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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编写目的

1.1	编写目的
目前web页面UI自动化测试框架种类繁多，多数需要使用人员具备一定的编程能力。而pyswat采用的执行方式是类似QTP或Selenium	IDE

的录制脚本的原理，然后进行回放，而不同的是pyswat录制的不是脚本命令，而是操作执行的步骤（案例），excel对于操作步骤清晰可见
，同时便于修改维护。
另外看到那些录制后通过xpath的方式定位元素的方式感到恐怖。
而采用录制抛弃手写自动化程序的意义一方面是降低自动化测试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另一方面是以往项目的界面更新修改导致脚
本定位元素失效是很头疼的事情，而录制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此种影响，对于有变动的步骤重新单独录制一遍即可。

1.1	编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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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yswat优势有哪些

1.2	pyswat优势有哪些
pyswat框架最主要的模块在于录制和回放上。虽然pyswat也是基于selenium实现的web自动化操作，但

是pyswat框架完全对selenium进行了封装，在回放时不需要大家去操心如何去找页面元素。而录制时一

方面借用了selenium，另一方面利用pythonHook记录下用户的鼠标，键盘操作以达到录制案例的目的。

而对于诸如select，frame，框架中处理的是很好的。另外框架自己也封装了一些方法，如：drag方法

（拖拽，区别于selenium的软拖拽，完全是根据传入两个元素的位置做了物理拖拽，效果更理想）	check

方法（页面内容检查，传入你想检查的内容，回放时会在日志中记录查找结果统计）scroll方法（滚动屏

幕，支持底部，顶部滚动，滚动到元素位置，流畅滚动等）uploadFile方法（传入文件路径即可，支持多

个文件同时上传，对于检查文件不存在等异常会自动关闭选择文件）

另外pyswat框架在异常处理上，做了浏览器弹出框的失败重新回放执行步骤，这样再也不怕测试时遇到弹出框导致用例执行失败了。
这里我以雪球网站为例，看看录制登录的案例的摸样，如下图

在“login”表里大家可以看到StepID（步骤ID），Action（动作来源），思考时间（动作执行等待时

间），坐标（鼠标点击的屏幕坐标，这个在回放时可以当做一个轻骑兵来用），属性（记录元素的属

性），步骤（记录操作，只做提示查看不影响回放），输入（需要输入文本时，后续完善优化脚本需要在

这里调整），参数（配合输入中的内容，可以将这个输入定义为一个参数，后文可以调取这个参数名）

大家看到的这个excel表完全是自动生成的，只有当优化脚本时，你可能需要定义参数或是使用框架的封装功能时才需要手动调整。
对于运行，详实记录日志及报错截图，当运行完后生成柱状图。（目前还未加入自动发邮件功能）
![](image/3.png)

1.2	pyswat优势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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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yswat优势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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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yswat框架环境搭建

1.3	pyswat框架使用环境搭建
由于pyswat是使用python写的，目前只支持windows下python2.7的环境。

1.3.1	python安装
官网下载python27windows版本，最好是64位的。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releases/2.7/

安装成功后，运行--cmd--输入	python

看到如下信息表示安装成功。

1.3.2	selenium库安装
运行--cmd--输入	pip	install	selenium

注意不要使用3.4的版本（最新版貌似用起来有问题）

当selenium安装成功后，大家先手写一个脚本，通过selenium打开浏览器，如果成功再继续后面的步

骤。有关脚本及selenium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看我的《python自动化测试应用-第5篇（WEB测试）--

1.3	pyswat框架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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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nium环境篇》。强烈建议大家首先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

关于selenium的环境准备可以移步我的博客查看	python自动化测试应用-第5篇（WEB测试）--

Selenium环境篇。也可以百度搜索“辣么丑	selenium”，微博搜索“lamecho辣么丑”。

1.3.3	其他的库安装
使用到的库，大家可以手动下载或者通过	运行控制台输入	pip	install	第三方库名

1.xlrd，xlwt两个库。用于操作excel表格

直接

pip	install	xlrd

pip	install	xlwt

2.ConfigParser。用于读写“Enviroment.ini”配置文件

pip	install	ConfigParser

3.numpy库	用于生成运行结果柱状图

numpy库，建议大家去https://pan.baidu.com/s/1dE6u7kt	下载安装（这是我提供的网盘链接）

4.matplotlib库。用于生成运行结果柱状图

matplotlib库，可以去官网下载http://matplotlib.org/users/installing.html#windows	或直接pip安

装，输入

python	-m	pip	install	-U	pip	setuptools

python	-m	pip	install	matplotlib

5.pyHook库。用于python钩子，记录鼠标键盘操作。注意安装版本要对应python版本和32位还是64位

的要求

官网链接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pyhook/files/pyhook/1.5.1/

