‘Wo矗Sp置ce’Testclou重s瞧畦c妇anage一’+
me))·．·

for点les in os．础((r’盘锄e?吐on醢u脚odc司睥cgTestclou出st&在cmser，)：·j
for五le in五les【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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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沱e．app蛆d(e缸ee．p缸s《／hom彰2．hoⅡg虹wodcspacdTestClo醢番s诬畦c翘s目，+盘e))
毒a疵es宅ee【o】．五ndall(’q雌’弘
翻硒砒len(蹬tries)·。
抽血t en缸ies【o】．J

却斑lt髓tries【0】．text一

谢lile砖l蛆(tree)：·一

rooLappen《口eeD】．g啪roo《灌。
i与+1．』

韵plint len(root)p
谢lile j《蛆心e0：∥

c砒矗ag．app髓d(”’，)一
chil矗a96】=玎··

蠡)r曲M ill root【jH
c雌clt唱6】．app既《childN

j与+1．-，

却如l既(child住酚·。
谢lile lcq髓(child住酚：·一

tagname．appeⅡd(”0·。

诅gname啕=【弘
纽m in强nge(0J髓(dlil越g啦D)：·一

诬gname啕．聊end啦ee啕．缸《出ild臼喀陶哪．琏酚弘
k=垂一l·一

毒Ⅸ血t&弘锄e【o】【l】．text．一
for i iⅡ珏珥e(o：l腿啦e勘：p

s饿珊ce．appe珏d(”r-)1J

so毗e【i乒【p
蠡醒j in r_盐ge(0=l既(住g酗me瞳))：·一

so眦e【i】．appeⅡd(tagname扛】D】．texD—
i与+1·一

蠡M k in mge(o=le《瞻e)一1)=．j
蠡M i iⅡr蛆ge(oje《saⅢce珏e《扛e砂l拂：．_‘

if soⅢceBen位e略1】酗in sot聪e【l(】：一

im弘锄e=source嗍【l∞(soⅢce【k》lp越弘锄e2sourceLkjLl∞tsoⅢceLE扩lr
e；lse：·一t

im掣班me=’．no”·』

breakj

ifim弘锄e一’．no”：·j
p畦nt’、Ⅳe have not img!¨ 一

else：·．；

p暖int im擎Ia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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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主要介绍了云测试控制模块的设计与实现。云测试控制模块主要分为3

个层次：底层为Eucal)科uS的CC、CLC组件，第二层为远程执行命令模块，最

上层为Autotest服务器，其中远程连接服务器采用SSH协议，因为其解决了网上

明文传输的问题。其层次结构如下图4—4所示：

a utotest server

令
Pxssh

今
cLc、 cc

图4-4云测试控制模块层次图

如上图所示，P)【ssh是用于在运程linux上执行命令，其主要在云端控制器

及Autotest服务器上执行。

云测试控制模块首先通过python中的xml．parsers．expat模块及xlIll．E恤e．

Elementl'ree模块解析测试需求文档，然后匹配云端镜像，如果匹配成功，云测

试控制模块通过Pxssh执行euca．m11．instances创建虚拟机，其具体代码如下，

拌create vm

sClould=pxssh．pxssh(tiIIleou卢300)

拌192．168．1．100为云端ip地址

sClould．109in(192．168．1．100，root，123456)

sClould．Sendline(’source．euca／eucarC。)

sClould．pronlpt()

sClould．sendline(’euca-describe·instances’)

sClould．prolnpt()

sClould．seIldlirle(’euca-砌-iIlstances-k mykey’+imgname)

sClould．prompt()

当虚拟机创建成功后，云测试控制模块使用euca．describe．instaulce，通过正则

表达式获取新创建虚拟机的ip，并将其传送给Au协teSt server端，使用”atest host

create ip-b x86 64”创建Autotest客户端，云测试系统再次通过命令”atest job create

—test test．m$ip$testname”创建测试任务， 调度器为运行的任务创建一个

autoserv进程，autoserv验证执行机，autoseⅣ在执行机上安装或更新AutoteSt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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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的Autotest运行con们l file文件，安装、运行测试脚本，收集测试结果。该

