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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领域计费引擎自动化测试 

作者：庄珏林 

摘要：计费系统一代代地升级变迁，测试人员都在重复地做着繁琐的资费测

试。 

历代资费测试工具都在重复地造轮子。计费引擎的测试经验能否一代代继承

下来？不仅是测试流程的积累，更多的是业务测试及测试框架的积累。 

全品牌的所有业务线数千个优惠代码的测试，以往的测试工具的都已不适

用。 

本文主要介绍电信领域，自主研发的计费引擎的资费自动测试工具。 

关键字：计费引擎；自动化测试；资费 

1、背景 

资费测试是计费系统测试关键的工作内容，批价是计费引擎的核心功能，无

论是系统的集成测试，还是 UAT 测试（用户体验测试，如手机拨测试）都需要

覆盖。通过资费测试可以发现资费配置、程序逻辑的缺陷，保障计费引擎的质量。 

稍微总结果了一下，资费测试的发展历程，分为了以下几个阶段： 

手工测试时代 

计费引擎早期都是手工编写所有测试用例，测试执行完后，通过分析清单和

日志来验证测试结果。这种测试方式限制大，不仅执行效率低，而且容易出错，

难以完整覆盖整个套餐上千个测试用例。 

另一方面，计费引擎处于研发阶段时，资费测试很容易受到版本的影响。经

常要做资费回归测试。 

半自动化时代 

测试人员首次做套餐的资费手工测试，保存用例数据，将通过的结果作为回

归测试的预期结果。下次做该套餐的回归测试时，通过脚本执行首次测试时保存

的用例数据，最后跟首次测试通过的结果对比。 

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回归测试的工作量，但是第一次测试套餐仍需要做手工测

试，因此也无法做到套餐的全覆盖。 

全自动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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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人员仅需配置资费数据。测试工具自动完成测试用例生成、测试用例执

行、测试结果比对等任务。 

历经从兴计费引擎测试人员的两年的探索，设计了一套计费系统通用的资费

测试工具。该工具基于通用性考虑，可以稍做修改后各版本的计费引擎。测试数

据可以达到共享，如资费配置及用例配置。 

2、功能介绍 

 

 

 

 

 

 

 

 

 

 

 

2.1 功能介绍 

自动化资费测试工具作为一个完整的工具系统，在于让资费测试系统化、流

程化，根据资费测试的过程，分为以下各块功能： 

2.2 资费简易配置 

资费简易配置工具可以方便地进行全品牌套餐简易配置、套餐资费叠加计算

等功能。 

测试人员根据相应套餐的资费描述文档，通过资费简易配置工具生成套餐的

资费字典。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可以将优惠套餐的资费字典与基础套餐继续资费

叠加，生成套餐的资费字典。 

2.3 资费字典 

资费字典是套餐资费信息的配置文件。为测试用例生成工具提供费率信息，

计算用例的预期扣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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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业务的资费字典配置比较复杂，因此，为了降低配置的难度，使用

EXCEL 文件的形式保存。而其他业务的资费字典配置内容较少，因此以文本形

式保存。 

2.4 用例自动生成 

测试人员根据测试的需要，设置资费测试工具的话单格式、用例的参数等，

选择资费字典，最后，生成资费自动化测试用例。 

2.5 资费测试自动调度 

资费自动化测试自动调度分为以下步骤： 

1、自动生成计费引擎输入，如计费话单或者 DCC 报文。 

2、自动调试执行： 

（1）根据需要格式的套餐，配置订购等参数，自动生成相关用户资料并入

库。 

（2）将测试话单放入计费引擎的输入目录或者发送 DCC 报文触发业务处

理。 

（3）根据用例的唯一标识，如 FILEID，自动获取测试用例对应的计费引擎

的输出清单。 

（4）自动匹配清单结果与用例结果，给出差异原因。 

2.6 分层设计 

为了方便地积累资费库、资费测试用例，将工具集设计成两层结构。 

逻辑层 

主要是实现业务测试的逻辑。屏蔽测试的实现细节，如引擎的输入话单、报

文、用户资料等。 

本层包括资费字典、资费简易生成工具、用例自动生成工具的业务测试逻辑、

自动调度工具的业务测试逻辑。 

实现层 

主要是实现引擎的测试细节，提供接口给逻辑层调用。如引擎的如何生成输

入话单、调用什么工具发包、使用何种工具生成用户资料等。 

本层包括： 

1）用例生成工具中发包工具的用例配置、话单生成工具的用例配置、用例

预期结果的字段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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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动调度工具中所调用的造单工具（话单模生成工具）、报文模拟器（DCC

报文发送工具） 

 

 

 

 

 

 

 

 

 

 

 

 

3、总体处理流程 

 

 

 

 

 

 

 

 

 

 

 

 

注：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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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1、测试人员配置资费字典。 

2、测试人员配置用户数据，并使用脚本插入引擎用户数据到数据库中。 

3、测试员操作用例生成工具，输入资费配置字典，生成资费测试用例。并

上传到测试环境。 

4、自动化调度工具读取资费测试用例，从引擎测试数据库中查询用例对应

的用户，保存用户对应的账户信息，如余额、累积量等。调用话单生成工具或者

报文工具生成并触发引擎的输入。 

5、等待引擎处理用例后，将清单读出并存储，查询引擎数据库，获取用例

执行后账户信息，与测试用例的预期结果进行对比，最后输出预期结果。 

4、亮点 

1）提高计费引擎资费测试的效率与质量。 

自动生成资费测试用例、自动执行、自动比对，整个测试过程无需要人工参

与。 

2）通用性高 

通用性高，基于业务测试框架的理念进行设计。可适用于各种架构计费引擎

的资费测试。 

3）易于积累资费用例库 

可以很方便地积累资费库。该系统应用于融合计费割接项目后，可以积累移

动全业务的资费库，后继各项目的资费测试可以复用。 

4）自动计算资费叠加和打折 

轻松地完成资费叠加的计算。 

降低测试人员的工作量，避免手工计算带来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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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媒体服务器的自动测试系统 

作者：曲绍云 董琪 

摘要：随着网络带宽的日益增加，流媒体应用的规模与范围也日益扩大，如

何测试评价流媒体服务器的功能性与性能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设计

与实现了一种流媒体服务器的自动测试系统。该系统通过输入的测试任务，利用

测试服务器与测试客户端的两层架构对流媒体服务器进行测试。该系统能够测试

流媒体服务器对于 RTSP 协议的支持情况，接收和分析 RTP 包中帧数据的准确

性，并且可以测试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实验表明，该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用性，

可以实现高效灵活的测试需求。 

1、引言 

目前，随着移动增值业务的快速发展和第三代数字通信技术的实施，移动增

值业务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短信、彩信、彩铃等窄带业务，用户对于在移动网络

环境下点播和观看视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流媒体技术作为在互联网上实时传输

音、视频的主要方式，成为一种在数据网络上传递多媒体视频数据的主流技术。

如此，流媒体服务系统对于作为承载多媒体基本业务的流媒体服务器的评估也显

得由为重要。 

当前的流媒体系统包含了多种网络接入方式，多种软件体系架构，及多种应

用场景如电视会议系统、网络电视（IPTV）系统等。如何有效的测量各种系统

所提供的视频业务支撑能力就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此类问题直接关系到各

流媒体系统的优越性、实用性以及其重大革新意义的展现。并且当前的各个流媒

体系统都面临不断升级的需求，对于系统升级前后的兼容性、一致性也需要给出

评价。 

由于音频、视频信号很难量化表示，目前对流媒体服务器的测试方法一般还

是通过人工“察言观色”的方式完成，即测试人员通过 STB （Set-Top-Box，机

顶盒） 或 Web 页面与流媒体服务器建立连接，由测试人员发起测试，并对测试

作者简介：庄珏林，广州从兴电子开发有限公司测试主管。从事软件开发、测试等工作

近 4 年。近年主要负责事计费引擎的测试管理，研究与探索计费系统的自动化测试。熟

悉自动化测试在电信行业中的应用及推广。目前已实现广东省移动全品牌（全球通、动

感、神州行）等数百万个资费测试用例的自动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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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主观判断，分析系统的工作情况。但是由人工来测试工作量将非常大，

并且人工测试也很难提取服务器的各种性能响应参数，验证检查力度不够，测试

有效性低，不够全面，可维护和可扩展性差，测试效果不理想。 

这里列举几个常见的问题实例： 

1）手工测试过程中，大量的精力花在输入数据、执行测试用例，监听观看

系统的音视频输出是否正常上，无法集中精力到关键问题，如提高测试的有效性，

编写更多更好的测试用例等。 

2）由于采用人工判断的方式，所以无法对系统的性能指标进行量化分析。 

3）测试工作中许多操作是重复性的、非智力性的和非创造性的，并要求准

确细致地完成，对于重复性手工测试很难保证每一次测试的效率与有效性。 

4）如果有大量（如几千）的测试用例，需要在短时间内（如 1 天）完成，

手工测试几乎不可能做到 

为解决手工测试存在的问题，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了自动化测试。自动化测

试的优点有很多，如快速、可靠、可重复性、可重用性等等，这些优点使得自动

化测试在流媒体服务器测试过程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评价流媒体服务器的重

要方法。 

本文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设计实现针对流媒体服务器的自动化测试系统，达

到快速量化的判定流媒体系统的目的。该测试系统包括以下内容： 

● 流媒体操作功能测试； 

● 流媒体数据有效性正确性验证； 

● 流媒体系统性能测试。 

2、流媒体技术概述及研究现状 

在流媒体（Streaming Media）技术出现之前，人们若想从网络上观看影片，

必须先将影视文件下载到本地，然后才可进行播放。流媒体技术的出现客服了这

个限制，它可以让用户不需要将整个影音文件下载到用户机器，而是一边下载一

边播放。所以流媒体是指在数据网络上按时间先后次序传输和播放的连续音、视

频数据流。流媒体数据流具有 3 个特点：连续性、实时性、时序性，即其数据流

具有严格的前后时序关系。这种提供一边下载一边播放的服务系统称为流媒体服

务系统。所以对于流媒体服务系统的评价需要测试系统的数据延时，丢包率，比

特率等指标；不仅如此为不断提升移动环境下流媒体业务的服务质量，需要通过

不断提升服务器能力，提升终端能力，增加传输和编码效率等办法来多方面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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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整个移动流媒体系统的性能。而提升系统性能的前提是对目前系统性能可以进

行准确地测试和评价。 

目前，对流媒体服务器的测试多关注与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测试。流媒体服

务器性能测试指标主要有最大并发流数目、带宽波动、丢包率和平均响应时间等，

其中最大并发流数目是关注的最多的。最大并发流数目是指流媒体服务器能够支

持的有效的、能够同时在线正常观看节目的最大用户数目 

传统的流媒体性能测试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现网，按照实际的用户分

布设定用户模型进行性能测试；另外一种是采用真实客户端进行测试。但在实施

上述技术方案的过程会遇到上述流媒体性能测试方法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基于现

网实际用户分布来设定用户模型的测试方法对于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测试比较

准确，但不具备扩展性，当该服务器变换使用地点或者场景时，之前测试得到的

性能结果并不能适用于新场景。采用真实客户端的测试方法对于服务能力较小的

流媒体服务器可以适用，但对于支持较大用户数目的流媒体服务器，要搭建并操

作这么多的客户端进行测试，是不可能的。另外，上述测试方法只关注流媒体服

务器本身的性能，没有考虑终端和流媒体服务器的交互性能，没有从整个流媒体

系统提供的服务着眼来进行测试；所以亟待发展一种通用性更好的测试工具，适

用于不同的使用场景，具有广泛的通用性。 

3、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设计 

由于流媒体业务是一种宽带业务，对于网络带宽、抖动、延迟和丢包率都有

较高的要求，因此，尤其是在业务忙碌的时段内，客户端在使用流媒体服务时，

可能会产生黑屏、马赛克、图像停格、声音时断时续等现象。为了解决流媒体在

播放时出现的问题，寻找影响流媒体业务品质的问题，需要对流媒体业务进行测

试。 

最原始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即让大量的测试人员在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点播

流媒体，并记录下所遇到的黑屏、马赛克、图像停格、声音时断时续等现象，最

后将记录数据作汇总统计。该测试方法费时费力，测试人员必须一直仔细的盯着

画面，很容易疏忽掉一些细节，且测试数据的统计工作也相当繁琐。 

为解决现有测试方法对流媒体服务器测试不方便的技术问题，本文研究并提

出一种流媒体自动化的测试系统。 

3.1 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设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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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流媒体服务器多数是通过支持RTSP/RTP/RTCP协议来实现流媒体服

务的，所以从外部测试流媒体服务器的功能与性能，就是测试流媒体服务器对于

RTSP/RTP/RTCP 协议的支持能力。我们通过模拟 RTSP/RTP/RTCP 协议与流媒

体服务器进行交互，从而完成对流媒体服务器的测试任务。其中 RTSP（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实时流媒体协议），是用于支持流媒体会话的控制协议，控

制实时流媒体会话的会话建立，播放，暂停和关闭等操作。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实时传输协议），用于传输音视频等实时多媒体数据。RTCP

（RTPControlProtocol，RTP 控制协议），用于控制 RTP 传输的质量，如丢包、

延时、传输抖动等。 

从体系结构上看，RTP/RTCP 用于具体的媒体数据传输，RTSP 是会话控制

协议，用于控制一个会话中的一个或多个媒体流的传输。流媒体自动测试系统的

框架也是基于这个体系结构，需要建立对于 RTP/RTCP 媒体数据的监控与测试，

并且对于 RTSP 协议的消息交互进行监控与测试。按照流媒体服务器发送流媒体

内容的方式，分成单播和组播服务。单播就是当客户端向流媒体服务器发送单独

的请求，建立一个单独的数据通道，流媒体服务器向这个客户端发送它所申请的

数据包拷贝。组播的方式就是服务器利用 IP 组播技术向多个客户端发送一个数

据包，多个客户端共享同一数据包。我们的自动化测试系统设计框架通过客户端

的配置支持这两种服务方式。 

流媒体自动测试系统的整体框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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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描述的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设计框架，所有的测试任务都可以在