由于官链的版本是win32位的,如果操作系统是win64位的，去下面的链接下载
http://www.lfd.uci.edu/~gohlke/pythonlibs/#pyhook

（当然我提供的程序压缩文件里，包含了64位的安装包。）

替换之前的32位pyHook文件，进入到python27安装目录下，我的在C:\Python27\Lib\site-

packages\pyHook，删除之前安装的pyHook，将刚下载的64位压缩包中的pyHook复制到安装目录下就

好了。

6.pywin32。python下操作win32api。同样注意下载的版本是32位还是64位。

大家去https://pan.baidu.com/s/1dE6u7kt	下载安装（这是我提供的网盘链接），里边是64位操作系统

的版本

1.3	pyswat框架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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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win32安装完后，运行脚本

			#	-*-encoding:utf-8	-*-

		import	win32gui

		import	win32con

		win32gui.MessageBox(0	,	u'请准备好测试环境，点击确认继续！',	u'pyswat-录制',	win32con.MB_OK)

		

如果弹出提示框表示安装成功。

如果还是有问题，参考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72ee561aa7f129e16138dfa1.html?qq-pf-

to=pcqq.group

		里的解决方法
		

7.bs4库。beautifulsoup4

pip	install	beautifulsoup4

全部都安装完成后，可以运行pip	list，查看目前安装的版本信息。如下图

1.3	pyswat框架环境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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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yswat使用步骤

2.1	程序概览
2.2	认识配置文件
2.3	开始录制
2.4	回放及调试
2.5	执行结果查看

2.pyswat使用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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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程序概览

2.1.1	pyswat框架文件结构

首先获取到程序文件后，拷贝至任意目录。红框所示文件是必须文件。下面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

1.“modual”文件夹中包含程序运行依赖的模块。

![](image/6.png)

2.“pic”文件夹保存程序运行时报错截图

3.“2excel.py”是生成excel案例的python程序。运行时确保“temp_case.txt”存在，当

然“temp_case.txt”名称是可以在配置文件中任意指定的。“temp_case.txt”可删除。

4.“res.png”是运行结果的柱状图。可删除。

5.“run.log”是运行时的日志文件，便于查看运行情况。可删除。

6.“temp_case.txt”文件是运行“webs_record.py”生成的录制原始文档。需要用“2excel.py”转

换为excel格式。可删除。

7.“temp_case.xls”文件是转换后的案例文件，可删除。

8.“webs_record.py”为录制程序。

9.“webs_replay.py”为回放程序。

10.“雪球网演示案例.xls”为回放执行案例。

2.1	程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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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程序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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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认识配置文件

2.2.1	”Enviroment.ini“
”Enviroment.ini“是配置pyswat框架运行环境的作用，测试人员在使用pyswat时需要提前配置好运行的各项参数，如：录制网址，录制
生成文件名称，录制浏览器选择，回放网址，回放案例，回放浏览器选择，参数记录等内容

2.2.2	”Enviroment.ini“详细说明
![](image/7.png)

打开“Enviroment.ini”如上图所示，配置文件包含5个section（record，2excel，replay，parameters，parameters_seq）。
其中后两项parameters，parameters_seq是自动生成的参数值，当案例中配置有参数后，在案例回放后会自动写入更新。

1.	[record]
控制“webs_record.py”录制程序的相关参数。
1.1“file	=	temp_case.txt”

	 	 录制完成后生成的原始记录的文件名称
1.2“url	=	https://xueqiu.com”

	 	 录制网址url链接
1.3“browser	=	Chrome”

	 	 录制使用浏览器，目前支持Chrome，Firefox，IE。需要selenium运行环境中存在对应各个浏览器的driver

1.4“ex-record	=	1”