流程的具体代码如下：

缃lnzip

sAutotest=pxssh．pxssh(tilIleou卢300)
}f192．168．1．105为mltotest server端ip地址

sAmotest．109iIl(’192．168．1．105’，’r00t’，’123456’)

sl=”uIlzip mome／”+sourcen锄e+”-d／llome”
sAutotest．sendline(s1)

sAutotest．proII】Ipt()

抖create job
sAutotest．sendliIle(’／usr／loc州Autotest／scheduler／HloIlitor_db．py

／usr／loca淞utotest／results／’1
sAutoteSt．prorllpt0
sAutotest．sendliIle(’／uS饥oc础『Autotes讹；l抛est host create ip-b x86—钟’)
sAutotest．prompt()

sAutotest．sendline(1／us饥ocal／Autotest／cli／atest job create ～test test -m ip

x、ⅣTest’)

sAutotest．prompt()

撑get reslllt

retum renderjo』eSponse(’tesUeport．h_tIIll’，{’im掣lame’：im印卸∞))

4．3用户管理模块

云测试用户模块通过使用DjaIlgo框架主要用于为用户提供良好用户体验的

客户端以接受云测试服务。其上传文件界面如图4—5所示，
l趣量赫鞠回关于 摄告l撇f挂出要隶尉矗i：控递出5嘣。“

撒二一
些堕!!!壁_!璺睡删，
荆文件：

蕊囊鞴j釜婀虫瞻
王懈

图4-5云测试用户上传文件模块

主要通过如下代码得到控制

群user upload file

defupload』lel(request)：
fIactor_且le=request．FILES【’f．actomle’】
sou】．cejle=request．FILES【’sourcefile’】
global sou】∞en锄e
sourcename=source file．n锄ne

print sourcename

}}p血t source file

撑print source file．naIne

f．actor_destination=叩en(’mom砒血onghua／workSpace瓜stClouCI／僦ic／user／’+f-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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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_deStination-open(’／llome／zhonghua／wod【lspace／TeStClou出static／s伽眦e／I+

sou】∞e file．n锄ne，’wb+’)

for factor churll【iIl f．actor file．cbunks()：

fIactor destination．write(factor cbunk)

f．or sou】∞e cbu玎k iIl source file．cbl】n ksO：

source destiIlation．write(source chuIll【)

retum render to response(’success．html’)

4．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系统模块设计与实现，包括镜像匹配模块、控制管理模块及用

户管理模块。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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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云测试系统的任务调度

5．1任务调度基础

5．1．1任务调度基本概念

在汉语词典中，“调度”通常用作动词，意思是调换、布置。在自动化测试

中，任务调度是指在有限的测试资源情况下，如何合理布置测试任务的执行顺序，

以使各个测试任务能够更快速高效的完成，并满足测试工程师对测试任务运行时

的需求15制。并且，分配测试任务所依赖的测试资源及安排测试用例的执行顺序

等，都属于自动化任务调度的范畴。

在自动化测试中，任务是调度和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是测试模块或者测试

系统的一个逻辑单元，它可以定义测试的各种需求信息H3。任务的基本组成示意

图如图5一l所示：

图5-1任务组成示意图

一般来说，一个测试任务至少包含一个Suite(测试脚本)，一个Suite中至

少包含一个CaSe(测试用例)。

5．1．2任务调度意义

在自动化测试并未引入任务调度技术时，测试任务只能依次执行，严重影响

了自动化测试效率。另外，由于测试资源也必须手工分配，这也严重影响了测试

资源的利用率，间接影响了自动化测试效率。自动化测试中引入任务调度技术为

其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积极推动了自动化测试技术的发展。在自动化测试中

引入任务调度技术的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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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大提高自动化测试效率

