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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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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自动化的内涵

自动化测试是把以人为驱动的测试行为转化为机器执行的一种过程。通常，在设计了测

试用例并通过评审之后，由测试人员根据测试用例中描述的规程一步步执行测试，得到

实际结果与期望结果的比较。在此过程中，为了节省人力、时间或硬件资源，提高测试

效率，便引入了自动化测试的概念。

自动化

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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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测试自动化的内涵-自动化测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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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测试更方便、可靠

可运行更多、更繁琐的

测试，且快速、高效

可执行一些手工测试相当困

难或根本做不到的测试

更好利用资源，使资源使用

更有价值

具有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自动化脚本完全可复用

使软件更有信任度

多环境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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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测试自动化的内涵-自动化测试的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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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可能取代手工测

试

无法保证测试的正确性

手工发现的缺陷远远比自

动化测试得多

对测试的质量性依赖极大

自动化测试可能会约束软件

开发
自动华测试是死的，不具

有想象力

成本投入高，风险大

对测试人员的技术要求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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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自动化测试综述

设置环境

执行测试

清除环境

获取对象

操作对象

断言

setup()

test…()

tearDown ()

5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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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自动化的基本

Test Runner/测试执行器
被测试系统
（SUT）

被执行测
试套件

测试脚本管理器

测试数据和结果

建立

执行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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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自动化的原理和方法

1.首先，QTP会通过“用户名输入框”这个名字到对象库的对象名中查找，会找到以下这个对象名

以QTP为例

2，然后通过找到的对象名，找到对象名映射的属性包

3，接着QTP就会通过这个属性包来匹配页面上的控件的属性，如果在页面上找到一个唯一与此属性包匹配的控件，那
QTP就会认为此控件为要找的控件。

4，然后QTP根据“WebEdit”来确定控件的类型，并调用QTP对于此类控件内置的操作方法“Set”把“用户”赋予了控
件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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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脚本的自动化测试

要选择什么样的开发语言

• 使用C或者C++

• Java

• TCL

• Perl

• Python

• Ruby

业界常用的控制库的设计方法

和工具有哪些

•命令行（CLI）控制：TCL、Perl、Ruby

和Python

•图形用户界面（GUI）控制

•Web浏览器自动化控制商用工具：

•Winrunner

•QTP

•Silktest

• IBM Rational Robot

•常用的Web浏览器自动化控制开源工具：

•Selenium

• AutoIT

• IE Automate

• Ruby Waitr

一个测试框架最基本功能

• 强力的执行引擎：

真正做到无人值守

• 良好的报表生成和

管理功能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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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流程 负责人 输出文档

开始

制定测试计划

分析测试需求

搭建测试环境 设计测试用例

编写测试脚本

执行测试脚本

是否通过

分析测试结果

跟踪Bug

JIRA记录测试问题

需求说明书

回归测试

测试经理

用例设计者

用例设计者

脚本开发者

测试人员

测试人员

测试计划书

测试用例

测试脚本，数据
文件

测试报告

测试人员

测试经理

缺陷记录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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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自动化普遍存在的问题

自动化测试工具本身也是

软件，也要重视工具本身

的质量

自动化测试工具要随着用

户的需求变化而变化

不是所有的功能都可以作

自动化测试的

探索式软件测试也可由自

动化测试来实现

是否需要采用自动化测试，

需要考虑测试的效率

（ROI）

自动化测试可以覆盖软件

测试中的每个阶段

软件测试自动化是敏捷开

发强有力的工具

不要盲目选用现有自动化

测试工具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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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什么类型的功能测试应该采用自动化方法-何时采用自动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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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期长，系统版本多

需求变更不频繁

系统中测试对象可识别

系统中不存在大批量第三方控件

需要反复测试，如可靠性测试

手工测试无法达到，如并发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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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什么类型的功能测试应该采用自动化方法-何时避免自动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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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期短，需求变更大

在软件还没有稳定情况下

没有明确的项目测试自动化
计划、措施和管理

领导不支持

对象无法识别

脚本维护量大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什么类型的功能测试应该采用自动化方法-自动化测试的选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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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期成本

语言/工具的熟悉

脚本的开发

脚本的调试

 脚本健壮性维护

 脚本根据需求的维护

自动化测试成本 测试后期成本

讨论：前期成本大还是后期成本大？为什么？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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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复杂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测试