	 	 录制增强模式，默认打开。0是关闭（建议打开）

2.	[2excel]
控制“2excel.py”程序转换案例程序的相关参数。
2.1“sheet	=	temp_case”

	 	 生成案例的sheet名称，可自定义
2.2“file	=	temp_case.xls”

	 	 生成案例的excel文档名称，可自定义
2.3“smart_mode	=	1”

	 	 转化模式，目前默认为1，自动转换键盘输入内容。目前pyswat框架运行只识别该模式下的案例。

3.	[replay]
控制“webs_replay.py”回放程序的相关参数。
3.1“file	=	C:\Users\lamecho\Desktop\pyswat\雪球网演示案例.xls”

	 	 运行案例的完整路径
3.2“case	=	login,send_message(20)”

	 	 运行案例的case名称及运行次数。如本参数是运行”雪球网演示案例“中	login,send_message两个case，其中sen

d_message运行20次。
3.3“url	=	https://xueqiu.com”

	 	 回放时打开的web网址
3.4“browser	=	Chorme”

	 	 录制使用浏览器，目前支持Chrome，Firefox，IE。需要selenium运行环境中存在对应各个浏览器的driver

3.5“think_time	=	0”

	 	 思考时间配置，0表示不使用录制的思考时间；1表示回放时执行思考时间。
3.6“wait_time	=	3”

2.2	认识配置文件

-	14	-本文档使用	看云	构建



	 	 各个case切换时的等待时间，默认3秒
3.7“retry	=	0”

	 	 当案例回放失败后是否执行重试，0不打开重试功能，1执行重试。目前演示版本未放开此功能。						

4.[parameters]
保存案例中指定random方式生成的参数名称及其内容。
4.1“p1	=	message-0020”

	 	 当存在多个参数时，会依次保存。可修改参数内容，运行时确保案例中调用的参数存在于配置文件中。

5.	[parameters_seq]
保存案例中指定的sequence方式生成的参数及其内容。
5.1“p1	=	message-0011,message-0020,message-0017”

	 	 当存在多个参数时，会依次保存。可修改参数内容，运行时确保案例中调用的参数存在于配置文件中。注意分隔符号采
用英文逗号。									

		 	

2.2	认识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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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始录制

2.3.1	录制第一个案例
使用webs_record.py开始录制。

当我们准备好配置文件“Enviroment.ini”后，双击”webs_record.py“运行录制程序，等待浏览器

打开被录制网址。本教程以雪球网站登录为操作case。如下图，正常打开雪球后浏览器窗口最大化，

并弹出提示框提示是否准备好测试环境，点击”确定“开始录制。

2.3.2	录制操作
pyswat的录制采用先右键定位网页元素的方式，先获取定位元素的各项属性，及点击坐标位置等内

容。右键选中的网页元素会被画一个红框表示定位元素正常，并且记录到当前元素的各项属性内容，

这里雪球网站的”登录“按钮通过右键是无法正常获取的（红框会画在整个网站的body体上，此时

代表正常获取失效），当录制程序遇到这种元素时会开启增强模式录制元素内容，我们在录制操作上

不用去理会直接下一步左键点击”登录“按钮即可。

可以看到程序记录下了点击的坐标级各项属性值（注意这里增强模式录制的属性内容会比正常模式的

属性内容少）。接下来当左键点击”登录“后会弹出登陆框，我们先右键继续获取输入用户名的输入

框元素，这时可以看到输入框会闪一下红框，代表获取元素成功并记录下相关属性信息。

2.3	开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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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输入用户名，继续获取密码，登录等元素后操作登录按钮完成本次登录的case录制。

总体来说pyswat的录制采用先右键获取元素的方式到达录制案例的目的。当我们录制结束后，点击键

盘的”end“键结束录制。此时结束录制会生成一个临时的txt文档”temp_case.txt“。大家可以打

开查看具体的录制结果。注意当结束录制后，”temp_case.txt“在行末加入‘over’标识。

2.3	开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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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录制完一个case后，接下来就是将”temp_case.txt“转化为excel案例case。