在自动化测试中引入任务调度技术之后，当测试工程师同时将多个待执行的

测试任务加载到任务队列时，系统会根据当前测试资源能否满足相关测试任务的

环境需求来决定是否将该任务运行起来。测试任务只要满足运行条件，系统就会

自动将它运行起来，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测试效率。另外，由于任务调度概念的引

入，为在自动化测试中采用并行测试技术垫定了基础。只要有足够的测试资源，

在同一时间段内，多个测试任务同时运行，从而也大大缩短了整个项目的测试时

间，提高了自动化测试效率。再者，任务调度技术的引入，大大减少了人工干预

时间。测试工程师只需要将待运行的测试任务添加到任务队列即可，剩下的工作

都由系统自动完成，从而也进一步避免了由于手工操作而浪费的时间，进一步提

高自动化测试效率。

2)自动分配测试资源，提高测试资源利用率

在任务调度中运用自动分配测试资源技术，合理提高测试资源的利用率。在

资源分配过程中，优先将自身附属资源少而又满足任务需求的测试资源分配出

去，这样可以尽量保证资源需求特殊的测试任务得到运行。在定义测试任务需求

时，测试工程师只需要定义资源类型，而不需要定义具体某台测试虚拟机，从而

也保证了资源分配的灵活性，能够确保更多的测试任务得到运行。另外，测试任

务如果需要手工指定某台具体虚拟机时，很有可能由于测试人员的疏忽造成资源

分配冲突，从而导致一个甚至多个测试任务的无法运行，严重浪费了系统的测试

时间，而在任务调度中采用自动化分配测试资源之后，这种现象已不复存在。

3)灵活满足用户的测试任务运行顺序需求

在任务调度过程中，对各个测试任务设置运行优先级，从而使得用户希望比

较早运行的测试任务都能优先执行。另外，对测试任务本身的测试用例标识优先

级，使得测试任务中某些更重要的测试用例也能够优先得到执行，进一步加强了

测试任务运行的灵活性。再者，给某些具有关联的测试任务标识优先级，使得基

础模块的运行优先级更高，如果基础模块的测试不通过，那么依赖此基础模块的

测试任务就不需要再运行了，而也大大节省了不必要测试而浪费的时间，进一步

提高自动测试效率。

5．1．3任务粒度划分原则

在提交测试任务之前，测试人员必须先定义测试任务。从前面所述的任务组

成可以看出，一个测试任务的主要由一个个测试用例组成，所以运行测试任务的

本质就是执行其中的每个测试用例。一个测试任务可以包含一个测试用例，也可

以包含项目中所有模块的所有测试用例。很明显，这两种方式都不方便管理，而

且还会影响其执行效率。因此，这里就存在一个测试任务粒度划分的问题。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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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试任务时，在所有测试用例被运行之前，系统需要给整个测试任务分配所需