基于业务的自动化流程驱动:BPT（Business Process 
Testing）

1. 每一个测试脚本实现一个功能，然后合起来
2. 使用基于数据的驱动

CASE1:用户

注册

CASE2:用户

登录

CASE3:查询

产品

CASE4:翻页

操作

CASE5:查看

商品详情

CASE6:放入

购物车

CASE7:生成

订单
CASE8:付款

CASE9:收货

确认

CASE10:评

估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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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复杂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测试

基于业务的自动化流程驱动:BPT（Business Process 
Testing）

http://www.51testing.com/html/46/68246-574.html

创建手动组件

将组件添加到业务流程测试中

自动化组件

在组件中键入关键字驱动

调试组件

定义组件参数

运行测试并且查看结果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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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准备自动化功能测试数据
前端UI自动化脚本

• UI自动化脚本实现数据准备：

• 实现方法：通过UI的自动化脚本实

现数据准备比较直观，并且能直接

调用已经实现的UI自动化脚本代码。

•优点：

• 1、实现比较简单，UI自动化的

框架和工具较多，并且有不错的录

制回放工具，在录制的基础上再修

改脚本就可以

• 2、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好

• 3、若已有相关功能的自动化脚

本，可复用，节约时间

• 缺点：

• 1、对UI依赖大，执行效率低

• 2、变化频繁，维护成本高

• 3、复用性差，不利于其他测试，

比如接口测试、性能测试调用

• 4、和UI自动化结合紧密，很难成

为独立的工具

通过DML操作数据库

•实现方法：通过DML操纵数据库进行

数据准备是很高效的，因为这种方

法抛开了前端页面，抛开了程序逻

辑，直接把数据写入DB,或者进行更

新、删除等操作。

•优点：

• 1、高效、直观。

• 2、复用性好，可被性能测试、接口

测试等调用。

• 3、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缺点：

• 1、对于比较复杂的系统，表间关系

依赖较多，字段间依赖复杂且多时，

这样的方式往往会很复杂，一旦sql

语句有问题，也会影响效率。

• 2、这样的数据被用于自动化测试时，

可能与系统的实际功能不一致，导

致验证失败。比如一般系统查询时

先查缓存，返回结果。通过DML方式

插入的数据，缓存不会自动更新，

可能查询结果中没有新的数据。

调用应用提供的接口

•实现方法：通过调用应用的hsf接口

实现数据准备，这样方式可以很好

的规避UI和DML方式的缺点，实现比

较高效而且与实际功能一致的数据。

•优点：

• 1、适用于复杂业务，更高效。

• 2、数据完整性、一致性好

• 3、复用性好，可被性能测试、接

口测试等调用。

• 4、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 缺点：实现相对难一些，需要对接

口了解较多；

通过发送请求方式

•实现方法：提交http请求方式准备数

据，相对于UI的方式效率较高，不需

要等待页面、控件加载，而是通过

程序语言直接提交请求,此时应用接

收到的请求与用户通过页面操作提

交的请求是一样的，因此程序逻辑

均会被执行，如插入数据后会更新

缓存等。

• 1、数据完整性和一致性好。

• 2、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 缺点：

• 1、实现时相对麻烦，需要考虑

cookie,tb_token等变量，比如创建订

单需要用户信息，提交这个请求嵌，

首先需要先发送登录请求，然后从

response header中获取cookie及

token,创建订单时需要带上cookie和

token,这样应用才能认为是正常的请

求，才会继续执行。

• 2、请求中包含的内容较多时，拼

接请求也比较耗时，因此代码量相

对较大

• 3、若服务器端验证浏览器安全控件

时，如支付时，实现很困难。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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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运行过程中防止程序中断

上一步操作

下一步操作 当在运行时候发生错误时
 pop up messages box:弹出错误框并显示错误信息
 proceed to next action iteration：继续执行下一次迭代
 stop run：停止运行
 Proceed to next step：跳过本业务步骤，继续下一个业务

try:
….

except:

• Assert

• Verify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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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的选择（案例讨论）

案例一：

在一个敏捷项目中，什么时候自动化测试介

入比较好？请说出原因。

A）项目初期阶段

B）项目中期阶段

C）项目后期阶段

案例二：

以下几个测试用例，哪些作为自动化测试用

例比较好。

 用户注册功能（字段尚未明确）

 登录功能（一分钟内连续登录三次，需要

验证码）

 注册信息修改

 密码修改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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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的持续集成对软件测试的重大价值

源代码库

测试代码构建服务器

产品代码构建服务器

CI调度中心

报告

自动化测试是持续集成的基础

2018/7/30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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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与回归测试的集成对软件测试的重大价值