2.3.3	转换案例	2excel
使用2excel.py转换”temp_case.txt“，生成“temp_case.xls”案例文档。这里需要注意，转换前

检查”temp_case.txt“里只存在一个‘over’标识。尽量在录制新的案例时，先删除原有的

”temp_case.txt“文件。转换成功后会覆盖或生成新的“temp_case.xls”，此时可以将生成的案例

拷贝之自己的项目案例总表中（项目案例总表需要自己创建，维护）

2.3.4	总结
pyswat录制采用先右键获取元素的方式，所以一定要在操作上使用好右键，才能达到准确识别点击元

素。结束录制点击键盘的‘end’按键。

2.3	开始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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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回放及调试

2.4.1	回放案例
当我们成功录制好案例后，在配置文件中定义好回放的相关配置如：file（回放案例完整路径）case（案

例中想要回放的case，多个case以英文分割）url（回放网址）等。在准备好回放配置后，双击运

行“webs_replay.py”我们的回放程序，就会开始回放了。如下图程序打印日志。

当回放完成后，在根目录下也会生成“run.log”日志文件，方便对结果的检查。

2.4	回放及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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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清楚的记录了程序运行时间，运行案例，case，步骤，执行情况，结果等信息。

当回放时，发现有步骤报错，根据报错信息查看对应步骤，检查报错原因，然后修改，优化我们的案例。

因为pyswat框架在定位查找元素同样是依据selenium的提供的API进行查找，只是在框架里对查找进行了

智能算法优化，并提供给使用者多种查找组合。

举个简单的例子，看下面的案例截图

在step3中，我们录制的“属性”信息为：

“tagName:A,id:,name:,value:,placeholder:,class:followStock,href:https://xueqiu.com/hq#,innertex

t:关注,docker:“

可以看到该元素的属性只有tag，class，innertext几个属性值。这时在selenium里只能通过

find_elements_by_class_name('followStock')去查找元素，并且会找出来一个元素集合，这时回放时，

程序是无法判断你是要点击具体哪个元素的。这时有几种方法去处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

1.在pyswat框架里是可以写python脚本的，我们可以将案例中属性内容清除，通过手写脚本实现。像这

样browser.find_elements_by_class_name('followStock')[0].click()。

2.由于框架在录制时是记录了点击位置坐标的，这时我们就可以把案例中属性内容清除，换成”失去焦

2.4	回放及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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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需要引号。此时程序在运行到这个step时，会自动切换回放模式到物理点击上，放弃selenium的

获取方式，通过鼠标的模拟点击达到点击操作的目的。

3.最后这种方式是pyswat框架比较建议的，在”输入“中通过at指定的方式关联查找内容（见截图）。具

体用法会在后面的高阶部分涉及。

2.4.2	案例调试及优化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case，雪球网站登录后发布消息的案例。截图见下方

在引言中带大家认识了案例的每列的含义，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由于我们的案例是自动生成的，原则上除

了“参数”这列是需要后期大家自己定义，其他的列都是程序根据实际录制结果而自动生成。

优化脚本建议思路：

1.“步骤”由于在回放中不影响程序执行，只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每一个step的操作含义，这里建议

大家在录制的案例中对于表述不清楚的步骤项手动添加，比如“点击---->DIV”这个步骤确实没有什

么实际意义，还是希望大家替换成“点击---->关闭”这类更有参考价值的文字内容；

2.“输入”实际录制的是录制时大家输入的文本内容，比如在step5中我们在发布一条消息输

入“test”，如果系统对于输入有做唯一性的判断或要求，这时我们的案例回放是会失败的（难道要

每次回放都要修改内容？），其实只要对输入做参数化定制，修改为“random:随便说说+int(3)”。

在实际回放时会自动生成文本“随便说说456”（数字是3位的随机数），这样我们的案例就会更丰满

（原谅我想到了这个词）一些。具体的用法会放在后面的高阶教程中，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优化案例

的思路。

3.“参数”在案例中也是起到很重要的，在本case中，对于输入内容指定了参数p1，这样后面的案例

某个步骤需要用到这个参数时，比如还有个输入步骤我想输入同样的内容，这时我们可以把“输

入”项中原有的内容删除，只需要在“参数”项中写入p1就可以了。

4.“属性”项原则是不需要大家修改的，但对于调试失败的步骤，我们需要查看案例中对应步骤的属

性是不是和实际页面有差别。这里也举个例子，在录制百度页面时，对“设置”的录制，原本在页面

设置的“class：pf”，而鼠标移到“设置”上点击后变为“class=pf	pfhover”class会多出一个，所

2.4	回放及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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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针对这种情况，如果碰到失败的步骤，建议还是手动删掉这个多出的名称。