的有效的测试资源，这就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假如一个测试任务只含一个测

试用例，那么就相当于每运行一个测试任务之前都必须花费那么多时间，这大大

影响了自动化测试效率。在划分测试任务粒度时，除了需要考虑是否方便管理之

外，还需要考虑自动化测试效率，根据这条总原则，概括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任

务划分方式150'55】：

1)按项目的功能模块划分

这是最常用的测试任务划分方法，比如一个邮件系统，它可能支持发邮件、

收邮件等功能，那么就可以分别以各个功能为单位划分测试任务，测试任务由相

应功能的所有测试用例构成。以这种方式来划分测试任务，使得各个任务在逻辑

上更加紧密，方便项目管理，然而它却忽略了模块内部各个测试用例之间的关联

性，有可能造成一些没必要的测试，浪费宝贵的测试时间。

2)按测试用例拓扑结构划分

在自动化测试过程中，每个测试任务运行之前需要构造相应的测试用例拓

扑，如果相邻测试用例所需的拓扑结构相同，则可以共用该拓扑，从而也节省了

构造测试拓扑的时间。以拓扑结构为基础划分测试任务，同一个测试任务包含同

一模块中拓扑结构相同的测试用例。在测试过程中，这也就相当于按拓扑结构来

分配测试资源，测试任务运行结束时相关测试资源也被释放，从而保证测试资源

都被使用，大大提高了测试资源利用率。然而，按这种方式划分的测试任务，逻

辑性不强，不太方便管理。

3)按测试用例优先级划分

在所有模块的所有测试用例中，可以将基础功能的测试用例设置高的优先

级，而依赖于这些基础功能的其他测试用例设置相对更低优先级，以优先级相同

的测试用例组成一个测试任务，这样就形成了高优先级测试任务与低优先级测试

任务的制约关系，如果高优先级测试任务测试不通过，那么就可以认为同一模块

中低优先级任务也不能通过，从而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测试，节省了测试时间。

然而，这种方式组织的测试任务逻辑性也不强，也不太方便管理。

以上几种测试任务划分方法各有利弊，其中以功能模块划分最为常见。在实

际的测试过程，往往是以功能模块来划分测试任务，而关于拓扑结构和测试用例

优先级的优点可以在任务调度中由系统自行处理，从而使得测试任务既方便管理

又能够提高自动化测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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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云测试系统任务调度

5．2．1云测试任务状态

对于用户提交的每个测试任务，它们可能处于以下四种状态之一：“waiting”

状态、“ready"状态、“彻1njng”状态、“dissatis匆”状态。其中，“wajting”状态用

来标识测试任务刚刚被提交到测试任务队列所处的状态，该测试任务还没有进行

任务调度，它是测试任务初始化的一种状态，也是每个测试任务必经的一种状态；

“mming”状态用来标识测试任务正在运行的一种状态，当测试任务获得了所有的

需求时，它就可以运行起来进而转换为该状态；“ready”状态用来标识测试任务

准备就绪的一种状态，此状态是指该测试任务的需求全部满足，只是没用空闲的

虚拟机，一旦满足的虚拟机空闲，该任务的状态可立即转换为“nmning”状态：

“dissatis母”状态是用来标识不满足测试任务的需求时所处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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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测试状态迁移图

图5．2是各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和转换关系，下面对图中的各种状态及转

换条件进行详细说明：

条件1，测试任务刚刚被加载到测试任务队列时的初始状态为‘Ⅵajting”状态；

条件2，测试任务的需求能够满足，但是没用空闲的虚拟机，这时状态由

“、Vaitillg”转换为“ready”状态；

条件3，当处于‘‘、洒ting”状态的测试任务经调度后发现该测试任务的需求不

能得到满足时，该任务的状态由“、ⅣaitiIlg”变为“dissatis匆”状态；

条件4，测试任务的需求能够满足，且有空闲的虚拟机，这时状态由‘‘、ⅣaLiting”

转换为“nmning”状态；

条件5，处于“dissatis囟”状态的测试任务，云端控制器为其创建满足的该任

务需求的虚拟机，当其成功创建时，其状态由“dissatis匆”变为“mnIling”；

条件6，处于“ready”状态的测试任务，当其所需的虚拟机空闲时，状态转换

为“mnIling”状态。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从图4—2中可以看出，只有其它三个状态转换成

‘‘rImning’’状态，而‘‘nmning’’状态不能够转换成其它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一旦测试

任务占用了虚拟机，就必须先保证本测试任务的运行，不存在抢占调度。另外，

处于图中四个状态的任务都可能被用户删除掉，此时任务就处于“消亡”状态，

由于该状态的测试任务已被删除，没有很大的研究意义，所以本文没有过多提及。

5．2．2云测试任务调度原则

根据前面的“需求分析"相关章节可知，任务调度需要考虑的调度原则主要

涉及到任务分解、优先级、测试用例的环境需求等，下面对它们进行一分析：
1)任务分解

任务分解主要考虑测试任务内部的测试用例的分解。当一个任务包含多个测

试用例时，测试用例问没有依赖关系的脚本分配到不同的虚拟机上执行，提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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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效率。