自动化测试的最大优点：使回归测试变得更加的容易

回归测试是软件迭代的基石

分析

设计

开发

测试

总结新功能测试

回归测试

 新功能测试是测试未发现的错误。手工测试为主（验

证程序的容错能力），自动化测试为辅（验证主要功

能）。

 回归测试是发现已知可能存在的错误。自动化测试为

主，手工测试为辅。

自动化测试：对于以前实现的功能确保没有发现错误（建立
信心）

手工测试：尽可能多的发现缺陷（80%的缺陷来源于手工测
试）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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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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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类型 优点 缺点

开源 无需购买；
可以改动代码；
…

质量差；
没有售后服务；
可能不符合公司业务；
…

商用 有售后支持服务；
质量可靠；
…

价格贵；
可能不符合公司业务；
…

自开发 无需购买；
符合自己产品；
…

开发周期长；
…

2018/7/30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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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测试工具的选择（案例讨论）

中国移动某省分公司开发基于WEB的HR产品

某中型企业为医院开发管理产品

某小型企业为自己开发企业网站

某通信公司开发基于3GPPX.XX协议的通信产品

某国防企业开发导弹防御系统软件
国内商用软件

国外商用软件

开源软件

自开发软件

2018/7/30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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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工具原理

基于代码层面

JUnit、NUnit、unittest

查找和调用被测试的类和方

法

通过Assert类判断测试是否成

功

基于浏览器和DOM对象

Selenium、Watir等
直接访问Web浏览器，利用

脚本语言操纵浏览器和Web

页面中包含的DOM对象
获得Web页面元素的各种属

性，通过属性判断测试是否

通过。

基于GUI对象识别

大部分商业的测试工具

调用Windows封装函数，比

如：FindWindow、
GetWindowRect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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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分析

存在问题

产品代码问题

测试代码问题

脚本设计错误

•查看出错界面

•查看测试脚本日

志

•查询产品代码问

题

需求错误

•复查需求

•确认需求

•定位测试代码不

符合需求还是测

试代码不符合需

求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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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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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的质量度量-软件复杂性度量

McCabe环形计算复杂度

McCabe环形复杂度：

V(G)=E-N+2

E:边数量

N:节点数量

V(G)=10-8+2=4

或

V(G)=P+1

P：判定节点的数量

V(G)=3+1=4

P

P

P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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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的质量度量-软件复杂性度量

语法构造方法-halstead方法

任意程序P，总是由操作符和操作数通过有限次的组合连缀而成。P的符号表词汇量η = η1+
η2（ η1：唯一操作数数量，η2：唯一操作符数量）。设N1是P中出现的所有操作数，N2
是程序中出现的所有操作符。度量指标如下：
程序长度N=N1+N2
程序容量V=N× log2η
当我们编写程序的时候，代码体积会因实现方式和编写者的习惯有所差异，还会因所采用
的程序语言（比如保留字的数量，语句的结构等）而有所不同。因此，又有如下标准：
程序语言等级L=V ?/ V（V ? 是程序实现时可能的最小代码容量）
编写程序的效率E=V/L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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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的质量度量-软件复杂性度量

结构度量方法

Henry(1990年)给出的结构度量法
Cp=(扇入×扇出)2

模块内部度量法
HCip= Cp×(扇入×扇出)2

Card /Glass(1990年)给出的结构度量法
Ct=St+Dt (St:模块结构复杂度，Dt :数据结构复杂度)
St=∑f2(i)/n
Dt= ∑D(i)/n = ∑(V(i)/(f(i)+1)/n
其中n:模块数，模块i扇出f(i)，模块i的I/O变量数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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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的质量度量-软件缺陷度量

缺陷密度：每KLOC,功能

点的缺陷数
缺陷率

整体缺陷清除率

质量=D2/F

缺陷注入率=D/F

整体缺陷清除率=D1/D

(D1软件开发前发现的有

效缺陷数，

D2软件开发后发现的有

效缺陷数，

F：功能数，D=D1+D2)

阶段性缺陷率

缺陷清除有效性（DRF: 

Defect Remove Efficiency）

=100%×开发阶段阶段清

除缺陷数/产品中潜伏的

缺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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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系统自动化测试的覆盖程度

自动化测试的覆盖程度
自动化测试用例数

所有测试用例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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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报告及其模板-由系统自带模板生成，例:QTP
'######################### 报告生成 ###########################
Private Function HReport(ExpectedValue,ActualValue,testStatus,nodename)