2.4	回放及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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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执行结果查看

2.5.1检查日志
日志文件“run.log”会记录每次的执行情况，需要时可以根据时间快速定位问题

2.5.2	结果柱状图
将回放结果生成“res.png”，生成的柱状图直观的反应本次的执行结果。

2.5.3	发送邮件
此功能暂时未开发，因为最近一直在优化框架，而本功能的开发难度也比较低，暂时先拖拖。

2.5	执行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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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yswat高阶使用

3.1“输入”和“参数”
3.2	“at”指定
3.3	pyswat中写python
3.4	index属性
3.5	innertext属性关联参数

3.pyswat高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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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输入”和“参数”

3.1.1“输入”的使用进阶
“输入”和“参数”算是一对好基友。在案例中这两个地方的内容一般是需要搭配使用的，在前面也多次

提到过他们的使用。

比如说这样的测试场景，在每一次回放时需要针对某个步骤的输入是不同的值，但我们的录制是固定的一

个输入内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原来的固定“输入”内容替换。这时就要派上我们的random出场

了，将输入内容替换成random试试吧！

花式输入之	random
首先我先列举出一个比较全的用法---random：测试+int+str(6)

代表每时输入的内容是：“测试xL06am”其中“测试”是前缀，“xL06am”是随机字母加数字的6位

数。

同样的最简单的用法是直接输入random，随机生成数字+字母。也可以这样random：int+str(10)不要前

缀，或者这样random：test+int(4)。具体组合自己开发，哈哈。

花式输入之	sequence
sequence与random不同在于指定按照顺序生成输入内容。比如我们在”输入“项里填上sequence：

test，在执行案例的时候会按照顺序生成”test0001“，”test0002“以此类推。

这里要强调一点，指定输入为sequence，一定要在”参数“项里定义参数名称。而且sequence是需要搭

配我们的case运行次数才有实际效果的，比如在配置文件中指定某个case运行次数为10次（运行次数在配

置文件中指定），而这个case中有个step的输入是sequence方式，那么在这10次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这

个step的输入会按顺序依次生成。第一遍会输入”test0001“，第二遍执行输入”test0002“这样。

当然你还可以这样写sequence：测试(10),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生成的起始位数是从第11位开

始，第一次执行生成”测试0011“。

3.1.2“参数”的使用进阶
参数的使用一方面是保存我们的输入，另一方面是关联我们的输入内容。说白了就是将我们的输入内容保

存起来。我们来想想这样的测试场景，在某个case中某个step输入了内容，比如说这个输入内容是我们新

建的一个网页元素，而另一个case在执行时需要用到这个内容作为输入内容，这时如果在前面的步骤我们

指定了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在后面的案例中不需要在”输入“项中填写内容，只需要把前面指定的参数名

称填到当前步骤的参数项中即可。

在2.2配置文件的讲解中，我们提到了配置文件中保存参数的地方有两块，一个是[parameters]还有一个

是[parameters_seq]。其中注意[parameters_seq]是保存的是sequence方式生成的内容。而且使

用sequence的参数要这样写：seq：p1（加入参数名位p1）。但是如果写成p1程序也不会报错，此时会

关联到sequence最后一次生成的内容上，也就是配置文件中[parameters]里参数p1的内容。

具体在使用上，某个case使用了seq：p1作为参数化输入，就表示此步骤的输入是按照参数p1的集合内容

3.1“输入”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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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而且是按照顺序从第一位取。当然也可以指定取固定位置像这样seq：p1[0]取第一位的值。

seq参数使用场景举例：拿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来说，提前准备好[parameters_seq]里两个参数uname