2)优先级

优先级主要考虑测试任务本身的优先级，以及测试任务重测个测试用例的优

先级。当有多个测试任务时，优先运行优先级高的测试任务，如果测试任务的优

先级相同，则优先运行加载时间早的测试任务；而对于某个待定的测试任务，也

优先运行优先级高的测试用例，对于优先级相同的测试用例，则按第(3)因素

进行调度，最后按测试用例编号进行调度，即在其它调度策略还不能决策出测试

用例的执行顺序时，优先运行编号小的测试用例。

3)测试用例的环境需求

为了保证测试任务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及时释放空闲的测试设备，需要考虑测

试用例的环境需求情况。这一要求Autotest框架内部已经实现，详见第三章。

5．3云测试系统调度算法

并行测试任务之间一般有一定的依赖关系，比如一个任务的输出是另外一个

任务的输入。这些任务构成一个DAG图，所以并行测试任务的调度可以归纳为

DAG图的调度问题。

相互依赖的任务可以表示为一个有向无环图(图5．3)，G(VE)，当中的

V={R j=1，2，．．．，n)是一个任务的集合，lVI=n。E是指任务之间的通信，fEI=e。任

务的计算量和通信量等属性表示如下：

图S3有向图(DAG)表示的任务模型

·cij∈C是边eij=(Ti，T．)∈E的通信量，如果这两个任务调度到同一台机器，

则他们间的通信量为零。

· 任务Ti∈V的权值tj∈T是任务Ti的计算量。

本文主要采用虚拟机数目不确定的DAG调度方法，根据启发式DAG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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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分类，我们还可以把它分成四大类。它们分别是表调度算法，聚簇调度算

法，基于任务复制的调度算法，基于遗传算法和随机搜索技术的调度算法。本文

将重点介绍表调度算法。

5．3．1表调度算法

目前大部分的DAG调度算法都是基于一种所谓的表调度技术。表调度算法

m49】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通过给每个任务节点赋予优先级，用于确定一个调度序

列，然后重复执行以下两步，直到图中所有节点被调度

(1)从调度序列中移除第一个节点；

(2)把该任务节点调度到可以最先执行该任务的虚拟机。

由于在传统的表调度算法中，调度表在任务节点调度到虚拟机之前就已经确

定好执行序列(即静态创建)，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调度表在任务调度过程中

不能再更改，然而这就可能造成在调度过程中那些本应优先执行的任务节点因其

优先级别低而迟迟不能执行的情况。因此，人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表调度

(dynaIIlic list scheduling)的方法。该方法在每次执行一个任务后，重新计算所

有未被调度节点的优先级别，并对调度表进行重新排序。即采用下面三个步骤：

(1)决定所有未被调度节点的新的优先级：

(2)从调度表中选择优先级最高的节点进行调度；

(3)把该任务节点调度到可以最先执行该任务的虚拟机。

5．3．2基于测试用例级的表调度算法

考虑云计算环境下虚拟机及测试任务的不确定性，本文提出以测试用例级为

粒度，在原有的表调度算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调度方法。对测试任务，采用表

调度算法，对于子任务，则采用4．2．2的任务调度原则进行虚拟机的动态生成与

分配。具体算法如下：

前提条件：创建虚拟机所需时间为V，阀值为“，每个子任务的运行所需时

间已知。

任务(Tl，T2，T3⋯Tn)的调度采用表调度算法——每个任务节点赋予优先级，从

而确定一个调度序列，然后重复执行以下两步，直到所有任务被调度。

(1)从调度序列中移除第一个节点；

(2)把该任务节点调度到可以最先执行该任务的虚拟机。

而对于Ti(tl，t2，t3⋯t。)任务的子任务调度的算法——根据子任务的依赖关系绘

制DAG图，根据DAG图获得某时刻入度为0的最多的子任务个数max和子任

务并发运行时所需的最长时间F，例如，5．3所示的DAG图下子任务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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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13，18，20，18，35，7)，子任务并发运行的路径有(Tl，T2，T6，T7)、(Tl，T3，T5，T7)、