测试服务器中集中部署与配置，各个测试客户端通过与测试服务器通信获取自己

的测试任务并自行执行，执行完成后将所收集的测试数据发送给测试服务器，最

后由测试服务器进行数据分析与汇总，形成统一的输出结果。 

测试服务器负责测试任务的部署与配置，以及测试结果的数据分析与输出。

我们可以通过测试服务器的配置模块完成各种测试用例的设计与配置，然后通过

任务管理模块进行任务的分发与启动。测试服务器端的数据分析模块汇总测试客

户端收集到的各种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分析报表交由输出模块进行输出。 

测试客户端负载具体测试任务的执行。首先测试客户端从测试服务器那里获

得测试任务，交由 RTSP 模块与 RTP 模块执行，并且收集测试过程中测试数据，

执行完成后将测试数据传送给测试服务器。 

3.2 RTSP 消息的测试 

通常流媒体终端内含有一个流媒体播放器，它通过网络连接发送点播流媒体

等服务请求。这些服务请求对应于快进、快退、暂停、播放、停止、录制等操作

功能。流媒体服务系统主要是通过响应这些操作请求提供流媒体服务，流媒体自

动化测试系统需要模拟这些操作，并检查这些操作的响应来判断流媒体服务的有

效性。 

目前绝大多数流媒体服务系统的媒体控制部分采用的是 RTSP 协议，它可以

控制流媒体数据在 IP 网络上的发送，同时提供用于音频和视频流的操作控制功

能，如快进、快退、暂停、播放等，所以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需要能够模拟

RTSP 消息对流媒体服务器进行控制。 

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通过任务管理模块得到每个测试任务，并且通过配置

模块构造每个测试任务的 RTSP 消息序列以及各个 RTSP 消息的详细数据。然后

按照任务的要求控制客户端发送这些 RTSP 消息与被测的流媒体服务器进行通

信。在整个任务期间，测试系统可以维护当前任务的会话连接信息。 

具体的 RTSP 消息支持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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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方向 功能 

DESCRIBE C->S 从服务器检索流的描述或媒体对象。 

ANNOUNCE C->S, S->C 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进行通知。 

GET_PARAMETER C->S, S->C 获得流或媒体流设置参数值。 

OPTIONS C->S, S->C 从服务器检索支持的方法。 

PAUSE C->S 临时停止流，而不释放服务器资源。 

PLAY C->S 启动 SETUP分配流的数据播放。 

RECORD C->S 启动 SETUP分配流的数据记录。 

SETUP C->S 让服务器给流分配资源，启动 RTSP会话。 

SET_PARAMETER C->S, S->C 指定流或媒体流设置参数值。 

TEARDOWN C->S 释放流的资源，RTSP会话停止。 

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并没有限定各种方法的具体使用场景与使用的功能，

可以根据具体的测试任务以及流媒体服务器对于 RTSP 协议的支持与扩展，通过

配置模块自行灵活定义所需的 RTSP 消息。但是消息序列受到 RTSP 协议的规定，

不同的消息序列可能对应不同的响应结果。 

3.3 RTP 流的测试 

流媒体服务器通过 RTP 协议封装音频和视频流。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通

过捕获发送的 RTP 流并分析这些 RTP 流来判断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 

RTP 流中封装的是流媒体服务所需的音频流和视频流，其中音视频都是通过

特定的压缩技术对音视频流进行编码，目前视频流传输中最为重要的编解码标准

有国际电联的 H.261、H.263，运动静止图像专家组的 M-JPEG 和国际标准化组

织运动图像专家组的 MPEG 系列标准。这些标准都采用帧作为每一幅画面的单

位，为了支持多种协议的编码格式，本文论述的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不直接按

照各种协议分析帧数据，而是对所有的协议采用统一的处理方法，这样增加了测

试系统的通用性。 

具体的方法，按照 PTS 建立每一帧的索引，对每一帧的数据应用 MD5 算法

产生信息摘要；然后对接收的媒体流与预存的媒体流中相同帧进行一次 MD5 校

验，从而得出结论当前帧是否完全。 

RTP 流中另一个重要的指标为丢包率，由于流媒体服务器需要经过对流媒体

数据的编码和加密后将数据压缩到 RTP 数据包中，所以测试系统无法从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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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 RTP 包的个数中得到丢包率。本文论述的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根据 RTP

流中每个 RTP 包必须顺序传送来计算丢包率。 

具体的方法，根据当前 RTP 包的序号判断下一个 RTP 包的序号，如果 RTP

包的序号不符合，则丢包加一；然后在根据新的 RTP 包的序号判断下一个 RTP

包的序号。在数据流结束时，根据丢包数与总的 RTP 包数计算丢包率。这样丢

包率数据同时也可以反映数据传输的乱序问题。 

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采用分级分析的策略，针对测试不同任务的需要，按

照不同的分析级别给出不同详细程度的测试结果分析。具体的，流媒体自动化测

试系统采用如下表的三层分级策略级别，即活跃级，探测级，完整级。其中完整

级提供最详细的 RTP 包分析结果，这一级对它所包含的全部帧数据进行信息分

析，可用于需要对流媒体服务器进行详细的功能测试；探测按照设定的抽样间隔

对整个 RTP 流进行抽样检测，可用于性能测试及稳定性测试等需要消耗较高资

源的测试任务；活跃级检查 RTP 包的延时，丢包率，比特率等基本信息的分析，

可用于压力测试等消耗很高资源的测试任务。完整级与探测级需要使用预先设定

的流媒体源，这样才能比较客户端接收到的 RTP 流中的帧数据是否完全正确。 

级别 功能 粒度 

活跃级 检查 RTP 包的延时，丢包率，比特率等

基本信息 

基本 

探测级 需设定采样率；除统计活跃级的信息

外，还需要按照采样率分析关键帧的数

据。 

较详细 

完整级 除统计活跃级的信息外，还要对所有的

帧进行分析。 

详细 

3.4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主要是测试被测的流媒体服务器在预期用户量或者打用户量情况

下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响应时间。本测试系统通过逐渐增加并发流的数目的

方法观察各个性能参数的变化从而得出服务器的最大服务能力。 

目前本测试系统对于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参数定义如下： 

1）最大并发流数目：流媒体服务器可以长时间支持的客户端数目。 

2）聚合输出带宽：流媒体服务器发送的总的带宽。 

3）请求响应时延：从用户发出 RTSP 点播开始到接收第一个 RTP 数据包之

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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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丢包率：客户端接收到的不连续的数据包的比率。 

测试系统通过多线程的客户端以及可以配置多个客户端这些灵活的方案实

现对流媒体服务器的测试。 

4、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实现 

4.1 测试服务器的实现 

本文所述的测试服务器完成测试任务的管理与测试数据的统计分析工作。它

由主线程、调度线程、配置线程、定时线程和输出线程组成。主线程完成其他线

程的创建工作，然后轮询是否有新的任务，如果监测到新的任务，交由配置线程

读取新任务的各种配置参数。调度线程负责将新的测试任务分配给某个测试客户

端进行执行。定时线程会定时触发分析线程读取测试客户端送上来的测试结果进

行分析。最后交由输出线程保存测试结果的磁盘文件中。 

分析线程需要根据测试任务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测试级别进行分析，当进行完

整级的测试分析时会消耗较大的 CPU 与内存资源，所以使用时间片强制使得分

析线程让出系统资源使得测试服务器可以响应外部的输入，并且可以使用定时器

使得分析线程在特定的时间继续分析测试数据。 

测试服务器的内部线程实现如下图所示 

 

 

 

 

 

 

 

 

 

 

 

 

 

4.2 测试客户端的实现 



 

 

 14 

www.51testing.com 

本文所述的对于标准的 RTP 与 RTSP 协议支持在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的

客户端进行实现。客户端采用多线程的结构，由一个主线程完成各个线程的建立

和初始化，并从服务器端获得任务，在共享内存中设置一个模拟过程。一个 RTSP

线程读共享内存，发现有新的命令，则它将该命令按照 RTSP 协议的格式，经过

网络发送到流媒体服务器。若 RTSP 线程与流媒体服务器成功建立起一个新的会

话，则 RTSP 线程将接收到的流媒体服务器地址写入共享内存。RTP 线程池中的

某个线程监测到这个新的流媒体服务器地址，就会从这个服务器接收 RTP 数据

包，并且将数据信息保存下来。当会话接收后，主线程将这个任务的测试数据发

送给测试服务器的数据分析模块进行分析。 

测试客户端的内部线程实现如下图所示： 

 

 

 

 

 

 

 

 

 

 

4.3 自动化测试系统的部署 

本文所述的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基于测试服务器与测试客户端的实现，

能够支持分布式的部署。在具体部署测试时，可以根据测试的流媒体服务器的能

力进行灵活的部署配置。 

当测试的流媒体服务器系统可以支持多台服务器同时提供流媒体服务，可以

将测试服务器与测试客户端部署在不同的硬件服务器，并且可以部署多个测试客

户端用于测试不同的服务器。当测试的流媒体服务器为单服务器或者提供的并发

负载能力较低时，可以将测试服务器与测试客户端部署在同一个硬件服务器。由

于单个测试客户端就可以支持与多个流媒体服务器建立流媒体服务会话连接，所

以一般情况下，单台测试服务器就可以支持对含有多个流媒体服务器的流媒体服

务系统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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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结果 

为了验证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的有效性，本测试系统对 Live555 流媒体服

务器的业务性能进行了测试。使用的测试环境是一台 Linux 服务器，所有的网络

环境都使用局域网，且没有其它网络应用的干扰。 

流媒体服务器的硬件配置为 DELL-PowerEdge-R710 ，8CPU， 4GRAM。

操作系统为 Linux，内核为 linux-66 2.6.16.60-0.21-smp。 

整个测试过程中流媒体服务器提供服务的所有数据从硬盘中读取，采用固定

码率方式传输流媒体数据。我们提供了 4 个不同码率的流媒体文件，其中 2 个高

清节目，2 个标清节目，高清节目的码率为 4Mb/s，标清节目的码率为 2Mb/s。 

第一部分，我们测试流媒体服务器对于 RTSP 消息的支持情况。下表显示了

测试的结果。 

方法 是否支持 说明 

DESCRIBE SUPPORT  

OPTIONS SUPPORT  

ANNOUNCE SUPPORT  

SETUP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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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SUPPORT  

PAUSE SUPPORT  

RECORD UNSUPPORT  

TRARDOWN SUPPORT  

SET_PARAMETER SUPPORT 只用于报告是否工作，没

有实际设置任何参数。 

GET_PARAMETER SUPPORT 只用于报告是否工作，没

有实际获取任何参数。 

第二部分，我们测试流媒体服务器对于流媒体数据传输的支持能力。下表显

示了测试结果。 

测试内容 丢包率 帧的正确率 

高清 1 倍速 0% 100% 

高清 2 倍速 0% 100% 

高清 4 倍速 0% 100% 

高清 8 倍速 0% 100% 

高清 32 倍速 0% 100% 

高清-8 倍速 0% 100% 

高清-32 倍速 0% 100% 

标清 1 倍速 0% 100% 

标清 2 倍速 0% 100% 

标清 4 倍速 0% 100% 

标清 8 倍速 0% 100% 

标清 32 倍速 0% 100% 

标清-8 倍速 0% 100% 

标清-32 倍速 0% 100% 

第二部分，我们测试流媒体服务器的性能。下表显示了测试结果，测试的持

续时间为 1 小时。 

客户端数目 聚合输出带宽 Kb/s 丢包率% 

202 512150K 0.2 

212 534875K 0.38 

222 559731K 0.4 

232 585850K 0.7 

322 813085K 2.6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流媒体服务器支持除录制功能外的所有功能。在系统

资源充足时，系统可以很好的支持快进快退功能。流媒体服务器的带宽使用率随

着客户端的数目呈线性增长。流媒体服务器在客户端数目上升到 230 时，系统的

丢包率显著上升，当系统的客户端数目上升到 320时，系统的丢包率已超过 2.5%，

显著影响了流媒体服务的体验。 

6、结论 



 

 

 17 

www.51testing.com 

随着流媒体服务的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如果全面的评测这些产品成为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自动化测试流媒体服务系统，系统能够根据

输入的测试任务执行测试，并能够统计分析测定服务器的各性能指标，这在很大

程度上为流媒体服务器提供的客观的量化依据。 

目前的流媒体自动化测试系统还不支持基于网页形式的流媒体服务，也不支

持基于 SIP 等其它协议的流媒体服务器。下一步需要研究建立基于网页形式的自

动化测试系统，以及支持更多的流媒体控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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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oadRunner WinSocket 协议监听本地端口实现并发 

作者：杨明华 

摘要：本文描述了如何使用 LoadRunner 的 WinSocket 协议实现负载机本地

端口监听，模拟实际项目中授权端被动等待请求报文的并发场景。 

关键词：LoadRunner；WinSocket 协议；本地端口监听；被动推送 

正文 

一、项目概要 

2010 年中旬笔者进入银行某项目进行性能测试，项目使用嵌 SQL 的 C 开发，

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使用 socket 传输报文。被测程序从交易功能上分为两组，一

组进行交易申请，一组进行交易授权。数据库记录所有登录的客户端信息（包括

申请组和授权组），定时轮询所有授权端当前状态，并将申请端提交上来的任务

推送至某个空闲的授权端，同时更改该授权端状态为“授权中”，授权通过后授

权端将信息返回服务器，数据库修改交易信息，一个完整交易完成。 

在服务器和授权客户端之间，服务器不是等待客户端的连接，而是主动推送

任务。因此需要使用 LoadRunner 模拟授权端并发接收服务器推送的任务，同时

并发将授权完成的任务再返回给服务器端。 

简单事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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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描述 

项目性能测试使用 LoadRunner 同时模拟交易申请客户端和交易授权客户端

的并发。交易申请端到服务器之间属于常见的“请求-响应”模式，申请端主动

发起交易请求，服务器端响应请求。但交易授权端和服务器之间则正相反，各空

闲的授权端监听本地指定端口，服务器在接收到交易请求后轮询数据库中空闲状

态的授权端，并和某一空闲授权端指定端口建立连接，授权端监听到本机指定端

口的连接后开始从服务器端接收交易信息，处理交易授权并将信息返回给服务器

端。 

LoadRunner 模拟交易申请端并发时，线程产生的 Vuser 会在本机随机开立

端口，一个 Vuser 对应一个端口与服务器端进行连接。而 LoadRunner 模拟交易

授权端的并发则很难处理，由于测试环境所限，不能申请多台 Agent 或使用 IP

欺骗功能，因此只能通过脚本编写或其他途径处理。 

我们曾经尝试在一台机器上模拟 2 个 Vuser 监听本地同一端口： 

lrs_create_socket("socket0","TCP","LocalHost=127.0.0.1:5555","Backlog=50",

LrsLastArg ); 

lrs_accept_connection("socket0", "socket1"); 

lrs_send("socket1","buf0",LrsLastArg); 

但使用 Controller 执行脚本仅有 1 个 Vuser 执行成功，失败的 Vuser log 中显

示“socket – Address already i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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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Runner 不允许本机多线程同时监听同一端口。于是我们还尝试使用循

环方式获取本地同一端口连接的请求，如果报端口占用错误则循环监听，直至获

取端口上的链接： 

do 

{ 

      i = 

lrs_create_socket("socket0","TCP","LocalHost=127.0.0.1:5555","Backlog=50",LrsLa

stArg );//监听本机端口并建立 socket 连接==== 

}while(i!=0); 

  

do 

{ 

        i = i+1; 

 sprintf(socket,"socket%d",i); 

 ReturnValue = lrs_accept_connection("socket0",socket);//将 socket0 的连接

复制成不同的 socket 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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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ReturnValue==0); 

  

for(j=1; j<i; j++) 

{ 

 sprintf(socket,"socket%d",j); 

 lrs_send(socket,"buf0",LrsLastArg ); 

 lrs_close_socket(socket); 

  

} 

但在 Controller 中并发执行时会报大量的“socket – Address already in use.”