和psw（[parameters_seq]里的参数内容允许修改，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添加到配置里去），uname：

test1，test2，test3；psw：123456，123456，888888。这样就有两组参数内容，在登录的case中不

需要输入登录名和密码，只需要指定参数名即可，case执行三遍按照顺序自动取值。如果执行10遍会怎么

样呢，程序会从头开始取。

注意：输入如果指定位random或是sequence，必须要指定参数名。因为参数的使用按照使用思路是本次

执行中使用前面案例的内容，当然random不会做强制校验，可以在随机生成内容时不去指定参数名，只

会在日志里打印警告信息。同时后面的步骤中指定了一个没有的参数时，程序会自动查找配置文件的原始

记录

3.1“输入”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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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t”指定

3.2.1“at”关联方式
什么是“at”关联？

我们先来看看下方的案例截图

step3的步骤是“点击---关注”，表示在雪球网站上关注某一只新股，而在网站页面上新股的关注不止一

只股票，在一个table列表中有10只。像下图这样

看到上图的截图，如果我想点击第一个或是第四个股票的“关注”按钮怎么办呢？因为在“关注”的属性

中大家是可以看到只有class属性可以用，而如果通过class去找会找出10个“关注”元素。用过selenium

API的同学可能知道此时只能靠指定集合的位数去进行点击，然而这样的方式也是有弊端的，因为我们不

能和具体的业务关联。

而抛开测试的思路，站在用户使用的角度去看问题，用户不就是想点击一只股票的关注吗？而这个关注是

和一只股票名字关联的。所以我们的at就是用来指定与关注关联的文本内容，像截图中那样写“at:今创集

3.2	“at”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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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即点击今创集团这只股票的关联。

当然除了指定固定的关联内容，你还可以这样写“at:{p1}”关联参数内容。

3.2	“at”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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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yswat中写python

3.3.1	pyswat中写脚本
其实这个功能的实现目的，纯粹为了好玩，最后慢慢加入到框架中，比如你在使用loadrunner去做性能测

试，脚本你可以去录制，当然你认为你很牛也可以直接手写脚本。

那么我们来看看手写脚本有哪些好处呢？我认为一个原因还是最大化的符合自己项目测试的要求，当然还

有我们可以做各种私有化定制，比如说我对一些web操作做了封装，前文也提到了。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

在案例中添加脚本命令的。

如截图红框所示，手动修改案例或添加一条案例，Action指定位“Key_Fun”，坐标指定位“pys”，属

性写脚本，这里要注意如果思考时间的指定。这里我们的python脚本写

了“browser.find_elements_by_class_name('pay-confirm-btn')[0].click()”。你也可以写多行比如

step7那样。这里要注意多行的情况如果有缩进，需要严格执行python的缩进要求。

3.3.2	封装了哪些方法？
能够写python语句了，那么我们就开始封装一些常见的操作把！如下图

在退出登录的case中，我们在属性里加入了check()方法，这样写的check(browser,'innertext:辣么丑')，

当然在退出前和退出后各加入了一个check。这样在日志中会记录我们的check结果。如下图

3.3	pyswat中写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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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eck()方法

检查页面信息，用于做执行结果的校验。目前支持的校验类型有

1.	 innertext（元素文本校验）。写法check(browser,'innertext:具体text')

2.	 tagname（标签校验）。写法check(browser,'tagName:A')，检查所有如A标签的内容

3.	 class（class属性校验）。写法check(browser,'class:class名称')，检查所有class为指定名称的内

容

4.	 id（id属性校验）。写法check(browser,'id:id名称')，检查所有id为指定名称的内容

2.uploadFile()方法

上传文件，支持多文件。写法uploadFile("D:\1.jpg")，多个文件用逗号隔开。

3.scroll()方法

1.	 屏幕滚动方法，这里有几种使用方式：

2.	 屏幕滚动	到底scroll(browser,'bottom')

3.	 屏幕滚动	到顶scroll(browser,'Top')

4.	 屏幕滚动	到底	平顺的滚动，会很慢	scroll(browser,'smooth')

5.	 屏幕滚动	到数字位置scroll(browser,500)	移到500高度

6.	 屏幕滚动	到元素位置scroll(browser,el)	移到el元素的位置（注意el元素你需要手写脚本获取）

像这样

el=browser.find_elements_by_class_name('title')[3]

scroll(browser,el)

3.3	pyswat中写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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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check()方法