(Tl，T4，T6，T7)，所以其最长时间F=72，最多的子任务个数maX=3。已满足该任务

的虚拟机个数为n。

IF V-F<=Il

IF云中能创建的虚拟机的个数m>maX．n

创建ma)(-n台虚拟机：

ELSE创建m台虚拟机：

再根据表调度算法进行子任务分配。

5．4云测试任务调度数据流程

本文提出的云测试系统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调度：第一、测试任务之间的任

务级调度；第二、对选出测试任务分配测试虚拟机的虚拟机级调度；第三、测试

任务内部的用例级调度。关于这三方面的调度，首先进行任务之间的任务级调度，

选出一个测试任务，然后测试任务内部进行用例级调度，调整测试用例执行顺序，

使得任务能够尽量缩短测试任务执行时间，最后对进行虚拟机级调度。任务级调

度和虚拟机级调度都是以测试任务为基本单位的，且在虚拟机级调度完后需要启

动任务执行进程，然后返回任务级调度进行下一个任务的调度，用例级调度在测

试任务内部进行，它以测试用例为基本单位。下面对这三方面的调度进行详细阐

述。

5．4．1任务级调度

任务级调度时针对存在多个测试任务的调度，对于各个不同的任务，首先满

足优先级高的测试任务运行条件，使得优先级高的任务尽早执行，另外，如果优

先级相同，则按先来先服务原则，满足最早进入测试任务队列的任务，具体数据

流程图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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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获取队列中非运行状态任务数

鋈
选出优先级最高的任务

‘}三翌
i选择最早进入测试队列的任务

用例级调度

结束

图孓5任务级调度流程图

其中，图5．5中的‘‘不是运行状态”包括“w出ting’状态、“ready’’状态、

“dissatis匆”状态，即，只要任务队列中存在非“11lnniI培’状态的测试任务，则调度

进程一直会调度下去。

5．4．2用例级调度

测试任务的用例级调度主要是任务内部调度，其宗旨就是如何调整测试用例

执行顺序，分解测试用例，以达到提高自动化测试效率或者提高测试资源的利用

率。图5．6是用例级调度的详细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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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虚拟机级调度

图硒用例级调度流程图

测试任务的虚拟机级调度时对用例级掉选出的测试用例的任务项进行分配

虚拟机。在给任务分配测试设备之前，需要先主动查看其cpu、内存的使用率，

这样可以把测试任务分配给使用率低的设备，提高测试效率。如图5—7是虚拟机

级调度的数据流程图：



5．5本章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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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开始 、)
＼ ／

◆
查看满足任务的虚拟机

的cpu、内存的使用率

扩
按照cpu、内存使用率，

虚拟机排序

◆
给测试用例分配虚拟机

◆
返回测试用例级调度

◆

( 结束 )
图5-7虚拟机级调度流程图

本章首先介绍了自动化测试系统中任务调度的基本概念及任务调度意义，并

根据实践经验介绍了测试任务的粒度划分原则，然后分析了基于DAG图的任务

调度原则，最后分析了基于云测试系统的任务管理方法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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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实例