Set oEventDesc = CreateObject("Scripting.Dictionary")
oEventDesc("Status") = micFail '添加状态
oEventDesc("EnableFilter") = False  '添加是否过滤
oEventDesc("NodeName") = nodename '添加节点名称
'添加HTML结果
oEventDesc("StepHtmlInfo") = 

"<TABLE border='1'><TR><TD>Actual Value</TD><TD>"+ExpectedValue+"</TD></TR><TR><TD>Expected Value</TD><TD>"+ActualValue+"</T
D></TR><TR><TD>Checkpoint Status</TD><TD style='background-color:red'><b>Failed</b></TD></TR></TABLE>"

'判断状态
If testStatus Then

oEventDesc("Status")=micPass
oEventDesc("StepHtmlInfo")=Replace(oEventDesc("StepHtmlInfo"),_
"<TD style='background-color:red'><b>Failed</b></TD>","<TD style='background-color:green'><b>Passed</b></TD>")

end If
newEventContext=Reporter.LogEvent("Replay",oEventDesc,Reporter.GetContext) '生成测试报告
Set oEventDesc=nothing '释放资源

End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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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报告及其模板-由自定义模板生成，例:python接口测试报告
#形成自动化测试报告表格部分，获得报告字符串lines
for TestId in TestIds:

line=frs.readline()
par = getpar()
lines=lines+report(par,line)
i=i+1

frs.close()
#打开报告文件模板index.html
fhtml = open("index.html","r")
myline=fhtml.read()
#把报告字符串替换模板文件标注###1处
myline=myline.replace('###1',lines)
fhtml.close()
#保存为最后报告文件report.html
with  open('report.html','w') as fhtml1:

fhtml1.write(myline)
fhtml1.close()

#形成报告字符串
def report(par,line):

mystr="<tr>"
mystr=mystr+"<td>"+par[0]+"</td>\n"
mystr=mystr+"<td>"+par[1]+"</td>\n"
mystr=mystr+"<td>"+par[2]+"</td>\n"
mystr=mystr+"<td>"+par[3]+"</td>\n"
mystr=mystr+"<td>"+par[4]+"</td>\n"
mystr=mystr+"<td>"+par[5]+"</td>\n"
mystr=mystr+"<td>"+par[6]+"</td>\n"
mystr=mystr+"<td>"+par[7]+"</td>\n"
mystr=mystr+"<td>"+line+"</td>\n"
mystr=mystr+"</tr>\n"
return my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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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报告及其模板-由自定义模板生成，例:Python接口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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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系统平台

尽管最近有报道称Android在全球移动市场中占据80%的份额，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60%，但Perfecto 
Mobile的数据显示，北美和欧洲地区的企业在测试移动应用时会将将近一半的时间用在iOS设备上，这种
情况在零售和航空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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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测试设备的品牌

如果想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测试策略，就需要了解目前市场上移动设备的销售情况，除了操作系统之外，企
业需要考虑的就是设备的品牌了。数据显示，企业测试移动应用的时间有49%花在苹果设备上，有29%花
在三星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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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行业和设备区分

不同的行业对移动设备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举例来说，iOS设备在零售和航空业最受欢迎，但Android设
备在移动广告行业更为吃香。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不同行业的比例也是
不同的，航空业中有85%的测试时间是花在智能手机上的，而媒体和娱乐业花在智能手机上的测试时间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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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注Android的更新

与苹果的iOS相比，Android的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目前市面上有多个正在使用的Android版本，其中占比
最高的则是2012年7月发布的Jelly Bean版本。鉴于Android版本繁多的情况，企业在测试移动应用时也要有
所取舍，尽量保证应用能在当前最受欢迎的Android系统上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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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要忘记老设备

尽管数据显示iPhone 5s/c和谷歌的Nexus 5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移动设备，但在测试移动应用时，不要忘记
类似于三星Galaxy S2这样保有量仍然比价高的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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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灵活使用Web分析工具

企业在测试移动应用之前，需要通过一些Web分析工具来对自己的目标市场进行分析，这能帮助企业了解
到一手的市场信息，进而制定出高效的测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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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注意区分地区、运营商和网络技术

当企业的市场在逐步扩张时，要能够保证所开发的移动应用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地区、运营商和移动网络，
比如应用的某些功能或许只能在美国使用，而不能在加拿大使用。所以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对移动应用进行
本地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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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掌握智能手机的屏幕分辨率分布情况

对于一款已经选定操作系统的应用来说，适配哪些分辨率的屏幕就成了主要问题。企业要能够时刻掌握市
面上智能手机的屏幕分辨率分布情况，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根据排名依次进行测试。 800*480