错误，并且生成非常大的日志文件，仅有一个 Vuser 可以获取到多个本地端口连

接，Vuser 最后还会报一个连接超时的错误。显然这样的结果依然不符合测试要

求。 

为此我询问过一些对 LoadRunner 原理熟悉的高人，均表示在 LoadRunner

下不能实现多进程监听同一端口，可尝试编写一个服务器程序配合 LoadRunner

对同一端口的监听+并发。鉴于编程能力有限，因此决定采取其他方法解决，和

开发人员协商修改服务器端程序。 

三、问题解决 

与开发人员协商，将服务端应用程序的推送部分修改为推送到不同端口：根

据授权交易人员的 ID 不同，将交易推送到不同端口上，这样就实现了在同一台

机器上模拟多个授权交易 Vuser，不同 Vuser 监听本地不同端口。 

lrs_create_socket("socket0", "TCP", "LocalHost={Param_port}", "Backlog=20",  

LrsLastArg); 

//对本地端口进行参数化，端口号和授权 Vuser ID 对应==== 

i = lrs_accept_connection("socket0","socket1"); 

 

lrs_receive("socket1", "buf10", LrsLastArg); 

// 接收数据==== 

lrs_save_searched_string("socket1",NULL,"Param_Test1","LB=< 

Test1>","RB=</ Test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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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s_save_searched_string("socket1",NULL,"Param_Test2","LB=  < 

Test2>","RB=</ Test2>",1,0,-1); 

lrs_save_searched_string("socket1",NULL,"Param_Test3","LB=  < 

Test3>","RB=</ Test3>",1,0,-1); 

//从真正接收到的数据而非 buffer 中保存指定字段==== 

 

lrs_send("socket1","buf11" , LrsLastArg); 

//将上几条语句中获取的参数放到 buf11 中发送给服务器==== 

lrs_disable_socket("socket1", DISABLE_SEND_RECV); 

lrs_close_socket("socket1"); 

经过如上的程序和 LoadRunner 脚本修改后，可以实现 LoadRunner 在一台机

器上并发接收交易信息，处理并返回应用服务器。但使用 lrs_accept_connection()

复制 socket 连接时会有一些延迟，速度不稳定，同时也存在长时间监听得不到

socket 连接的情况，需要注意 accpet 和 receive 的超时设置。 

这样在 LoadRunner 里通过脚本变通方式实现接收任务的并发还是第一次，

通过这个项目了解了 LoadRunner 中 socket 协议的几个常用函数，并证实可以在

单台机器上接收服务器发过来的并发。性能测试上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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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项目的自动化测试方案 

作者：文青山 

自动化测试应该如何开展呢？自动化测试方案如何撰写呢？自动化测试难

道就只能做功能自动化？自动化测试难道只能用用 QTP 之类的商业工具吗？自

动化测试难道就是用用 QTP 写点脚本吗？想玩自动化测试学 QTP 行吗？ 

如果你正在疑惑，如果你正在怀疑什么是自动化测试，如何开展自动化测试，

开展自动化测试需要干那些事。那么我偷工减料后整理的这个方案，也许可以帮

到您，也许可以给您提个醒。自动化测试绝不像工具厂商，描述的那个，点点按

钮，生成代码，回放测试那样就能满足各种测试要求，而实际情况又是那样的呢，

我的感触是自动化测试其前期的调研工作将耗费你大半的时间，而自动化测试的

成功与否，恰好是由这个时间决定的。虽然我这个方案是个大杂烩，而且还是开

源的，但请相信工具都有相同之处，而决定于其实施的，在于你的思想。要知道

用 White 之前，我也是不知道 White 的。 

废话就不多说了：思想有多远，测试就有多远！ 

一、背景 

ABC 项目是公司核心数据生产平台，其稳定性和兼容性是整个公司生产经

营的保证。在前期虽然已经过了由 Loadrunner 进行的性能测试。但 Loadrunner

也只能模拟生产情况，而达不到真实用户生产使用的情况，故采用自动化测试技

术以达到完全真实模拟用户生产的情况。 

具体目的为： 

1.1 为了真实模拟 ABC 项目_A 系统常用操作，测试 ABC 项目_A 系统在多

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服务器和客户端是否能达到性能、稳定性要求； 

1.2 为了测试 ABC 项目_B 系统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是否能达到性能、

稳定性要求； 

1.3 为了测试 ABC 项目_C 系统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是否能达到性能、

稳定性要求； 

1.4 为了测试 ABC 项目在真实的 100 台电脑功能的兼容性情况的要求； 

经过前期的需求调研和对 ABC 项目软件功能的特点分析可知，ABC 项目

由.net4.0 开发，且基于 C/S 架构而构造。基于上面的需求可知，本次自动化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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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简单运行，不需要经过类似于 QTP 的复杂安装和环境准备。据技术调研可

知，White 类库基于 UIAutomation 技术可以实现驱动.Net4.0 构造的软件，故本

次自动化的模拟将采用 White 类库。 

二、执行前提条件 

基本功能已通过测试，且页面关键控件未发现较大变化。如果页面中的关键

控件发生较大变化，需要通知我们。 

三、目的 

真实模拟 ABC 项目常用操作，测试 ABC 项目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

服务器和客户端是否能达到性能、稳定性要求； 

并且可兼顾重要基本功能的回归测试（涉及到业务逻辑的部分，必须经过人

工测试）。 

且满足以下需求： 

3.1 为了真实模拟 ABC 项目_A 系统常用操作，测试 ABC 项目_A 系统在多

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服务器和客户端是否能达到性能、稳定性要求； 

3.2 为了测试 ABC 项目_B 系统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是否能达到性能、

稳定性要求； 

3.3 为了测试 ABC 项目_C 系统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是否能达到性能、

稳定性要求； 

3.4 为了测试 ABC 项目在真实的 100 台电脑功能的兼容性情况的要求； 

四、自动化测试需求 

1、编写一个自动登陆 ABC 项目、执行业务场景的自动化脚本； 

2、自动化脚本使用简单，可在多台不同配置的客户端上使用； 

3、最好可以配置业务场景中相对独立的步骤是否执行； 

4、最好可以验证业务场景各个步骤执行的结果是否正确； 

5、监控自动化脚本执行过程中，客户端 CPU 和内存占用情况； 

6、监控多机连合测试过程中，服务器端的相关的情况。 

7、可兼顾重要功能的回归测试。 

8、满足附件中的业务规则场景要求。 

五、脚本的整体架构 

1、选用的工具或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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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期的调研，由于使用的用户数比较多，用户期望可以更傻瓜式，并且

配置简单，所以选用开源自动化工具 White 来开发。另外，该工具需要.Net3.5

的平台（White 封装的类库是在.Net3.5 平台上的，但是其自动化的原理是可以操

纵.Net4.0 开发的软件）。 

2、实现的总体架构和原理 

由于我们的测试目的是"测试 ABC 项目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使用时，服务器和

客户端是否能达到性能、稳定性要求"，所以我们分两方面来实现测试和监控。 

2.1 测试客户端依据下面的机理，驱动 ABC 项目实现测试，并实时收集客

户端 CPU、内存等信息，如果 ABC 项目在执行动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脚本判断

的错误和不可控的严重错误，则记录日志并截图保存现象。 

 

 

 

 

 

 

 

 

 

 

 

 

 

 

 

 

原理： 

根据业务封装各个函数，执行程序读取数据库中这些业务模块函数的配置，

然后选择相应的功能执行界面的自动化操作。业务封装的各个函数每个动作插入

相应的日志记录，并且也插入记时器，用以记录关键操作在界面上使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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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各个需求整理出来的自动化测试功能点，封装成各个函数，这些函

数实现的测试功能点，即为一个最小的单元模块，或者称之为自动化测试用例也

可，这是测试程序的核心部分。 

由于此次测试需要模拟多个客户端同时操作，所以将自动化用例的配置，放

在远程数据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一次配置，实现所有客户端自动运行

自动化用例。 

由于我们不仅仅要模拟 ABC 项目_A 系统同时在多个客户端，同时也要模拟

ABC 项目_B 系统、ABC 项目_C 系统，所以通过远程数据库表中的配置来让测

试程序选择执行在那个系统下的测试。 

测试客户端只要运行了程序，就让其每隔 60 秒去读取远程数据库中让其执

行的命令，有了命令那么所有客户端将会开始进行测试。 

每个动作结束到进入下一个窗口的时间需要记录日志。 

ABC.AT.ClientUseLog：记录每个动作后内存和 CPU 使用情况。 

ABC.AT.ActionLog：记录每个测试用例执行后的结果，Pass，Fail，Error。 

ABC.AT.ErrorPage：记录失败动作时的截图。 

2.2 服务器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监控，监控以下计数器，以便对于服务器相

关计数器进行采集。 

 

 

 

应用服务器： 

启用 LR 的监视器，需要监视以下计数器： 

CPU： 

% Processor Time 指处理器用来执行非闲置线程时间的百分比 

Processor Queue Length 是处理器队列的线程数量。 

IO Data Bytes/Sec(Process w3wp) 处理从 I/O 操作读取/写入字节的速度。 

IO Read Bytes/Sec(Process w3wp)处理从 I/O 操作读取字节的速度。 

IO Write Bytes/Sec(Process w3wp)处理从 I/O 操作写入字节的速度。 

Thread Count(Process w3wp)此进程中正在活动的线程数目。 

内存： 



 

 

 27 

www.51testing.com 

% Committed Bytes In Use 是 Memory\\Committed Bytes 与 

Memory\\Commit Limit 之间的比值。 

Available MBytes 是指以 MB 表示的物理内存量，此内存能立刻分配给一

个进程或系统使用。 

Cache Bytes 是缓存的大小。 

Cache Bytes Peak 是系统启动后文件系统缓存使用的最大字节数量。 

Page Faults/sec 是每秒钟出错页面的平均数量。 

Page Reads/sec 是取读磁盘以解析硬页面错误的速度。 

Page Writes/sec 是指为了释放物理内存空间而将页面写入磁盘的速度。 

Pages Input/sec 是从磁盘取读页面以解析硬页面错误的速度。 

Pages Output/sec 是指为了释放物理内存空间而将页面写入磁盘的速度。 

Pages/sec 是指为解决硬页错误从磁盘读取或写入磁盘的速度。 

Pool Nonpaged Bytes 指在非分页池中的字节数，非分页池是指系统内存(操

作系统使用的物理内存)中可供对象(指那些在不处于使用时不可以写入磁盘上

而且只要分派过就必须保留在物理内存中的对象)使用的一个区域。 

Pool Paged Bytes 指在分页池中的字节数，分页池是系统内存(操作系统使用

的物理内存)中可供对象(在不处于使用时可以写入磁盘的)使用的一个区域。 

磁盘： 

% Disk Time 指所选磁盘驱动器忙于为读或写入请求提供服务所用的时间

的百分比。 

Avg. Disk Queue Length 指读取和写入请求(为所选磁盘在实例间隔中列队

的)的平均数。 

Disk Reads/sec 指在此盘上读取操作的速率。 

Disk Writes/sec 指在此盘上写入操作的速率。 

网络计数器： 

Bytes Received/sec 服务器在网络上接收的字节的数目。表示服务器忙的程

度。 

Requests Queued 在队列中等待服务的请求数。 

Requests Rejected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未被执行的请求总数。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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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 Oracle 数据库，实时跟踪使用 CPU、内存、IO 等信息，并定位相关 SQL

语句。 

3、配置执行表 

由于有多子系统执行，并且要操控多台客户端的执行内容，所以为了配置的

灵活性，分以下两方面来配置： 

1）测试客户端 XML 配置的方式 

主要配置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2）远程数据端，配置需要执行的功能点 

使用 Sql2000 来进行配置。这样的话，远程配置表的内容就可以实现多个客

户端实现相同功能的测试。 

自动远行表： 

toTest Remark 

1 
测试客户端每隔 10秒读取此值，如果为 1，则所有客户端开始准备环

境，并等待 60秒后进行测试。为 0则结束 ABC.EXE这个进程。 

选择系统表： 

SystemName toTest Remark 

ABC项目_A系统 1 三者只能有一个状态为 1或都为 0 

ABC项目_B系统 0  

ABC项目_C系统 0  

只要这个表中有一项的值为 1，那么就实现登录，并根据其配置，实现进入

某个系统，然后开始进行相关的动作运行。 

根据读取用例表的情况，实现某些最小单元功能的测试。 

ABC 项目_A 系统表： 

ActionID FunctionName ToTest Result Remark 

ABC_at_001 XX模块—XX 表 1  如果为 0，否则下面的都不会执行 

ABC_at_002 XX模块—XX 表—XX功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03 XX模块—XX 表 1  如果为 0，否则下面的都不会执行 