6．1．1实验环境

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研究

第6章云测试系统的实验

本实验采用3台计算机，其中2台计算的配置如下：

· CPU：Intel@ Pentiurn@ 4 3．06GHZ

● 内存：2G

●硬盘：160G

· 操作系统：CemOS 5．5

另一台机器配置为：

· CPU：IIltel@ PentiuIn@ 4 3．06GHz

● 内存：2G

●硬盘：160G

· 操作系统：UbuI】加9．10 Desktop

本系统的测试环境搭建、测试效率等因素主要由两个参数决定：

第一、云端node结点数，结点数越多，则能创建的更多的虚拟机。

第二、云端的操作系统的镜像数，如果测试系统所需的环境与云端的系统

不匹配，系统则反馈给用户为测试失败，环境不匹配。所以如果镜像

的种类越丰富，则能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服务。

本实验所采用的实例是基于ub咖Im9．10、mysql、jaVa、tomcat环境下开发的

邮件系统，其中需要测试的功能有：1．注册，2．登陆，3．写信

6．1．2测试用例

1、注册T1：

首先应该清楚合法邮箱应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邮箱名只能包含(O～9)的数字、(a-z或A．Z)的字母以及(．)；

2) 邮箱名首字母必须是以(a—z或A—Z)的字母开头；

3)邮箱名的长度必须在10~30之间。

测试用例：

1)注册一个新邮箱时，不填写【用户名】和【密码】，是否弹出提示信息，

提示：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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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一个新邮箱时，填写正确的【用户名】，不填写【密码】，是否弹出

提示信息，提示：密码不能为空：

3)注册一个新邮箱时，不填写【用户名】，【密码】和【确认密码】都填写

正确，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用户名不能为空；

4)注册一个新邮箱时，【用户名】填写一个已经注册过的用户名，是否弹出

提示信息，提示：该用户名已经被使用；

5)邮箱名包括非法的字符，即(0～9)的数字、(a-z或A．Z)的字母以及(．)

以外的字符，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邮箱名只能是(¨9)的数字、 (a-z

或A．Z)的字母以及(．)；

6)邮箱名以(a．z或A．Z)的字母以外的字符开头，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

示：邮箱名只能以(a-z)的字母开头：

7)邮箱名长度小于10个字符，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邮箱名长度必须

在l肌30之间：

8)邮箱名长度大于30个字符，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邮箱名长度必须

在10～30之间；

9)注册成功后，是否弹出注册成功的提示信息。

2、登录T3

测试用例：

1)【用户名】和【密码】都不填写，点击【登录】，是否弹出提示信息，

提示：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为空；

2)填写正确的【用户名】，不填写【密码】或者填写错误的【密码】，是

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密码错误。

3)不填写【用户名】， 【密码】中填写一个已注册的用户的正确密码，是

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用户名不能为空；

4)填写一个没有注册过的【用户名】，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该用户

名没有注册；

5)填写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能成功登录。

3、写信T2

测试用例：

1)写信界面不填写任何信息，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未指定邮箱地址。

2)填写【收件人】，不填写【主题】，是否弹出提示信息，提示：主题未填

写，是否确认发送?(这个提示不是必须的，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有些邮箱系

统不填写主题也可以直接发送。)：

3)填写正确的【收件人】、【主题】和【正文】，是否能成功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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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写邮件时，在【收件人】中填写一个不存在的邮箱地址，系统是否会发送