*3.3.1check()方法
检查页面信息，用于做执行结果的校验。目前支持的校验类型有

1.	 innertext（元素文本校验）。写法check(browser,'innertext:具体text')

2.	 tagname（标签校验）。写法check(browser,'tagName:A')，检查所有如A标签的内容

3.	 class（class属性校验）。写法check(browser,'class:class名称')，检查所有class为指定名称的内容

4.	 id（id属性校验）。写法check(browser,'id:id名称')，检查所有id为指定名称的内容

3.3.1	check()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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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uploadFile()方法

3.3.2uploadFile()方法
上传文件，支持多文件。写法uploadFile("D:\1.jpg")，多个文件用逗号隔开。

uploadFile("D:\1.jpg","D:\2.jpg"),必须你的上传支持多文件同时上传。

3.3.2	uploadFil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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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scroll()方法

3.3.3scroll()方法
**1.	屏幕滚动方法，这里有几种使用方式：

1.	 屏幕滚动	到底scroll(browser,'bottom')

2.	 屏幕滚动	到顶scroll(browser,'Top')

3.	 屏幕滚动	到底	平顺的滚动，会很慢	scroll(browser,'smooth')

4.	 屏幕滚动	到数字位置scroll(browser,500)	移到500高度

5.	 屏幕滚动	到元素位置scroll(browser,el)	移到el元素的位置（注意el元素你需要手写脚本获取）

像这样

el=browser.find_elements_by_class_name('title')[3]

scroll(browser,el)**

3.3.3	scroll()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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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find_by_text()方法

3.3.4find_by_text()方法
举例	el=find_by_text(browser,'BOBO')

selenium中不支持通过元素的innertext文本内容查找元素。

如雪球首页，有个“话题”，我们可以通过el=find_by_text(browser,'话题')，直接获取到这个元素并

el.click()操作点击。

3.3.4	find_by_text()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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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show()方法

3.3.5show()方法
简单说是封装了selenium的ActionChains(browser).click_and_hold(el).perform()也就是元素悬停。

当然这个是配合find_by_text方法来用的。

举例

el=find_by_text(browser,'BOBO')

show(browser,el)

3.3.5	show()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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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time_start和time_end

3.3.6time_start()和time_end()方法
当需要测试某个页面的展示性能时，我们可以在进入页面的step的前后加上time_start()和time_end(),注

意括号中给页面取个名字，如time_start(登录)，time_end(登录)。

日志记录结果

3.3.6	time_start和time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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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time_start和time_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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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check_style()方法

3.3.2check_style()方法
当需要检查页面元素的style属性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截图中，如果我们测试时需要检查红框位置IOS这个元素的背景颜色有没有变化。我们在我

们的case里直接书写python语句。

第一行	el=find_by_text(browser,'IOS')

这里我们通过封装的find_by_text方法查找这个元素。

第二行	check_style(browser,el,'background-color','rgb(255,	119,	0)')

3.3.7	check_styl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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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ndex属性

3.4“index”属性是什么？
通过增加案例中属性栏里，手动添加index属性，可以方便的指定页面相同属性的元素。因为碰到页面元

素属性相同导致我们找到的元素是多个的时候，程序没有办法知道实际需要选择第几个元素。这时我们通

过指定index属性，可以方便的使程序定位index指定的元素。

示例：

tagName:INPUT,id:,name:,value:上传图片,placeholder:,class:btn	btn-

success,href:,innertext:,docker:IFRAME,index:0

这是我们案例中属性单元格里的内容，index指定为0表示选择页面同属性第一个元素。

日志打印结果

3.4	index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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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innertext属性关联参数

3.5“innertext”属性关联参数
因为很多时候录制的元素innertext属性内容是固定的，并不能适用普遍情况。比如上一步动态生成的内

容，如果名称是随机的或者是变化的，此时如果我们将这样的步骤输入指定一个参数的话，再后面的步骤

需要操作这样生成的元素，而原始的录制元素的innertext属性又是固定的，此时我们只需要将案例中

innertext设置为{参数名}即可，从而达到关联的目的。

如：tagName:A,id:,name:,value:,placeholder:,class:,href:,innertext:{p1},docker:

替换掉原始的innertext值，用大括号将参数名称传进来。

3.5	innertext属性关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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