ABC_at_004 XX模块—XX—XX功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05 XX2模块—XX表—XX功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06 XX2模块—XX表—XX功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07 XX2模块—XX功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08 XX2模块—XX功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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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_at_009 XX2模块—XX能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10 XX3模块功能 0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at_011 XX3模块_XX 功能 0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 项目_B 系统表： 

 

ActionID FunctionName ToTest Result Remark 

ABC_metadata_003 BXX模块_xx功能 1 1  如果为 0，否则下面的都不会执行 

ABC_metadata_004 BXX模块_xx功能 2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metadata_005 BXX模块_xx功能 3 1  如果为 0，否则下面的都不会执行 

ABC_metadata_006 BXX模块_xx功能 4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metadata_007 BXX模块_xx功能 5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metadata_008 BXX模块_xx功能 6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 项目_C 系统表： 

ActionID FunctionName ToTest Result Remark 

ABC_QASystem_002 CXX模块_xx功能1 1  如果为 0，则下面的都不会执行 

ABC_QASystem_003 CXX模块_xx功能2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QASystem_004 CXX模块_xx功能3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QASystem_005 CXX模块_xx功能4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ABC_QASystem_006 CXX模块_xx功能5 1  如果为 0，则不执行本功能测试 

4、浅在风险分析 

4.1 超出设计的测试脚本判断的缺陷，测试脚本将有可能无法获得。 

4.2 ABC 项目系统出现了较严重问题时(脚本未考虑到的问题)，测试脚本有

可能由此将会停止运行（如果停止运行了测试程序将记录这种情况的日志）。 

4.3 ABC 项目系统关键控件发生了变更，测试脚本将会停止（如有脚本变更，

请及时通知更改相关程序）。 

4.4 XX 息表、XX 表数据的字段顺序或字段内容发生了变更，将会影响到脚

本（需要固定下来，或有变更要通知）。 

4.5 杀毒软件可能会干扰和影响到脚本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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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测试环境是在局域网环境（100Mb）下的，与真实的网格环境下肯定是

有些差距的。 

4.7 使用此脚本做为回归测试时，也只能执行一些基本功能的验证。测试人

员可能会由于运行本脚本，而丢掉一些重要业务逻辑和功能方面的测试（测试负

责人，需要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引用此脚本的同时，其主要业务逻辑是必须经过

人工测试的）。 

4.8 测试程序需要写入一个安全有关的 Key，部分电脑没有权限将导致测试

程序运行不成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要网络组提供权限支持。 

5、脚本应该注意的地方 

5.1 脚本中需要有异常处理流程。当出现异常时，需要生成日志，并能自动

处理异常，进行下一次测试。 

5.2 需要良好的注释，恰当的封装，不能没有注释或者一个脚本直白白地有

很多代码。 

5.3 执行的结果记录到详细日志中。 

六、执行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2000/XP/2003 

部署人：可选（） 

执行人：可选（） 

ABC 项目： 

新建一批用户，且其权限为 ABC 项目_A 系统、ABC 项目_B 系统、ABC 项

目_C 系统所有权限，数据权限为 XX 表、XXX 表。 

初始条件： 

ABC 项目_A 系统： 

清空 XX 表、XX 数据； 

设置 X 表、XX 为审核全部数据； 

准备 XX 表、XX 表导入数据，见附件； 

准备财务录入 XX 模块数据，见附件； 

ABC 项目_C 系统： 

建立用户：登陆名为 username（此为参数）； 

配置 ABC 项目_A 系统数据库连接为 sql 连接； 

配置 ABC 项目_B 系统数据库连接为 oracle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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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ABC 项目_C 系统的质检关系 oracle0001~oracle0010； 

七、测试结果处理 

分析测试客户端的执行日志和服务器端的监控日志，撰写专项测试报告，并

给出评估报告。 

由于本脚本的独特性，本脚本也是可以用来进行一部分的回归测试的，如果

是进行回归测试，请按照以下模板进行报告。根据模板汇总每次测试结果，以估

算投入与回报情况。 

第几次执行 功能名称 
代替手工用例数

(规模) 
预计手工执行时间 脚本执行时间 测试结果 

      

      

      

      

      

八、测试计划安排 

见附件。 

 

 

 

 

 

 

 

 

 

 

 

 

 

 

 

 

 



 

 

 32 

www.51testing.com 

【淘测试专栏】质量保障从 scrum到开发自测 

作者：周永丰 

测试团队的两个困扰，一是测试资源不足经常成为项目团队的瓶颈；二是测

试对开发技能了解不够不能深入保障质量。而在业界也早就听说 FACEBOOK和

GOOGLE的开发测试比很高，具体的测试执行工作都是开发完成的，测试团队的

职责是发展测试业务。 

那么互联网测试真的适合这样的模式吗？公司内部直接套用 FACEBOOK和

GOOGLE的方式可行吗？我相信每一个测试团队管理者都会摇头说：不一定，因

为每个公司的文化，产品形态，团队的成熟度都不一样，这就会影响测试工作的

开展方式和测试业务发展的摸索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是如何发展测试业务和保障业务质量的呢？ 

我们在开展的研发实践是 scrum，scrum中有很多关于开发同学如何在 scrum

中开展工作的实践案例，确实 scrum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善，我们吸收了其

中的一个精华就是我们把自己作为产品的主人。 

Scrum实践的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是结合Agile Value和Agile Principles

以及我们项目团队的实践获得的： 

一、自我价值：通过数据化运营指导大家认可同一个标准的价值，通过采集

产品使用过程中用户的行为和市场反馈的数据来改善需求，增强团队的 Owner

感和成就感；在做产品时遵循做 60%（核心功能）的需求，40%（锦上添花）根

据数据反馈决定是否继续； 数据波动直接反应每次 sprint发布对产品的影响，

功能用户是否喜欢，团队成员成就感增强； 

数据化运营会渗透在 Scrum的各个过程中：头脑风暴-确定目标；产品会议-

细化目标；站立会议-跟踪目标；回顾会议-复核目标。 

二、透明：工作透明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多团队之间和团队内部的信任，会让

产品进度可控。 

三、沟通：面对面的沟通是最高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坐得近，这样我们

的站立晨会会更高效的开始召开，产品会议也是不需要繁琐的预订会议室可以在

座位上搞定，有时候头脑风暴也可以瞬间开展和落实。 

Scrum 项目团队的四个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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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时间建自动化回归体系，拆分极细的 us迭代持续提交测试，更加

重了功能测试同学回归工作量的极大增加；如果 US集中验收，那么又回归到瀑

布模型，导致风险集中爆发；这样就会有建立自动化回归的需求，但是自动化在

前期的成本一定是大于手工测试，而目前的自动化测试的后期效果还不能让敏捷

团队中的 PD和开发认可测试投入时间到自动化回归体系。 

二、没有时间做记录写文档，PD和开发不愿意做记录写文档，只希望口头

描述和讨论直接写代码。但是没有记录一定会导致人为的失误，质量也就成了牺

牲品。在这样的 scrum 团队中的功能测试同学是非常尴尬的，功能测试同学不写

需求，因此对需求的测试要依赖于需求记录，功能测试同学不写实现代码的，因

此对功能测试也要依赖于设计记录，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除非是功能测试同学

有过耳不忘的记忆力，否则将会失去功能测试的意义。 

三、没有时间提升测试技能，测试工作范围广而不深，如单元测试，接口测

试，页面自动化测试，功能验收，兼容性测试，后端性能测试，前端性能测试，

安全白盒测试，安全黑盒测试，增加了测试负担；自动化回归少，重复测试多测

试效率低导致思考时间少，增加了测试负担；在没有文档的情况下为了能了解需

求和设计，持续的参加开发 PD的需求和设计的讨论，增加了测试负担。测试负

担增加后减少了测试的思考时间更难以提升测试技能。 

四、开发自己做自测时效率低，PD和开发对自测很认可，在没有测试参与

的情况下也能满足线上用户的质量需求，但是效率比较低，因为传统的开发是不

关心 bug 是怎么产生的，只关心代码能否调试通过。 

我们在实践中提出开发自测，人人都是测试，来解决在 scrum 的开展过程

中开发和测试在保障质量方面的困境。 

一、自动化回归体系，开发自测后由开发同学去建立这个质量保障回归体系，

如果开发代码可测试性太差直接影响到开发建立质量保障回归体系，会直接让开

发愿意改善产品的可测试性；并且开发会切身体会到重复手工回归的痛苦和代价

之大，改变不愿意投入时间做自动化回归体系的困境。测试做开发后会从开发的

角度思考是自动化回归在哪个层次上建立，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工具建立，并且

随着产品的演变自动化回归体系必须进行改变，越来越适应产品的发展。 

二、记录和文档，开发自测时会很羡慕为什么测试这么容易就发现了 bug，

而开发投入了几倍于测试的成本却没发现，借此机会可以把测试团队的 TC编写

方式分享给开发团队；而开发团队在写 TC 时必然会发现不做记录和文档的弊端，



 

 

 34 

www.51testing.com 

难受了就一定会改变原先的看法；测试做开发后也会改变原先任何内容都要文档

的习惯，会对文档进行精简，只有最适合的文档没有最好的文档。 

三、提升测试技能，开发自测后开发承担了质量保障的职责，而测试就可以

有时间去承担质量提升的职责。质量保障是指采用已有的质量方法去保障产品质

量，质量提升是指创新更好的质量方法去保障产品质量 

四、开发自己做自测时效率低，开发自测后开发承担了质量保障的职责，测

试就可以有时间去培训和培养开发的质量自测技能，测试就有时间发展更好的质

量方法传递给开发，开发自测效率自然就可以提高开发自测如何起步：首先功能

测试同学分离出“常规测试工作”和“专业测试工作”，“常规测试工作”由

PD，开发自测，运营验收完成，“专业功能测试工作”由功能测试同学来负责。

目前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去分析什么是专业功能测试工作，这样功能测试同

学的瓶颈可以解决，质量也得到保障，效率也得到保障。其次功能自测做的好团

队，功能测试同学轮岗做开发+专业测试工作，能提升自己的开发技能，把开发

技能和原功能测试技能结合，去摸索出新的测试方法去适应开发自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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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Jenkins 构建自己的云测试平台 

作者：邵育亮 

2012 年对于整个 IT 行业来说意味着变革，也意味着机遇。最大的变化在于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拥抱云计算。3 月 8 号 Apple 发布了最新版的 Ipad，新版的

Ipad 深度整合了苹果的 icloud 平台。Vmware 也在 2012 年初发布了全球首个开

源 Paas 产品 Cloudfoundry 轰动了整个业界。国内的 IT 的巨头也纷纷推出了自己

的云，例如盛大云，阿里云，SAE 等等。2012 年的主题将会是 Cloud。对于身为

测试人员的我们，云计算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云计算的定义，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说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网格计算（Grid Computing ）、分布式计算（DistributedComputing）、

并行计算（Parallel Computing）、效用计算（Utility Computing）、网络存储（Network 

Storage Technologies）、虚拟化（Virtualization）、负载均衡（Load Balance）等

传统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通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

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行将与互联网更相似。

这使得企业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

总结来看云计算产品具备以下的属性： 

分布式的架构体系 

● 高可用性 

● 可扩展性 

● 可监控性 

因此要构建一个优秀的云测试平台，就必须要能够使其拥有这些云计算产品

的属性。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云测试的平台呢？如果越来越多的软件公司开

始使用敏捷开发的开发模式。区别于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敏捷开发对于客户需

求的响应速度会越来越快。每次版本的发布间隔也会越来越短，同时团队的规模

也相对于传统的软件公司而言，变得越来越小巧。如何在每次发布产品的时候，

能够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呢？我们需要从代码在提交到代码库开始就对质量进

行监控，从而保证每次的 release 是有保证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软件产品支持的平台越来越多。最初的时候，我们的系统的发布只要支持

windows 的测试环境就好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软件开始更多的支持跨平台

的，例如 linux，mac 等等。在进入到了移动时代的今天，平台兼容性的问题更

是凸显，单是一个 Android 的平台，就有多个版本，而厂商的 OEM 也使得跨平



 

 

 36 

www.51testing.com 

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测试平台，他可以很自由的根据需

要支持的平台进行扩展，同时也很好的支持持续构建和自动化测试的功能。要支

持这个云测试平台的很好应用，整个团队需要包括以下的几个要素： 

● 自动构建 

● 统一的代码库 

● 自动测试 

● 每次代码递交后都会在持续集成服务器上触发一次构建 

● 快速构建 

● 每个人都清楚正在发生的状况 

● 自动化的部署 

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持续集成的工具非常多，商业工具有 Teamcity，开源的

持续集成工具有 CruiseControl，Jenkins 等等。Jenkins 的前身 Hudson 很久之前就

是国内软件公司作为 CI 工具的首选。Jenkins 支持分布式构建，同时 400 多个优

秀的插件也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和现有的测试工具进行集成，因此我们选择使用

jenkins 作为云测试平台的首选。 

Jenkins 本身是一个跨平台的 Web 系统。它的下载包只是一个简单的

Jenkins.war ，只需要把它部署到一个标准的支持 servlet 的 web 容器就可以运行，

类似 Tomcat，Jboss 等等。当然 Jenkins 也有一个 Standalone 的版本，它自带一

个 web 服务容器。我们用浏览器访问 localhost：8080/jenkins 就可以看到 Jenkins

页面的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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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看 Jenkins 如何实现分布式的架构体系。使用过 MySQL 的用户

应该都已经熟悉 MySQL 的主从备份机制 Master/Slave。Jenkins 也支持类似

Master/Slave 的分布式体系。Master 相当于一个中央的管理服务器，Slave 表示一

个 agent，多个 Slave 可以和同一个 Master 进行交互。用户通过 Master 上的 Web

接口来管理每一个 Job 任务和 Slave。Jenkins 中的每个 slave 都可以被安排到某

个 Slave 上进行执行。 

 

 

 

 

 

 

 

 

 

从上面的架构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Jenkins 是如何使用 Slave 和 Master

机制来实现多平台支持的。对于 Windows 的客户端来说，是通过 WM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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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和 Master 进行通信的，而 Linux 的客户端是通过 SSH 来进行通信的。当然我

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脚本来实现 Slave 和 Master 的通信。我们可以在系统管理的

节点管理中，看到我们部署的所有的 Slave 的情况，如下图 

 

 

 

 

 

 

 