一封系统退信邮件，并且该退信邮件的内容和格式都正确，即：显示了发送给哪

个收件人的哪封邮件无法被收信人接收；

5)写邮件时，在【收件人】中填写多个收件人，这些收件人的收到的邮件中

的【收件人】是否会显示所有收件人的地址(重点是发送一封邮件到该系统当前

登录用户，查看当前登录用户所收到的邮件中的收件人内容)；

6)写邮件时，抄送一封或多封邮件，查看收件人【抄送】一栏的是否能显示

正确的抄送人地址(重点是发送一封邮件到该系统当前登录用户，查看当前登录

用户所收到的邮件中的抄送内容)；

7)写邮件时，密送一封邮件，查看收件人收到的邮件是否会显示密送人的地

址，且密送人是否能收到该邮件(重点是发送一封邮件到该系统当前登录用户，

查看当前登录用户所收到的邮件中的内容是否有密送地址)；

8)上传附件之后，是否有删除附件的功能；

9)写一封邮件，添加附件，然后填写正文的内容，查看接收到的邮件的正文

是否能正常显示(重点是发送一封邮件到该系统当前登录用户，查看当前登录用

户所收到的邮件中的正文内容)；

10)填写一封邮件后，【存草稿】的功能是否实现；

11)发送邮件成功后，是否弹出发送成功的提示信息；

12)存草稿成功后，是否弹出提示信息。

设定依赖关系为T3依赖T1。任务的DAG如图5．1所示：

6．2实验结果

图岳l邮件系统依赖关系

在任务提交前，云环境下的可用资源如图6—2所示，环境中没有一个可用虚

拟机。在任务提交后，Eucalyptus为其创建了两台虚拟机192．168．1．101及

192．168．1．104，虚拟机创建成功后，云测试调度模块同时将T。及T：任务分配到两

台虚拟机上，图6—4显示了两个任务运行的监控，Tl任务分配给192．168．1．104，

T2任务分配给192．168．1．101，当Tl运行结束后，192．168．1．104继续运行T3任务，

如图5．5所示。图5—6及5．7分别显示了两台虚拟机运行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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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192．168．1．104虚拟机运行结果图

本章首先介绍了具体云环境，并简要介绍了在该环境下需要进行测试任务，

然后阐述了测试任务在该系统下的运行状况，最后介绍了任务运行时状态接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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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主要内容总结

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研究

第7章总结与展望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质量意识越来越高，软件测试是保证软件

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将测试人员从重复繁杂的测试工作中解放出来，

缩短软件开发周期，提高测试效率，自动化测试技术逐渐发展了起来。然而，测

试环境准备的工作却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将测试环境移交到云环境中可以

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使用的云计算技术是近期非常热门的技术，世界各大服务厂商都对其倾

注了极大的热情，甚至有学者指出云计算己经成为目前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云

计算带来的变革将改变人类社会结构。目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云计算的

概念确实已经普遍被人们接受，并且涌现了不少云计算的成功案例。目前己经存

在了许多云计算技术基础平台，并且在这些平台功能上不断完善。

本文首先根据开源软件Eucalyptus及Autotest构建云测试的实验系统。采

用EuCalyptus作为构建基于云计算的软件测试服务系统的底层架构，采用

Autotest作为自动化测试框架。利用EucaJyp恤s可以灵活的管理虚拟机，如动态

的分配、删除虚拟机。Autotest架构可以灵活的添加客户端，其只需通过命令

cli add就可以将虚拟机添加至客户端列表。

再次设计了三个系统模块：镜像匹配模块、控制管理模块、用户管理模块。

镜像匹配模块主要负责帮助云端选择具体某个镜像创建虚拟机并搭建测试环境，

根据被测系统所需环境及虚拟机镜像的多样性，通过定义基于xml的镜像及被测

软件环境需求的描述规范进行镜像匹配。控制管理管理模块基于Pxssh协议实现

数据传输。用户管理模块利用DjaIlgo框架实现云测试系统客户端。

最后根据测试任务所涉及的子任务的拓扑序列及各类测试资源的使用状况

提出了以测试用例级为粒度，在原有的表调度算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调度方

法。对测试任务，采用表调度算法，对于子任务，则采用优先级、任务依赖关系

等任务调度原则进行虚拟机的动态生成与分配。

7．2进一步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分布式系统成为主流计算机应用模式。一般来说，分

布式系统由一组服务器或者网络设备组成，具有软硬件平台分布性、应用高并发

性的特点，使得分布式系统的测试过程变得相对复杂和困难。本文对云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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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主要构建了一个基本云测试环境，为进一步开展云计算机环境下的系统

测试奠定实验环境基础，本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有：

扩展云测试系统，使其支持对于分布式系统测试并行测试的研究。分布式系

统具有多节点同时运行、并发用户多的特点。从测试系统的数据分布、功能分布、

流程并行、测试参数分割、功能测试和性能测试(例如压力测试)的特点等多个

角度来分析分布式系统的隐含并行性，确定测试任务分割方法和测试任务流的生

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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