960*640

1280*720

1920*1080

1560*1440

机型 设备分辨率

iphone 4/4s 640*960

iphone 5/5s/5c 640*1136

iphone 6/6s/7 标准模式：750*1334
放大模式：640*1136

iphone 6 Plus/6s Plus/7 Plus 标准模式：1242*2208
放大模式：1125*2001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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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注平板电脑的发展

市场研究机构IDC最近报道称，2013年第四季度英国地区平板电脑的出货量较2012年同期增长了50%，这
种增势在2014年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企业在测试移动应用时，平板电脑也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重大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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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尽量规避BYOD模式的风险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自带设备办公）已经成为目前许多企业都允许的工作模式，但其实这种模
式潜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而企业在测试移动应用时，也需要尽量规避BYOD模式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保
证测试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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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优点 缺点

UiAutomation 支持操作达95%以上 仅支持原生态APP

Selenium/WebDriver 主要的WEB测试自动化框架 仅支持原生态WEB APP

Appium 可以测试IOS Android 速度慢

Robotium 速度快 支持操作比UiAutomation少

iOS

UITest、XCTest、KFI、Cabalsh、Appium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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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 VS 混合

原生态 VS HTML

仅考虑安卓

Appium

单一 混合

操作多 VS 操作少 selenium

原生态 HTML

UiAutomation Robotium

操作多 操作少

2018/7/30

速度最快

操作最全

演示：用Roberium来运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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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18/7/30



第一部分：软件测试自动化

53

本公司哪些产品的哪些功能适合

于做自动化？如果是APP产品，

适合于选择哪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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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um is an open-source tool you can use to automate mobile native, mobile web, and 

mobile hybrid applications on iOS and Android platforms. "Mobile native apps" are those 

written using the iOS or Android SDKs. "Mobile web apps" are web apps accessed using a 

mobile browser (Appium supports Safari on iOS and Chrome on Android). "Mobile hybrid 

apps" have a native wrapper around a "webview"  -a native control that enables interaction 

with web content. Projects like Phonegap, for example, make it easy to build apps using web 

technologies that are then bundled into a native wrapper – these are hybrid apps. Importantly, 

Appium is "cross-platform": it allows you to write tests against multiple platforms (iOS, 

Android), using the same API. This enables a large or total amount of code reuse between iOS 

and Android testsu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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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um的加载过程
1. 调用Android adb完成基本的系统操作
2. 向Android上部署bootstrap.jar
3. Bootstrap.jar Forward Android的端口到PC机器上
4. Pc上监听端口接收请求，使用webdriver协议
5. 分析命令并通过forward的端口发给bootstrap.jar
6. Bootstrap.jar接收请求并把命令发给uiautomator
7. Uiautomator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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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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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Nodejs

Node.js 就是运行在服务端的 JavaScript。Node.js 是一个基于 Chrome V8 引擎的 JavaScript 运行环境。
Node.js 使用了一个事件驱动、非阻塞式 I/O 的模型，使其轻量又高效。Node.js 的包管理器 npm，是全球
最大的开源库生态系统。

到https://nodejs.org/en/download/ 下载的是node-v6.9.2-x64.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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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Nodejs

Node 安装成功

自带的npm也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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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Appium Server

下载操作系统相应的Appium版本
https://github.com/appium/appium-desktop/releases/tag/v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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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Appium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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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python-client

python-client 的项目名称叫：Appium-Python-Client。

>pip install appium-Python-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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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Appium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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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安装

输入java -version，查看java安装版本

安装node后，在PATH中添加：D:\Program Files\nodejs;
验证：输入node -v，查看node安装版本

安装appium
npm --registry http://registry.npm.taobao.org install appium[@1.5.3] -g
验证:cmd输入app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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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安装

安装appium-doctor检测
npm --registry http://registry.npm.taobao.org install appium-doctor -g
验证:cmd输入appium-doctor

安装python-client：
pip install Appium-Python-Client
验证：cmd输入appiu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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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ADT 启动 Appium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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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server V1.8.0

占用的端口号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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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 appnium测试脚本

#coding=utf-8
from appium import webdriver
desired_caps = {}
desired_caps['platformName'] = 'Android'
desired_caps['platformVersion'] = '4.4.2'
desired_caps['deviceName'] = 'Android Emulator'
desired_caps['appPackage'] = 'com.android.calculator2'
desired_caps['appActivity'] = '.Calculator'
driver = webdriver.Remote('http://localhost:4723/wd/hub', desired_caps)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1").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5").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9").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delete").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9").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5").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6").click()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click()
driver.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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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ium server capabilities来告诉appium,如何运行自动化测试，因此需要详细了解。
官方文档：http://appium.io/slate/en/master/?ruby#appium-server-capabilities