Response 的时间是 Slave 时间和 Master 时间的延迟。我们需要注意这个

Response 时间，要保证 Master 和 Slave 时间的同步。如果 Slave 的时间早于 Master

的时间，会导致一些 Job 构建的失败。例如 Testng 的插件会自动忽略

TestNg_result.xml 的生成时间早于 Master 的机器时间的情况。 一个好的云平

台需要能够有一套很优秀的监控机制，可以实时的监控线上的服务运行情况，包

括网络，存储等等。Jenkins 本身就提供了一套很好的监控 Slave 的机制，同时我

们可以使用类似 DiskUsage 等插件，更好的来监控在 Slave 机器上的系统运行情

况。一个好的云测试平台也需要能够保证 7×24 小时的服务状态。因为我们的回

归测试会时时刻刻的进行。通过有效的系统监控，我们可以做到动态迁移我们的

Job到可用的 Slave上面，也可以更具 Slave上的负载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对 Slave

机器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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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 remote-slave-6 这台机器在运行 Job 时候的

系统的负载情况。目前看来，这台机器的压力还不是很大。 

Jenkins 允许我们可以把 Job 分散在不同的 Slave 上面，这样可以做到一定意

义的负载均衡，也可以支持跨平台兼容性的测试。我们可以通过点击 Slave 的链

接可以查看分配到这个 Slave 机器上的所有 Job。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台 Slave

机器上分配的 job 情况 

 

 

 

 

 

 

 

 

 

 

 

目前为止，Jenkins 所支持的特性已经可以很好的支持我们构建云测试平台

所需要的属性。我们之前所说的 Master 和 Slave 体系针对的是实体的服务器。在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虚拟化技术，例如 Vmware，Xen 的产品。这类优

秀的虚拟化产品可以帮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干净的测试环境。相对于过去单个服务

器的测试环境，我们在每次 build 和构建测试的时候，都无法保证完完全全的干

净的环境。但是整合了 Vmware 的虚拟化技术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checkou 方法，

在每次 build 测试和构建之前，生成一个在操作系统层面干干净净的环境。Jenkins

如何能和 vmware 的虚拟机进行整合？好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支持 vmware 产品

的 Jenkins 插件。在安装完 vmware 的插件后，我们可以在系统管理的页面中看

到如下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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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设定我们的 Lab Manager 或者是 vsphere Cloud 来让我们的

Jenkins 和我们的 vmware 虚拟机整合在一起。接下去我们在配置我们的 job 时候，

就可以看到一个 vmware 配置的选项了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使用 Jenkins +Vmware在我们公司内部构建了测试云的服

务，未来针对移动领域，我们也计划利用该云平台支持更多的手机平台。相信

2012 年将会是软件测试的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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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控制 LoadRunner 的 socket协议性能测试 

作者：黄晓波 旋次 

摘要：通过实例讲解 loadrunner 中的 socket 协议性能测试的一种测试方法，

如何不依赖 loadrunner 既定规则，自行控制收发数据包。 

关键词：Loadrunner；socket；自行控制；收发数据包 

一、前言 

用过 loadrunner 的 socket 协议进行性能测试的同学都知道，只需要录制短短

的几句命令，就可以实现 socket 的链接、收发数据包和关闭链接，一时大爽，不

过紧跟着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折磨。刚开始参数化数据包发送接收都行，慢慢的发

现，很多情况下，收发数据包的长度和内容都是不可确定的，加上十六进制和

ASCII，甚至协议和加密等等因素混合在一起，简直就是灾难。于是自行控制数

据包收发成了可选项，虽然 loadrunner 提供了相关的函数，但是真的面对进制转

换，面对没完没了的<memory violation ： Exception ACCESS_VIOLATION 

received>，很多人只能另外寻找办法完成任务。 

本来想全面剖析 loadrunner 的 socket 协议性能测试，发现需要厘清的细节太

多了，只能尽力讲清楚下面这个例子中遇到的各个知识点了。 

二、任务的提出 

这个性能测试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前置机链接了各类不同的硬件设备客户

端，各个硬件设备客户端使用了不同的协议，协议承载了大量的不同业务，不过

数据包的基本结构相同，由首部、包体和校验码组成，既有 TCP 链接也有 UDP

链接，数据发送方式上都是使用的短链接，也就是链接上服务器，发送完数据就

立刻关闭了链接。现在需要 loadrunner 模拟不同的硬件设备，测试前置机的并发

能力。 

数据包结构： 

 

 

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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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方案讨论 

这个场景很常见，不过也比较复杂。 

如果采用传统的录制回放，需要先选择几种有代表性的硬件类型和重点业

务，录制出脚本，可以想象需要录制的脚本有很多，如果进行参数化，必须要搞

清楚各种协议，重新组包，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或者开发提供两个动态链接库，一个用来对各种协议实现编解码，另外一个

包括了需要模拟的硬件类型的重点业务，第二个动态链接库调用第一个，在

loadrunner 中加载了动态链接库以后，直接调用相关的业务操作函数就可以了。

这个够通用，不过开发谁有空搭理你呀。况且如果说这个，这篇文章就不用写了。 

那还有第三种方法，现在收发的数据包在前置机上有日志文件保存，可以将

各种硬件类型发送的数据包日志文件分类搜集到，然后做两个脚本，一个 TCP

的，一个 UDP 的，逻辑都是同样的，打开数据表日志文件，读出数据包发送，

将发送和接收到的数据包写入本地日志文件，这样就只需要编写两个脚本，拷贝

出多份，每个脚本下放入不同的数据包文件模拟出不同的硬件类型。 

看起来这种方式最简单，再分析一下，是否可行。 

很多协议中会在链接上服务器后，服务器端提供一个唯一串返回，做为一次

通讯的唯一标识，加入到后续的数据包中，这里协议倒是没有这个问题，要不每

次发送数据包前，还得根据返回的唯一串来修改要发送的数据包，真是幸运。 

这样看来建立链接后，数据包可以不做任何修改就能发送出去。不过有些业

务，例如增加业务，前置机接收到任务后，可能会写入表，如果已经存在可能会

冲突，所以测试前需要清空数据库，只保留初始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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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测试的业务和实际生产的业务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种类

还是比例。缺点是这里的数据包文件会不会不够大，发一会就发完了，看来还需

要有个工具来生成足够多的数据包的文件。不过怎么说也是松散耦合了。 

经过确认，也没有出现某硬件的某个业务，混合使用 TCP 和 UDP 的情况。 

看来这个方案没有太大的问题，就这样吧。 

四、技术要点讲解 

1、如何开始录制一个最简单的收发数据包脚本 

开始录制脚本的时候，使用了一个绿色软件 SocketTool.exe，在本机启动了

一个 TCP 服务器端： 

 

 

 

 

 

 

 

 

 

 

 

 

 

 

使用 loadrunner 录制 windows application，启动一个新的 SocketTool.exe，创

建一个 TCP Client，链接刚才启动的服务器，钩选上显示十六进制值，发送

313233，别写空格进去，点击发送数据，然后再在服务器端发送点数据回客户端，

最后客户端点击断开，脚本就录制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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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就四句： 

lrs_create_socket("socket0", "TCP", "LocalHost=0", 

"RemoteHost=server:60000", LrsLastArg); 

lrs_send("socket0", "buf0", LrsLastArg); 

lrs_receive("socket0", "buf1", LrsLastArg); 

lrs_close_socket("socket0"); 

数据文件 data.ws: 

;WSRData 2 1 

send  buf0 3 

"123" 

recv  buf1 3 

"456" 

-1 

后面的脚本就在此基础上修改了。 

2、写日志文件 

假设脚本并发了五个用户，如果都往一个日志文件里面写入内容，就可能出

现各个用户日志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如果需要每个用户独立使用自己的日志文

件，可以创建一个参数 vu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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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f(cReqSeqNo,"%s%s20d459b3412a2b",cNow,); 

 

定义变量： 

char cLogFile[100]="\0";   //日志文件 

long filedeslog=0;         //日志文件句柄 

 

在 vuser_init 中打开日志文件： 

sprintf(cLogFile,"lrsocket%s.log",lr_eval_string("{vurid}")); 

if((filedeslog = fopen(cLogFile, "a+")) == NULL) 

{ 

 lr_output_message("Open File Failed!"); 

 return -1; 

} 

 

//写入日志文件内容 

fwrite("\nopen file:", strlen("\nopen file:"), 1, filedeslog); 

fwrite(cFileName, strlen(cFileName), 1, filedeslog); 

fwrite("\n", 1, 1, filedeslog); 

 

在 vuser_end 中关闭日志文件： 

fclose(filede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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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行一行读数据包文件 

定义部分： 

char cFileName[100]="\0";  //数据包文件名 

long filedes=0;            //数据包文件句柄 

char cLine[2048]="\0";      //文件中一行 

 

读文件方法： 

sprintf(cFileName,"%s","data.txt"); 

if((filedes = fopen(cFileName, "r")) == NULL) 

{ 

 lr_output_message("Open File Failed!"); 

 return -1; 

} 

while (!feof(filedes)) { 

 

 fscanf(filedes, "%s", cLine); 

 lr_output_message("read:%s", cLine); 

} 

 

fclose(filedes); 

4、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数据包 

定义： 

unsigned char cOut[1024]="\0"; //记录转换出来的数据包,发送出去的数据包 

在这里虽然表面是字符数组，不过请大家千万别把 cOut[]当成字符串来处

理，而应该理解为一个存放一系列十六进制数据的数组。这有什么区别吗？当然

有。 

比如你现在要发出一个数据包 16 进制是：31 32 00 33 34，该数组中就该存

储着(十进制)： 

cOut[0]=49 

cOut[1]=50 

cOut[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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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3]=51 

cOut[4]=52 

发送数据包的时候就应该发送长度为 5，如果处理为了字符串，发送

strlen(cOut)，可以想象，逢零就停止了，只发出去了前两个字节。接收的时候自

然也不可以使用 strcpy(cOut,BufVal)，因为遇到零就会停止，如果包中有 00 字节，

就会造成数据不完整。 

//进制转换 

m=0; 

memset(cOut,0,sizeof(cOut)); 

for (k=0;k<strlen(cLine);k++) { 

 if (k % 2==1) { 

  cTmp[0]=cLine[k-1]; 

  cTmp[1]=cLine[k]; 

  cTmp[2]=0; 

  sscanf(cTmp,"%x", &lngTrans); 

  cOut[m]=lngTrans; 

  m++; 

 } 

} 

首先初始化 cOut 的所有字节为 0; 

读取从文件中取出的一行; 

每遇到偶数字符，就读出来两个字符，放入 cTmp 字符串，使用

sscanf(cTmp,"%x", &lngTrans); 

比如 cTmp 中存着"31"，理解为 16 进制转换出来，lngTrans=0x31; 

然后再把转换出来的数据放入 cOut 中，得到要发出的数据包 

如果想看看 cOut 里面存的内容： 

unsigned char *p; 

 

p=cOut; 

for (i=0;i<strlen(cLine)/2;i++) { 

 lr_output_message("package ready:%x,%d,%x",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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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在 loadrunner 中不可以直接引用 cOut[0]的方式打印值，需要使用指针。连

指针的地址都打给你看了，这下够清楚了吧。 

5、发送自己定义的数据包 

建立链接我就不写了，发送自己定义的数据包： 

lrs_set_send_buffer("socket0", (char *)cOut, strlen(cLine)/2 ); 

lrs_send("socket0", "buf0", LrsLastArg); 

说明： 

（1）(char *)cOut 是因为函数的参数定义 

int lrs_set_send_buffer ( char *s_desc, char *buffer, int size ); 

（2）strlen(cLine)/2 不可写为 strlen(cOut)，一定要牢牢记住这里不是发送的

字符串，而是一个二进制数据包； 

6、接收数据包到自定义缓冲区 

代码： 

char *BufVal;              //记录接收到的数据包 

int intGetLen=0;           //记录接收数据包的长度 

 

lrs_receive_ex("socket0", "buf1", "NumberOfBytesToRecv=4", LrsLastArg); 

lrs_get_last_received_buffer("socket0",&BufVal, &intGetLen); 

说明： 

（1）intGetLen 必须定义为 int，而不可是 long，为啥？函数定义决定的： 

int lrs_get_last_received_buffer ( char *s_desc, char **data, int *size ); 

（2）"NumberOfBytesToRecv=4"此处 loadrunner 的帮助中例子写错了，当时

我照着粘贴下来，死活报那个恐怖的<memory violation : Exception 

ACCESS_VIOLATION received>，后来仔细看了看，明白了，例子上

NumberOfBytesToRecv 前面多了一个空格，删除了就可以了； 

（3）定义接收数据包长度，这个参数只适应于 TCP 协议，UDP 就不行了 

7、从自定义缓冲区读出数据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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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cGetLen[5]="\0";      //记录接收到的前四个字节 

 

memset(cGetLen,0,sizeof(cGetLen)); 

for (j=0;j<intGetLen;j++) { 

 sprintf(cT1,"%02x",(unsigned char)*BufVal); 

 strcat(cGetLen,cT1); 

 BufVal++; 

} 

说明： 

（1）初始化接收数组 cGetLen 所有字节为 0； 

（2）(unsigned char)*BufVal 将 BufVal 指向的值一个个字节读出，按照无符

号数解读为 16 进制和十进制，如果不设定为无符号数，碰到诸如 0xA0，转换成

十进制字符串就不是"160"，会变成一个负值"-95"，高位被解读为了符号； 

（3）cGetLen 不用定义为无符号的，他只是用来将 16 进制串转化为字符串

写入日志用的，并不是存储的数据包 

8、如何释放自定义缓冲区 

代码： 

for (j=0;j<intGetLen;j++) { 

 BufVal--; 

} 

lrs_free_buffer(BufVal); 

用完了缓冲区 BufVal 后需要释放，否则 BufVal 不断的取得返回，就会越来

越长，定位就变得麻烦，用起来不方便。最初释放的时候也是遭遇<memory 

violation : Exception ACCESS_VIOLATION received>。查看了例子，想了半天，

终于明白了，我之前读取缓冲区操作了指针，而释放需要是初始的头指针，于是

写了一段狗血的代码，通过循环，回到初始状态进行释放。-_-||| 

9、如何根据数据包返回计算为十进制数 

接收数据的时候是分成两个步骤，首先取得四个字节，计算出后续数据包的

长度，然后再指定长度进行接收。所以得到返回的四个字节后，需要计算出长度。

这里我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转换为十进制的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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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11 0x22 0x33 0x44=0d17 0d34 0d51 

0d68=256^3*17+256^2*34+256^1*51+256^0*68 

代码： 

定义： 

unsigned char cT2[3]="\0"; //记录接收到的 10 进制字符串 

long lngGetData=0;         //记录后续数据包长度 

int iByte=0;               //四个字节的单个字节的 10 进制数 

int iaR[4]={0,0,0,0};      //记录四个字节的十进制值 

 

 

for (j=0;j<intGetLen;j++) { 

 sprintf(cT2,"%d",(unsigned char)*BufVal); 

 iByte=atoi(cT2); 

 iaR[j]=iByte; 

 BufVal++; 

} 

 

lngGetData=iaR[0]*16777216+iaR[1]*65536+iaR[2]*256+iaR[3]; 

通过 atoi 把 ASCII 码转换为 int 值，比如 cT2="160"，atoi 后就成了数值的

160； 

五、小节 

学多用少是一个大的战略原则，尽可能用最简单最适合的法子解决问题，

loadrunner 的 socket 测试本篇中没有提到如何和参数打交道的问题，也没有描述

UDP 和 TCP 的细节差异，接收报文也只是长度数据两段式的收取，没有讲到不

确定长度使用终止串的收取方法，一篇文章终归难以尽言，抛砖引玉，如有错漏，

不吝赐教。 

六、代码参考 

注：我的代码是在 xp+ie6+lr8.1 环境调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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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网络瓶颈的原因 

作者：思齐 译 

网络的水平在很多时候会影响到性能水平。带宽水平的大小往往是网络瓶颈

的罪魁祸首。假设你断定糟糕的性能表现是由于应用程序的网络组件，那么比起

宽带的影响网络组件的糟糕性能更让人头疼。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应用程序的网

络组件本身的原因，以及其处理分布数据的处理功能处引起了这些问题。 

一个特定网络的整体速度是有限的，其取决于（a）最慢的环节和（b）连接

链的长度。识别最慢的链接是非常困难的，由于每天不同时间或不同通信路径可

能是在变化的，所有有时候多次测试后得到的结果（所发现的最慢链接）也有可

能是不一致的。Network 通信，首先从一个应用程序发起 TCP/IP 堆栈请求，然

后通过硬件接口，调制解调器，电话线，另一个调制解调器，到一个服务供给者

的路由器，然后再通过多次严重拥挤的数据线以及各种高承载力的路由器，以及

各种各样不同的配置，终于达到了另一台电脑的硬件端口，然后反应到应用程序

的 TCP/IP 堆栈处，于是一次艰难的通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典型的网络下载请

求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另外，这个过程中将会有可能发生，丢包、无法应

答，多次重复请求，繁忙的连接请求等等情况。 

糟糕的网络性能除应用程序本身，还有很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一个比较好的

选择是：向你的用户真实地报告应用程序在各种网络连接速度下的性能状况。测

试从本地到不同目的地的数据传输速度，数据传输速度包括：测试机->到另一台

本地网络上机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互联网中的其它服务->目标服务器和任

何其它目的地适当的应用。这种类型的报告,可以告诉用户对于应用程序来说,糟

糕的宽带是其瓶颈，如果你感觉应用程序的性能受限与网络连接真正的速度,而

不是应用程序其本身的原因,那么这个报告对于用户解决他们的宽带问题将非常

有帮助。 

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不同于网络的承接能力(也就是常说的带宽)，带宽是指有多少数据

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内发送给通信信道接收地或者说在在通信过程中最低带宽链

接限制了多少数据被传输。延迟时间是指一个特定的数据包从通信通道的一端到

另一个特定的数据包所共花费的时间。带宽的大小会告诉您，您的应用程序在操

作过程中数据量的传输量的限制，这个限制将影响到你的应用程序的性能。如果

带宽不是瓶颈，那么延迟时间往往是最终用户看到的真实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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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互联网流量，延迟时间需要重点关注，您可以使用 

ping 命令基本确定一个数据包在两台电脑中的延迟时间（请参阅"理解网络 — 

—如何使用 ping 命令？ 

http://www.loadrunnertnt.com/analyze/detecting-network-bottlenecks/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5:understanding-network-how-ping-works

&catid=34:concepts&Itemid=41）但是,这个传输时间只是对于基础协议(ICMP 数

据包)的通信时间。如果通信通道被阻塞或重连(该现象经常出现在互联网大规模

流量环境上)，应用程序的一次数据包传输实际上可能有多个往返。 

知道这些限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即是因为这些限制也经常可能是调整应用

程序，如尽量减少由 (a) 数据包传输的数量，(B) 缓存和 (c) 重新设计应用程序

的通信协议，以力求达到减少会话模式的要求。在网络级别，您需要监视 （使

用 ping 和 netstat 实用程序或 sniffer） 并统计数据包的传输，并应考虑调整

network 的参数以减少重连（如果你有调整网络参数的权力）。 

TCP/IP 堆栈 

TCP/IP 堆栈是负责翻译应用程序级网络的每个请求的 （发送、 接收、 连

接、 等等），通过传输层和网线的传输最终又回到的应用程序上面。就堆栈本

身来说，在性能测试前已经伴随操作系统而完成（在一台很快的电脑上面有一个

很慢的 network 与一个很快的 network 效果差别是很大的），它不像 TCP/IP 堆栈

一样会成为一个性能问题。 

除了堆栈其本身，堆栈包括几个可调参数，一个参数 maximum packet size。

当您的应用程序发送的数据时，底层协议将会把数据分成数据包来进行传输。为

通信的传输应设置一个最佳的数据包传输大小，而实际上使用的堆栈的数据包大

小应多次协商调整设置。较小的设置容易造成数据包传输失败（应用程序实际包

大于这个值），较大的设置会增加一些开销，网络协议会将数据拆分为多个包头

和多个内容进行传输，而这个分发的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预料的问

题。 

如果您的通信都是通过一组特定的终结点，您可能想更改数据包大小。对于

没有涉及的路由器的局域网网段，数据包可以大一些 （例如 8 KB）。对于涉及

到路由的网段，您可能想设置路由能够通过的最大的 maximum packet size（路由

器可以自动分解为较小的数据包 ； 1500 字节是典型的最大 maximum packet 

size 的大小和以太网的标准。最大数据包大小是由路由器的网络管理员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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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应用程序可能会通过 Internet 发送的数据，并且您无法保证的路线和

路由器通信的质量， maximum packet size 设置为 500 字节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宽带瓶颈 

网络 IO 很慢的一个原因，可以归就于网络的配置。例如，当许多机器同时

试图通过网络进行通信时局域网可能变得拥挤。潜在的网络吞吐量可以处理负

载，但提供的网络沟通渠道很慢，这也将大大降低网络的吞吐量。一个拥挤的以

太网网络平均网络吞吐量只有潜在最大吞吐量的三分之一。一个拥挤的网络还可

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例如丢包。如果你使用 TCP 协议，一个拥挤的网络会非

常缓慢地自动发送丢失的数据包。如果你使用的是 UDP 协议，你的应用程序必

须为每个传输重新发送多个副本（也就是如果丢包，需要用程序来控制再发）。

在互联网环境中，丢包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在局域网，你需要协调网络管理员

密切注意此类问题。对于专网连接的用户，建议服务提供商改善网络连接速度。

如果对于电话线路服务提供商你也提出这种要求，他们可能对这种期望是非常反

感的。此外，同样需要检查服务提供商是否拿出了服务提供达到了最佳配置的证

据。 

丢包和重连都是网络挤塞造成的典型问题，你需要为此原因不断地努力寻

找。丢包问题往往是由于路由过载承担，以及一些数据包在路由器的缓冲区中出

现了溢出而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你需要调整协议，并让其重新发送数据包。使

用 Netstat 命令可以统计传送的目的地和其它数据统计，可以标识出此类问题，

而重连可能是由于数据包太大而造成的。 

DNS 查找 

DNS 查找是造成网络性能瓶颈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却经常被忽

略。当你的应用程序尝试连接到网络地址如 foo.bar.somthing.org 时，你的应用程

序首先将 foo.bar.something.org 转换为 4 个字节的 IP 地址，比如 10.33.6.45。这

个 IP 地址是路由器进行通信的实际地址。 

DNS 的翻译工作如下： 

1、应用程序以文本字符串的方式发送域名地址（如 foo.bar.something.org）

到 DNS 服务器。 

2、DNS 服务器通过高速缓存查找该域名所对应的 IP 地址。如果在缓存中

没有找到这个地址，它将在其自身的 DNS 服务器（往往是在互联网域名更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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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次结构中查找），直到这个名称被找到。这个解析 IP 地址然后会被添加到

DNS 服务器的高速缓存中。 

3、这个 IP 地址被返回到应用程序所在的计算机。 

4、应用程序使用这个 IP 地址连接到所需要的服务终节点。 

一旦建立了连接，就不需要重连，但是如果发起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连接，那

么就需要重新查找。 

你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如运行 DNS 在本地机器上，或本地局域网服务器上，

当然如果是在局域网内的话。DNS 服务器可以作为“缓存”服务器来运行，如

果你重新启动机器的话它将被重置。对于频繁的连接，本地 DNS 服务器可以起

到明显的加速。NSlookUp 命令对于调查系统 DNS 是如何翻译的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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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 QTP Test 中调用 VBS的类 

作者：严晓婷 

是否想过在 QTP Test 中调用 VBS 的类呢。我们可以把同一种类型的函数变

量都写在一个 Class 里，保存在与 Test 工程关联的资源文件中，然后在 Test 中

直接调用。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呢？ 

第一步，和所有的 QTP 工程一样，我们首先建立一个 Test 工程 

 

 

 

 

 

 

 

 

 

 

 

 

然后新建一个资源文件，取名为 Class.vbs，并且关联到当前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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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 vbs 文件编写一个 Class 

 

 

 

 

 

 

 

 

 

 

 

 

 

 

这时候如果在 Test 工程中直接调用该类，会发现运行时报错。如下 

 

 

 

 

 

 

 

 

 

 

 

 

 

 

运行后可发现如下，报错说类没有被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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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 QTP Test 工程中是无法直接调用 VBS 中的类的。但是有一条曲

线救国的方案可以解决此问题，可以通过在 VBS 资源文件中新建一个 Function，

该 Function 的功能用来定义类，然后在 Test 工程中直接调用该 Function 来获得

类的定义。如图： 

 

 

 

 

 

 

 

 

 

 

 

 

 

 

之后再到 Test 工程脚本中进行该 Function 的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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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们在运行脚本，发现该类就被引用成功了 

 

 

 

 

 

 

 

 

 

 

 

 

QTP 工程中无法直接调用 VBS 中的类，但是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法能实

现类的调用，以便资源文件中的代码规整和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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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术还是要业务 

作者：甘修兵 

摘要：本文主要面对工作1-3年后有一定测试积累的初入测试职场的工程师，

提出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技术和业务的选择、成就感、技术感和工作压力，对

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对测试职场的频繁职业跳槽现象进行反思。就个人成长的

角度而言提出心境修炼的观点，旨在提高年轻的测试工程师的内心修养，帮助他

们选找真实的自我。 

关键词：软件测试；业务知识；测试技术 

测试是个很特殊的职业，随着工作年龄的增长，相信很多人都体会到业务和

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但是随着也会产生一个让人苦恼的问题，相信这问题也困扰

过很多充满激情的测试工程师们：我要专注于技术还是业务呢？这和我毕业的时

候纠结去南京好还是去杭州好呢一样，最终我是在南京呆了几年又回到了杭州，

在内心恢复平静之后，有时候我觉得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很多余的事情，重

要的不是选择，而是心境。 

一、问题 

不妨看一下测试工作者面临的或者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 

1）技术感不强 

2）工作压力大 

3）成就感不高 

解释下罗列的几个问题： 

1）技术感不强：经常从事业务和流程测试的工程师们可能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日常的工作中业务理解要求很高，技术就算不懂也可以，照样可以把工作做

的很好。而有一身自动化和性能测试技术的工程师如果刚入行并不了解实际业

务，可能在工作开展中并不是那么顺利而这种不利会极大的损害工程师引以为傲

的自信。上述的状况会造成两种倾向：对技术追求强烈的人可能会因为没有比较

好的钻研目标而满怀失望，对自身要求不高的人会只关注于经验业务的积累却对

技术研究和效率视而不见，殊不知无论是丢了业务还是丢了技术，对企业和个人

都是重大的损失。 

2）测试压力大 

铺天盖地的需求，紧锣密鼓的发版，突发而现的问题……，测试压力不是一

般的大，这个现象是不用怀疑的，少壮不努力，长大做 IT 的顺口溜应势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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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的 IT 再也不是一二十年前的 IT 了，当年别说测试了，搞 IT 的人都很少，

经过多年的迅猛发展，IT 的技术和产品业务复杂程度已经从波澜不惊发展现在

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在这种乱战的局面中，也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压

力无处不在。 

3）成就感不高 

这里的成就感主要指是来自于工作结果的成就感。如果一个复杂的工作经历

过艰难险阻终于最终完成了，这种成就感是一种从苦难中解脱的感觉，是很辛苦

的成就感；如果一个复杂的工作在四两拨千斤之后最终完成的很漂亮，这种成就

感是一种胜利的感觉。我们的测试人员多数很需要这种胜利的感觉。可能很多人

都会说：让我远离第一个辛苦的成就感远一点吧，也有人会说：我连这种感觉都

没有了，已经麻木了！ 

二、思考 

就技术这个话题而言，很多测试工程师走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把技术限定在自

己想象的小范围内，例如技术强的一定要编码，技术就是日常测试要和自动化测

试以及性能测试挂钩，要会测试工具如 Winrunner QTP Selenium Loadrunner 

Jmeter 等等等等。实际上技术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单纯只依靠一两项本事就想把