通用

名称 含义

automationName 使用哪个自动化引擎，默认是Appium

platformName 使用哪个移动操作系统，iOS、Android 或者 FirefoxOS

platform Version 移动操作系统的版本

device Name 使用的移动设备或者模拟器类型，例如Android Emulator,在ios系统下通过 instruments -s devices
命令返回正确的设备，android的话使用adb devices可以获取设备的id

app 绝对本地路径或者指向ipa或apk文件，对于android来说如果指定了appPackage和appActivity属性，
那么该属性就不是必须的。

browserName 用于自动化测试ide移动Web浏览器，例如ios为Safari，android为Chrome Chromium 或Browser

newCommandTimeout Appium等待接收从客户端发送的新命令的超时时长，超时后Appium认为客户端已经退出，终止
会话。

autoLaunch 是否让Appium自动安装和启动应用，默认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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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含义

language 设置语言

locale 设置位置

udid 所链接物理设备的唯一设备标识符

orientation 指定一个特定的方向

autoWebview 直接进入Webview内容中，默认为false

noReset 在会话前不重置应用状态，默认为false

fullReset 在ios中删除整个模拟器文件夹，在android中卸载APP来重置app状态，而不是清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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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android

名称 含义

appActivity 测试人员希望启动的android activity的名称，通常都会加个前缀“ . ”

appPackage 希望运行的android应用的java包，例如com.example.android.myApp

appWaitActivity 希望等待的Android Activity的名称

appWaitPackage 希望等待的Java包的名称

deviceReadyTimeout 等待设备就绪的超时时长，以秒为单位

androidCoverage 完全合格的instrumentation类

enablePerformanceLogging 让Chromedriver的性能日志功能生效，只针对Chrome和Webview，默认为false

androidDeviceSocket Devtool socket名，只有当待测应用是Chromium embedding browser时才需要，浏览器打开端
口，Chromedriver以devtools客户端的方式连接该端口

avd 启动的avd名（android virtual device）

avdLaunchTimeout 等待avd启动和链接到adb的超时时长，单位为毫秒，默认120000

avdReadyTimeout 等待avd完成其开机动画的超时时长，单位为毫秒，默认120000

avdArgs 当启动avd时，用到的其它模拟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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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android

名称 含义

useKeystore 使用一个自定义密钥库来签名apk,默认为false

keystorePath 自定义密钥库的路径，默认为~/.android/debug.keystore

keyAlias key的别名

keyPassword Key的密码

chromdriverExecutable 指向webdriver executable的绝对本地路径

autoWebviewTimeout 等待webview内容激活的超时时长，毫秒单位，默认2000

intentAction 用来启动activity的Intent action（默认为android.intent.action.MAIN）

unicodeKeyboard 启用Unicode输入，默认为false

ignoreUnimportantViews 调用函数uiautomator()和setCompressedLayoutHierarchy()，该属性可以加速测试执行，原因
在于Accessibility命令忽略某些元素时运行更快，忽略的元素无法找到，默认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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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iOS

名称 含义

calendarFormat 设置ios模拟器的日历格式

bundleID 待测应用的bundleID

udid 所连接的物理设备的唯一的设备标识符

timeout launchT在假定instruments已经挂掉了并终止会话前的超时时长，单位为毫秒

locationServicesEnabled （只针对模拟器）强制打开或者关闭位置服务，默认保持当前设置

locationServicesAuthorized (只针对模拟器）通过plist授权设置位置服务或者不授权设置位置服务，这样位置服务警告
框就不会弹出，默认保持当前设置，注意如果使用了该设置，则必须同时使用bundleid属
性

autoAcceptAlerts 遇到弹出的ios隐私访问权限警告时自动接受，默认为false

autoDismissAlerts 弹出ios隐私访问权限警告，自动解除，默认false

nativeWebTap 在Safari中，启用真实的非基于javascript的web单击，默认false

safariInitialUrl 初始化safari url,默认是本地欢迎页面

safariAllowPopups 在safari中允许javascript打开新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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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iOS

名称 含义

safariIgnoreFraudWarning 阻止safari显示一个欺诈性网站的警告

safariOpenLinksInBackground safari是否允许在新窗口中打开链接

keepKeyChains 在appium会话启动和终止时，是否保存keychains

interKeyDelay: 打字时发送到某个元素的按键敲击之间的时长，以毫秒为单位

showiOSLog： 是否在Appium日志中显示任何从设备捕获的日志

screenshotWaitTimeout: 等待截屏产生的最大超时时长，单位为秒，默认10

waitForAppScript: 用来判断应用是否已经启动，ios自动化测试脚本，默认情况下系统等待页面源码不为空，
结果是布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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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语言格式

desired_caps = {}
desired_caps['platformName'] = 'Android'
desired_caps['platformVersion'] = '6.0'
desired_caps['deviceName'] = 'Android Emulator'
desired_caps['appPackage'] = 'com.android.calculator2'
desired_caps['appActivity'] = '.Calculator'

Python

{
platformName:'iOS'
platformValues:"7.1"
deviceName:"iPhone Simulator"
app:"myapp"

}

Javasv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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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语言格式

DesiredCapabilities capabilities = new DesiredCapabilities();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deviceName","lge-nexus_4-005475cbccd279d4");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platformName","Android");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platformVersion","4.4.2");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appPackage", "com.zhihu.android");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appActivity", ".app.ui.activity.MainActivity ");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sessionOverride", true);    //每次启动时覆盖session，否则第二次后运行会报错不能新建session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unicodeKeyboard", true);    //设置键盘
capabilities.setCapability("resetKeyboard", false);     //设置默认键盘为appium的键盘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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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语言格式

public static $browsers = array(
array(
'desiredCapabilities'=>array(

'platformName'='>iOS'
'platformVersion'=>'7.1'
'deviceName'=>'iPhone Simulator'
'app'=>$myApp
)

)
);

PHP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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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环境

执行测试

清除环境

获取对象

操作对象

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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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支持WebDriver的子集
• Class
• Xpath

原生态
支持Mobile JSON Wire Protocol的策略
• -ios uiautomation:一个字符串针对于UiAutomation library（仅限于iOS）做递归元素搜索
• -android uiautomatio：一个字符串针对于UiAutomation API（仅限于Android）做递归元
素搜索

• -accessibility id：一个字符串针对于ID/NAME（the native Accessibility option utilization）
做递归元素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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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pium Inspector定位元素

把Application Path去掉，否则每次
启动都要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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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ppium Inspector定位元素

https://github.com/appium/appium/blob/master/docs/en/writing-running-appium/caps.md

{
"platformName": "Android",
"platformVersion": "4.4.2",
"deviceName": "Android Emulator",
"appPackage": "com.example.web",
"appActivity": ".MainActivity"

}

2018/7/30



测试对象识别

86

使用Appium Inspector定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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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使用Appium In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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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uiautomatorviewer定位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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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使用uiautomator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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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id 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textView1")

resource-id 就是我们理解的id属性

driver.find_element_by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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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name 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用户名")

text就是我们要查找的name了，在命名上毫无关联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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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class name 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class_name("android.widget.TextView")

使用 Class Name 一般获得的 view 都不止一个，所以应该需要遍历一遍
得到的 views，然后缩小搜索条件来获得目标控件。

driver.find_element_by_class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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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XPath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xpath("//android.widget.TextView[contains(@text,'用户名')]")

driver.find_element_by_xpath("//android.widget.Button[contains(@text,'7')]")
driver.find_element_by_xpath("//android.widget.Button[contains(@content-desc,'times')]")
driver.find_element_by_xpath("//android.widget.Button[contains(@text,'7')]")
driver.find_element_by_xpath("//android.widget.Button[contains(@content-desc,'equals')]")

XPath 在 Appium 上的用法依然很强大，有时需要写更臭更长的定位语法，因为APP上元
素的class命令本来就长，再加上多层级，结果可想而知。

当果如果出现class 相同的情况下可以用控件的属性值进行区分。

driver.find_element_by_x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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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android uiautomator定位（android移动端特有）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text(\"用户名\"))

一个元素的任意属性都可以通过android uiautomator方法来进行定位，但要保
证这种定位方式的唯一性。

需要注意的是description() 方法用的是content-desc属性。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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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android uiautomator定位（android移动端特有）

text属性的方法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text("用户名")')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textContains("户")')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textStartsWith("用")')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textMatches("^用.*")') 

class属性的方法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className("android.widget.TextView").text("Custom View")')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classNameMatches(".*TextView$").text("Custom View")') 