所有事情做好是不现实的，就拿自动化测试说，数据统计表明，只有 15%的缺陷

可以通过自动化测试发现而 85%的缺陷是通过手工测试发现的。在发现缺陷的贡

献上，精通手工测试比掌握自动化测试更有价值，如果对技术的理解和追求能扩

大到手工测试，对产品质量和工作效率的提升多数情况下会有更有效果。说到技

术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人有点眼高手低，认为该掌握的都掌握了，认为手工测试没

有技术含量。大家应该记得上学的时候读到的庖丁解牛的文章，庖丁就是屠夫和

厨子混合的角色，在古代是不讲究技术这个词语的，千百年来载入典籍的手工劳

动者中在我觉得庖丁真的很棒是个杰出的技术大牛，在解牛的钻研上登峰造极到

了常人无法达到的境界。我们的工程师自认为小有成绩的时候都应以庖丁解牛为

警戒，认真的问自己：我是否真的达到了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境界了？我是否已

经可以把日常工作做的毫无难度如有神助一样得心应手了？总结来说，解决技术

感不强的问题，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能否找到和工作相关的广义的技术，能不能

在平凡琐碎的事件中发现和掌握规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怎么把自己

的技术手段和业务理解很好的结合起来，让技术很好的为业务和测试服务那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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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有用的技术。技术不是目的，是手段，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都可以被看作

是技术，技术不是摆设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技术无处不在，是缺少发现。 

测试压力大往往是和学习和生活相关，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有的人感觉没

有时间学习和放松自己，无形的会影响自己的想法。关于这点，有很多地方可以

找到缓解或者解决的办法，我这里重点推荐的是工作中学习，这是真正的成长之

路，压力中学习和成长的效率绝对是最高的。个人的成长和感悟往往和工作密不

可分的，至少你现在的想法和当初不太一样就这就是工作和生活带给你的感悟。

工作和生活的分分秒秒点点滴滴在不知不觉中都会促进个人的成长。例如一个需

求下来涉及到的测试过程中有很多新知识，测试过程中可能会用到新的方法，测

试用例的设计换一种角度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等等，这些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可能

会遇到的，切忌随便应付或牢骚不断，否则你可能会错过一次学习或者成长的机

会。当然不要把压力当常态，应具体分析压力的来源并想办法把压力降下来，把

有效的减压当成一种动力，养成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习惯，把工作的轻重缓急关键

要点都列出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生活才不至于受工作压力拖累而疲惫不堪。 

关于成就感，和测试人员自身的自我认识和感知是密切相关的。是否认识到

测试这个职业的价值，是否认识到测试的定位，是否认识到自己把工作做到了极

致等等都会影响到成就感的获取。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成就感是工作和生活

得到快乐的基本要素之一。年轻的时候多一点辛苦成就感是很有必要的，是快速

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不能把这种成就感当作一种常态，很容易陷入空有激情却

没有办法突围的状况，要把胜利和效率当作自己成就感的长期目标。这里重点推

荐的是做事要有思路。一个想要成就感的人，最起码应该想办法把事情做好特别

是简单的事情，也要注意总结完善自己的体系使自己做事情更有思路或依据，如

工作方法、知识体系和规律等。就测试工作而言确实很多时候都是些看起来平常

琐碎的工作，真的想做到尽善尽美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相信如果能做到凡事

都有想法和思路而不是疲于应付，距离真正的豁然开朗就不远了。 

如果你是个喜欢偷懒的人，也不想长期经历那种痛苦中解脱的成就感，或许

你是正发愁自己带的兵受不了压力而跑路，不妨顺便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铁打的

算盘流水的兵，是兵的错还是算盘的错？和第一部分提出的三个问题有没有直接

关系？这问题不难，多数都是兵没有在算盘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算盘并没有认

识到兵的价值。而现实中一般纠结于技术和业务的方向问题的工程师往往考虑最

多的是：我要在什么样的算盘上专注？换工作换环境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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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很好的解决文中三个主要问题的思考，这些纠结的疑问在很多场景下将会

一直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大家应该能体会的出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就个人的因素而言关键还是心境，积极的人解放生活，消极的人抹杀人生，天下

之事莫不如此。 

三、结语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在写下这千古名句的时候，正值青

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在他眼睛里都是那么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今

的我们也许并没有古人那份洒脱，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在忙里偷闲之余感受一下内

心思考的力量。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还在纠结的不知道如何选择的人，不妨静下心

来，感受一下当年的才子是怎么想的，自己的心不会骗人。我也想告诉正在纠结

和彷徨的测试工程师们：如果你想成为举重轻重的力量，请好好重视本文的问题

并找到正确的答案，相信这个答案也是毫无疑问的。人生在世，寻找真正的自我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路，但是并非没有机会，保持内心心境的平和，做到认真而

不放弃目标，人生会无比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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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测试管理工具必备九大功能分析 

作者：王春生 

摘要：测试管理工具对测试的重要性毋庸质疑，两位笔者有着多年的测试实

战经验，对市面上的一些测试管理工具有过一定的研究，还根据目前比较流行的

敏捷开发过程设计了一款测试管理工具。 这篇文章算是对这个设计过程的总结

与分享，希望以此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或自行开发更适用的测试管理工具。 

关键词：测试管理工具 测试管理 缺陷管理 测试用例管理 

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软件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对测试工作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测试领域也随之涌现出了各种各种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这其

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便是测试管理工具，它主要解决的是测试过程中团队协作的

问题，比如缺陷管理、用例管理、测试任务管理等。 

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测试管理工具有 QC、Mantis、BugZilla、TestLink、

Trac、Redmine、 BugFree 等。有开源软件，也有商业软件。这些软件的各自侧

重点不同：比如 Mantis， BugZilla 偏重缺陷管理，TestLink 则偏着测试用例管

理，QC 则更加全面，Trac 和 Redmine 项目管理的概念又更强一些。 我们在总

结分析这些软件的优缺点基础上，结合自己日常实际工作的需要，设计了一套测

试管理软件，这篇文章就是在设计这款软件过程中的总结和思考，希望可以给大

家一些启发。 

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在一套软件里面可以实现测试全过程的

管理。那么，哪些功能是在这个管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呢？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不

断的修正，我们整理总结出以下九大功能，它们分别是：测试需求管理、测试用

例管理、测试套件管理、测试版本管理、测试计划管理、测试执行管理、缺陷管

理、发布管理和分析报表。下面笔者就这些功能一一阐述。 

一、测试需求管理 

需求是一款软件产品的灵魂，是开发和测试最重要的参照标准。很难想象一

个没有需求的软件如何去设计它的测试用例。无论是测试用例，还是缺陷，都是

建立在特定的需求基础之上的。因此，一款好的测试管理软件首先具备的便是测

试需求管理。 

1.1 需求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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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项目管理流程中，需求往往以需求规模说明书的形式呈现。需求规格

说明书比较全面，但缺点是没有拆分为需求点，无法实现对某一个具体的功能点

的跟踪。因此在我们设计的测试管理工具中，需求是以需求功能点的形式呈现。

这样有利于针对每一个功能点撰写测试用例，并进行测试的跟踪管理。 

大模块拆成小需求，小需求拆成需求点，拆分之后，一层层的分级管理便是

必不可少的了。 为了适应日益复杂的需求和变化响应，需求的模块还需要实现

无限级的划分，这样可以形成一颗树状结构，无论从浏览还是管理上都更为灵活

和方便。 

 

 

 

 

 

 

 

1.2 需求管理 

有了模块之后，紧接着需要实现的便是测试需求的管理。我们需要一个界面

来录入需求，常见的字段包括：标题、描述、优先级等。另外也可以对需求进行

修改，删除等操作。 

 

 

 

 

 

 

 

 

1.3 需求搜索 

实现了基本的需求维护功能之后，我们还需要实现需求的搜索功能，这样方

便我们找到自己想要的需求。 

 



 

 

 65 

www.51testing.com 

 

 

二、测试用例管理 

好，我们现在有了测试需求，我们就可以为每一个需求撰写测试用例了。测

试用例的维护涉及到模块划分、测试用例维护、导入导出和搜索等功能。 

2.1 用例模块划分 

类似于需求的模块维护，用例也需要通过模块的划分来维护用例。在我们设

计的软件中，测试用例的模块和需求的模块是分开的。读者肯定会问，为什么还

要为用例再维护一套模块呢？为什么不重用需求的模块划分呢？这是因为在实

际项目中，需求是从用户和产品的角度来看，需求更多的是帮助用户如何达成一

个操作、实现一个功能。但是用例设计不止要考虑需求，还需要考虑一些异常情

况来设计用例，为用例单独开设模块管理就不会影响到原有的需求管理部分。 

2.2 用例的维护 

下面我们要实现的便是测试用例的基本添加、编辑等操作。这个功能在大多

数有测试用例管理的工具中都会实现，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绝大多数的管理

工具中，测试用例的步骤是没有分开的，每一步的预期甚至也是混在一个字段中。 

其实这样并不科学，不仅会降低用例执行的粒度，还会影响后续的一些数据生成，

至于是生成什么样的数据，先在这里卖个关子，后面解释：-)。 在我们设计的

系统中，用例的步骤和每步的预期是完全分开的。 

 

 

 

 

 

 

 

2.3 用例的导入导出 

目前很多公司还是在使用 Excel 书写和保存测试用例，如果一家公司准备采

用一套测试管理系统，将这些用例手工导入将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因此测试管

理工具需要能够将 Excel 里面的用例导入到系统，同样，也能够将测试用例导出

为 Excel 格式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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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库导出 Excel 的功能还是比较好实现的，Excel 的导入功能方面，笔

者设计的思路是可以通过 excel 的 VBA 编程自动实现数据的获取，并且可以更

新回到系统中，这样会更加方便快捷。目前正在研究摸索中。 

2.4 用例搜索功能 

同需求的搜索功能，我们同样也需要对测试用例进行方便的检索，以便找到

自己想要用到的测试用例。 

三、测试套件管理 

有了测试用例之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会产生，那就是如何组织维护这些用

例。除了上面所说的模块功能、导入导出和搜索之外，测试套件功能也可以非常

方便的帮助测试人员来组织整理自己的测试用例。 

测试套件（Test Suite）可能是一个分歧比较多一个概念，在我们看来，测试

套件就是一个集合，可以方便的将某一些用例按照某个特征组织在一起，方便后

续的管理和维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实现测试套件的功能就包括测试套件的创

建、关联测试用例、测试套件的浏览维护等功能，不再细述。 

四、测试版本管理 

在目前的软件开发流程中，代码的版本控制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而由

此我们可以引申出测试版本这个概念。 一个测试版本可以是对应一个 Build，也

可以对应一个时间点，测试版本的概念很重要，通过它我们可以明确我们目前测

试的范畴，知晓我们需要执行哪些测试用例。同时开发人员在修复 bug 的时候，

也可以明确当前的修复工作会影响到哪个版本。 

4.1 版本和需求、bug 的关联 

首先我们需要实现的便是测试版本和需求、bug 的关联。也就是我们在创建

一个测试版本的时候，需要确定这个版本都完成了哪些需求，解决了哪些 bug，

这样就界定了我们测试的范畴。下图是我们设计的系统中实现的创建版本时，需

求和 bug 的关联页面。 

 

 

 

 

 

 



 

 

 67 

www.51testing.com 

 

 

 

 

 

 

 

 

 

4.2 版本和源代码管理系统的集成 

一个版本肯定对应到源代码管理系统中的某一个路径，一般是对应到类似

tags/xxx.1.0.build1 类似的目录。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上面图中的源

代码和存储地址是以文本框的形式呈现的。这也是我们正在计划实现的一个功

能，就是源代码的版本可以自动从源代码管理软件中获取。 比如我可以从

Subversion 的某一个路径中获得对应的代码版本，这样就可以将测试管理系统和

代码管理系统进行有机的结合。 

五、测试计划管理 

现在我们有了测试需求，有了测试版本，有了测试用例，还有了测试套件，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执行测试了吧？ 先别急，做什么事最好都有一个计

划，测试工作也不例外。 所谓测试计划，其实就是如何来测试某一个版本，保

证其代码质量。 站在测试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这里面包括这样几个工作： 

5.1 提交测试，创建测试任务 

当一个测试版本创建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交测试进行测试了。提交测试主要

注明要测试哪一个版本，预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是什么，还可以有一些备注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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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试用例的确定 

当一个测试任务创建之后，我们需要为这个测试任务确定好都要执行哪些测

试用例。由于每一个测试版本都有注明这个版本所完成的需求或者解决的 bug，

因为确定需要执行的测试用例的过程，就是根据相应的需求或者 bug 筛选测试用

例的过程。 

 

 

 

5.3 测试用例的分派 

那么通过上述的用例筛选功能，确定好这一次测试需要执行的用例之后，下

一步的工作就是将测试用例做好分配。当然，如果某一个测试任务只有自己来进

行，那么这个工作就可以省却。 但如果一个测试需要很多人一起完成，或者是

需要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进行，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来指派测试用例。 

 

 

 

六、测试执行管理 

测试计划做完之后，每个人头上负责执行的测试用例也就都非常清楚了。这

时候每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自己头上所负责的测试用例。 

6.1 测试用例执行 

首先我们来看下测试用例的执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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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设计的测试用例是分开步骤的，所以在执行测试用例的时候，可以

非常清晰的确定每一个步骤执行的结果。 

在测试任务的用例列表界面，可以查看每一个用例最后的执行情况。 

 

6.2 从测试结果创建 Bug 

当一个测试用例执行失败之后，就可以从测试结果中直接创建一个 bug，指

派给相应的开发人员进行解决。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自动生成 bug 的重现步骤 :-)   这就是将测试用例

步骤分开的好处。 

七、缺陷管理 

缺陷管理是一个测试管理工具中最重要的功能了。当测试过程中产生了 bug

之后，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的互动就通过 bug 来进行。这里面包括基本的创建

bug、解决 bug、编辑、验证关闭，激活等功能。这一块的功能和逻辑大家都比

较熟悉，不再赘述。 

我们想特别和大家分享的一点是 bug 到测试用例的转化。有的 bug 非常的经

典，也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 bug 出现的时候，当前系统里并没有用例覆盖它，

所以我们需要将其放在用例库里面，以保证后续的版本不再重返类似的问题。因

此我们设计的系统中还提供了 bug 转为用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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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Bug 的步骤自动计算为用例的步骤，是不是很酷？ 

八、发布管理 

当开发人员解决了若干 bug 之后，就可以重新创建一个测试版本，然后提交

测试，然后又是测试计划，测试执行... … 如此往返，直到最后一个阶段测试工

作终结，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发布了。 

在创建发布的时候，需要选择一个测试版本(build)，而这个测试版本又关联

了这个发布所完成的需求、所设计的用例以及所提交的 bug，由此与前面的工作

完美的形成了闭合。 

 

 

 

 

 

 

 

九、分析报表 

除了上述基本的测试管理流程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统计报表来帮助我们实

现宏观层面的掌控。比如模块 bug 数量统计、每天新增 bug 数量统计、每天解决

bug 数量统计，每天关闭的 bug 数量统计等等，这些在日常的测试管理中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监控项目进度，预测发布时间等，我们就不再详述。 

小结：基本的管理流程： 

上面就是我们设计的测试管理工具基本的管理流程，用图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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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其他的一些尝试 

除了上述的测试管理流程之外，还可尝试其他几个很有意思的功能： 

附 1：和自动化测试框架的集成 

一个好的测试管理工具应当能够支持自动化测试框架。这里面主要的功能就

是提供 api，可以将测试用例等信息导出，和自动化测试脚本做集成和绑定。 

附 2：和测试数据的集成 

大部分情况下面测试用例都是基于数据来驱动的，因此如果能够在测试用例

里面直接将测试数据有机的纳入进来，可以有效的提高测试效率。通过可以结果

自动化测试框架的支持，可以自动将测试用例里面的数据转换为测试脚本所需要

的数据。将非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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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软件测试之路 

作者：图一乐 

关键字：软件测试；测试方法；测试思想；包装测试 

总结 2011 年，从了解软件测试到从事这个行业，这一路总来收获很多，对

于软件测试的理解也逐渐的深入。 

我毕业于黑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接触

到测试这个领域，在哈尔滨的一家培训机构接受了为期四个月的培训，整个培训

用了四个月，从基础的 C 语言、SQL 数据库到系统的学习软件测试的理论，软

件测试的方法、方式，还有通过四个测试项目的实战训练深化对测试的流程的掌

握，接着就南下来到了深圳，开始了找工作的历程，先后参加了四五家公司的面

试，有大公司也有小公司，大公司就比较注重测试人员的发散思维，对于问题思

考要全面而且最好有独特的切入点，在金山软件的笔试中我是拿了第一名的成

绩，然后技术面试、人力面试，几天后接到了金山的 offer，相对于大公司来说

小公司就比较实际一些，招进来就能上手，对于公司的选择上，我认为公司都是

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工作时候的心态，大公司对于新人来说就是执行一条一条

前辈写好的用例，同时公司对新人会有一些培养的计划，学习一些测试用到的工

具、软件，小公司对于新人来说几乎是没有新旧这一说，上班了就是干活，让你

在最短时间内适应工作环境，直接参与项目测试，有的公司有测试用例的，有的

公司是没有时间与人手去设计测试用例的，没有用例的测试也不是很难，这就要

求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出入测试行业的新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这会使你进入一个快速成长期。也是出于这点考虑我最后在金山软件的 offer 和

小公司之间选择了我现在就职的“深圳市名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对于现在

的工作，自己很满意，公司小，专职的测试人员也很少，所以要做的工作也很多，

入职的这三个月多有是我测试生涯的一个快速成长期，培训结束后所掌握的理论

经过工作实践以后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一定的上升。 

最近在论坛上看到说国内的测试行业入门门槛低，什么专业毕业的人都可以

做测试，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测试不仅仅注重与技术更注重的是思想，软件测

试也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艺术，相对于技术的培养，思想的培养难度要大的多。 

测试人员不仅仅专职于测试，也是市场人员、策划人员，更是用户，如果对

于一项工作仅仅站在测试的立场上来开展工作，那么测试的目的就仅仅单纯的找

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于产品的质量仅仅是一个保证作用。所以，在开展测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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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时候要从多个视角来进行，从策划或市场的观点来精准的定位需求，从用户

的角度来体验产品，最终测试的效果不仅仅是保证产品的质量，更是对产品的升

华。那么，对于测试人员来说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是上升了一个高度的，是从灰盒

测试工程师进阶为包装测试工程师，不局限于黑盒测试、白盒测试，是以白盒测

试、黑盒测试为基础对白盒测试、黑盒测试思想上深度、广度的拓展，至于技术

方面也要同步的增强，思想指导技术，技术支撑思想。 

对于软件测试而言，主要的测试方法就是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还有不成文

的灰盒测试，选择测试方法要根据实际的工作情况而定，我在公司所做的主要就

是灰盒测试，在这一段的工作中我对于测试方法这一块收获颇多，对于一项测试

任务，我所采用的测试方法我称呼为“包装测试”这种测试方法特别适合小公司，

工作环境相对较开放，开发人员、测试人员、策划或市场人员方便面对面的沟通

交流。一款成熟的产品或者程序，在最终用户手里应该是一个球，无论用户做怎

么样的操作都不会有死角或问题，不会散架。那么这个球就是脱胎于生产商或开

发商手中的六面体盒子，作为开发公司要研发这样的一款产品或者程序，就要按

照软件产品的生命周期来进行。产品的定位就要用立体的视角来看，采取需求、

开发、测试三个切入点来进行研发。无论白盒、黑盒、灰盒测试都是把程序当作

一个盒子，我所采用的方法“包装测试”也一样，这个六面体盒子，无论从哪个

视角去看哪个面都是通透的，测试的重点在于面与面的穿透、面与面的接合处以

及三个面相交的每个点，把握住这三点才能保证产品的产出与需求一致，才能保

证产品的功能、性能以及其他的像稳定性、健壮性、安全性等等，这些最终在用

户的手中得以体现，所谓包装通俗点说就是大盒套小盒，就像一款产品的修改完

善、模块的增减、内容的修改等等，用包装测试能快速确定修改内容的正确与否，

修改后对原有内容的影响。当然，包装测试只是一种思想，就想电子计算机的

CPU 一样，代表的是一种架构方法，具体要怎么样去架构，要用哪些测试方法

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设定，是选择白盒的逻辑覆盖还是黑盒的等价类、边界

值等等。通过测试把这个六面体盒子的边角都磨平最终成为用户手里的球，这才

算是成功的测试。 

最后一句话总结，软件测试不仅仅是技术，更是艺术，生活无所不测试，人

人都是测试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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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程师进阶的 10 条箴言 

作者：李佳 

摘要：测试工程师进阶的 10 条箴言 

关键字：软件测试；Bug；性能测试 

正文： 

1、在测试领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并保持发展这个特长，兴趣点包括：业

务测试、性能测试、自动化测试、单元测试、黑盒测试、部署环境、流程控制等。 

2、在每一次团队会议中争取发言，可以是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询问一个问题，

并让所有人知道。 

3、要想在产品测试上有质的飞跃，必须了解产品的设计模型（数据库表结

构），如果能做到这点，你对产品的认识将不一样。 

4、定期了解最终用户的使用情况，倾听他们的意见，如果能做到这点，你

对产品的理解将不一样，并可补充测试场景。 

5、认真对待每一个 BUG，并在其生命周期内进行跟踪。尝试记住自己提交

的每一个 BUG。 

6、与开发人员保持很好的沟通，并尝试面对面沟通。 

7、测试是一个繁琐的工作，要找到技巧和工具，节省自己的重复劳动。 

8、勇于承担团队中边界模糊的工作，做的越多自然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

多再加上自己的思考，自然就有了话语权。 

9、性能测试及监控调优，可以让你对软件的技术细节更多了解。并提供一

个向架构师、CTO、CIO 发展的途径。 

10、至少到目前为止，书本上讲到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等价类划分、边界

值、错误猜测等）还是行之有效的，应该养成使用这些方法编写测试用例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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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是一个独立的项目吗？ 

作者：油炸小朋友 寵、纤宝儿 ♪ 小狐狸 Winnie 译 

摘要：如果由指定的团队负责自动化测试，亦或者自动化成员把它作为一个

单独的项目工作，那么自动化测试将会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事。在这篇文章中，

丽莎·克里斯宾继鲍勃·琼斯之后呼吁需要整个团队来进行自动化测试并详细阐

述了将自动化测试归为独立项目而不是纳入整个软件开发过程的危险性。 

最近我读到一封关于“失败的自动化测试项目”的电子邮件。邮件所阐述的

内容让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不同类型的自动化测试是软件开发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不仅是对于敏捷型开发团队而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时期，我曾为

waterfall shop 工作过。那里的程序员对其所有的单元测试都进行自动化，并且在

持续构建中运行自动化。我的测试团队在每一个项目中，都是从一开始就参与进

来，并持续到结束。我们不仅对图形界面级别的功能测试执行自动化，也对性能

和负载进行自动化。我们的产品在生产中没有发现重大的错误。 

很多人仍然认为自动化测试一定要自动化测试专家才能做并且 QA 应该是

一个独立的团队，甚至在敏捷项目中，对此我感到很失望 。我想如果每个软件

团队在 “自动化测试项目”条款中停止多想，他们将受益匪浅。 

为什么要进行自动化测试？ 

我们进行自动化测试，以帮助我们的团队维持技术费用在可控的水平，从而

让团队保持合理的步伐。我们进行自动化回归测试，以缩短新代码的嵌入和发现

回归失败之间的反馈周期。我们对负载和性能测试进行自动化，因为的确没有其

他方法可以用来做这些类型的测试。在建立探测性测试场景时，我们自动化执行

重复的步骤以节省时间。我们根据不同的测试目的，自动化产生测试数据。 

这都是些必要的工作。这对及时地交付高质量的且具备商业价值的软件，是

必不可少的。这些“工作”避免了带来致使团队了无生趣的繁重任务以及单调乏

味的键入工作。 

项目相关问题 

由于“自动化测试”这个术语中包括了“测试”一词，管理者认为自动化测

试应该让测试员来做。他们购买一个图形化界面的测试工具，这种工具通常具备

“记录和回放”的功能，然后给 QA 部门安排一个将所有手动回归测试自动化的

项目。或许，他们期望一旦这些测试自动化了，那么他们将不再需要麻烦的 QA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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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司会组建一支由测试人员组成的，致力于自动化测试项目的团队。毕

竟，公司购买了测试工具，他们认为工具如此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创建自动化测

试脚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团队确实进行了自动化测试，那么他们的测试很

可能只停留在图形界面级别。创建测试脚本的测试人员很可能只有极少甚至没有

编程经验。他们并不熟悉代码设计模式，比如“一次且仅一次”，以致测试代码

里满是重复代码。而测试工具是不可能为测试脚本提供具备良好的代码设计。故

这些测试脚本都是不友好、难以维护的。 

我曾听说过有些测试团队，他们拥有几十万行不再使用的测试脚本。我还遇

到过其他团队里的测试人员花费 100%的精力去更新测试从而保证他们可以通过

一系列的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失败的投资，不仅增加了技术费用，甚至减慢了

开发过程。 

有些公司很明智，为自动化测试部门配备程序员。这样可以更好的跟踪记录。

然而，如果他们不着重于能帮助指导开发的测试，如在测试驱动的开发和用例规

格说明（也被称为验收测试驱动开发）方面，那么测试就失去了自身的重要价值。

而且，如果测试人员和开发产品的程序员不紧密协作，那么他们就会忙于那些不

便于使用自动化测试的开发代码中。 

综合利用不同的技术 

比较“只由测试小组来完成自动化测试”方法和由一个完整的团队来完成自

动化测试的方法，后者把自动化测试作为软件开发所必需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类型的自动化测试技术的学习都是艰难的。首先，有很多额外的没

有报酬的工作。只有你做对了，并且坚持下去了，你才能意识到它带来的好处。 

在过去几年中，我曾经请教过很多带领自动化测试团队取得成功的人并和他

们分享他们获得成就的重要经验。不管何种情况，他们相信团队方式可以克服实

现自动化测试过程中的阻碍。通常，如果程序员在写产品代码时，能熟练运用良

好的设计模式，写自动化测试代码就会很容易。 

测试员擅长确认哪些测试需要手动还是自动化。当一个程序员和一个测试员

结对去实施自动化测试，它不仅比一个测试人员独自进行自动化测试要快很多，

同时，也增强团队的合作和沟通，有利于整个产品开发。我个人很喜欢自动化测

试，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独自一个人设计的自动化测试，远没有我和程序员队员

一起合作设计的，那么清晰和易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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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团队的数据库专家协助提供测试数据和测试程序，例如数据库更新。系

统管理员帮助将自动化测试整合到整个编译过程中。一个拥有多样化技术的软件

开发团体能够更好地在自动化测试中克服所有阻碍。 

自动化与良好的投资回报率 

在整个团队的合作下，大家一起为他们的测试工作寻找恰当的方法、规范及

风格。然后，他们找出相应的驱动程序、框架，或者是能实现他们要求的其他工

具，又或者由他们自己进行编译。整个团队在不断摸索，直到他们找到他们认为

最适合的。 

自动化测试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正确使用的话，可以长期保持低技术成本和

缩短开发反馈周期，从而获益。所有回归测试的自动化可以让软件测试人员腾出

手来做更有价值的工作以帮助提供尽可能好的软件。 

下面是一个例子 

2003 年，我的团队承诺，我们将会尽我们的一切努力去做出最优质的软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用测试驱动开发，依据实际制订规范，并且整个团队

在所有阶段都会采用各种类型自动化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开始的一年很辛苦，但

我们不断改良了我们这样年来一直使用的自动化测试。这让我们在保持低技术花

费的同时又快又好的实现了新的产品功能。 

最近，我们希望在我们的 web 应用程序中使用 Dojo 代码，但我们现有的

GUI 测试工具不支持它。作为一个团队，我们需要集思广益解决这个问题。最后，

我们的系统管理员提出一个由一个开源驱动器程序和一个自主开发的框架构成

的解决方案。他把这个方案上交给我们的首席架构师，首席架构师提出了一个具

有相同的驱动程序和开源框架的解决方案。整个团队商议结果并选择一个方法实

施。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用户实例，编制预算时间进行试验。显然，这是一个需

要整个团队合作的用户实例。 

别把自动化测试做成了一个项目 

对于自动化测试带来的挑战，我们不可能逃避。如果我们不把自动化测试当

成一个独立的项目，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也许或者根本就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就

可以成功的战胜这些挑战。相对致力于自动化测试而言，我们更应该专注于持续

不断地提供更高质量的代码。 

自动化测试并不是目的的本身，而是为了可控的技术花费，高质量的软件，

以及享受尽情工作带来的乐趣。就自动化测试而言，越来越多的团队意识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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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单独的阶段，而是整个软件开发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站在把测试和编

码作为一个整体的两部分的角度来考虑，随时注意团队前进到哪个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