伪xpath方法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text("用户名").fromParent(new UiSelector().text("密码"))') 
#通过同级元素定位同级元素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className("android.widget.TextView").childSelector(new 
UiSelector().text("用户名"))') #通过父级元素定位子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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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android uiautomator定位（android移动端特有）

resourceId属性的方法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resourceId("com.example.demo4:id/textView1")')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resourceIdMatches(".*id/textView1$")')

description属性的方法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description("用户名")')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descriptionStartsWith("用户")')
driver.find_element_by_android_uiautomator('new UiSelector().descriptionMatches("^用户.*")')

同样，对于iOS

driver.find_element_by_ios_ui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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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元素

css 定位（HTML特有）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a[href^='http://www.51testing']")

<a href="http://www.51testing.com>51testing</a>

link定位（HTML特有）

driver.find_element_by_link_text("51testing")

<a href="http://www.51testing.com>51testing</a>

tag定位（HTML特有）

driver.find_element_by_tag_name("a")

<a href="http://www.51testing.com>51testing</a>

partial_link定位（HTML特有）

driver.find_element_by_partial_link_text("testing")

<a href="http://www.51testing.com>51testing</a>

tagget获得的是一个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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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SS定位总结

1、使用绝对路径进行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 ("html>body>div>form>input[type='submit']");

2、使用相对路径进行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nput[type='submit']");

查找页面中，input的type为submit的元素

3、使用class名称和id属性进行定位

<input type="text" class="username" id="1">

4、使用页面其他属性进行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mg[alt='baudu']");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 (“img[alt='baudu'][src='/image/baidu.jpg']");

<img alt="baidu" src="/image/baidu.jpg">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nput.username");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nput#1");

2018/7/30



测试对象识别

99

5、使用页面属性值的一部分进行定位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By.cssSelector("a[href^='http://www.c']")); //^表示开头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 (By.cssSelector("a[href$='esp.com']")); //$表示结尾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By.cssSelector("a[href*='china-esp']")); //*表示包含

<a href="http://www.china-esp.com">科普瑞IT学院</a>

6、使用页面元素的子页面元素进行定位

<div id="div1">

<input id="name" type="text"></input>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input#name"));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first-child");//第一个元素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nth-child(2)");//第二个元素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last-child");//最后一个元素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nput:focus");//聚焦元素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nput:enable");//可操作元素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input:checked");//勾选元素

7、使用伪类元素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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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查找同级页面下的兄弟元素

1:<div id="div1">

2:<input id="name" type="text"></input>

3:<a href="http://www.china-esp.com">科普瑞IT学院</a>

4:<img src=/image/rabit.png>

5:</div>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 >input+a");//定位到3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 >input+a+img");//定位到4

driver.find_element_by_css_selector("div#div1 >input+*+img");//定位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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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ath与CSS定位

定位元素目标 CSS

所有元素 *

所有的div元素 div

所有的div元素的子元素 div>*

根据id定位元素 #div1

根据class定位元素 .name

拥有某个属性的元素 *[href]

所有div元素的第一个元素 div>*:first-child

所有拥有子元素a的div元素 无法实现

input下的兄弟元素 Inp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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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应用

install_app(String appPath)

driver. install_app("path/to/demo4.apk")
driver. install_app("D:\\android\\apk\\demo5.apk")

• 安装app，appPath为应用的本地路径

卸载应用

remove_app(String bundleId)

driver.remove_app ("com.example.demo4")

• 卸载app.bundleId在android中代表的是包名，而在ios
中有专门的bundleId号。

关闭应用

close_app()

driver.close_app()

• 关闭应用，其实就是按home键把应用置于后台

启动应用

launch_app()

driver.close_app() 
driver.launch_app()

• 重新启动应用也是一个测试点，该方法需要配合
closeApp()使用的。

应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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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应用是否安装

is_app_installed(String bundleId)

driver. is_app_installed('com.example.demo4')

• 根据bundleId来判断该应用是否已经安装。
• 返回结果为Ture或False。

将应用置于后台

background_app(int second)

driver.background_app(5)

• 将当前活跃的应用程序发送到后台。这个方法需要入参，需要指定应用置于后台的时长。

应用重置

reset()

driver.reset()

• 重置当前被测程序到出始化状态。该方法不需要入参。

driver.app_strings()

获取应用的字符串

driver.app_strings()

• iOS 里是 Localizable.strings Android 里是 strings.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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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出文件

pull_file(String remotePath)

driver.pull_file('Library/AddressBook/AddressBook.sqlitedb')

针对移动设备操作

推送文件

push_file(String remotePath, byte[] base64Data)

String content = "some data for the file"
byte[] data = Base64.encodeBase64(content.getBytes())
driver.push_file("sdcard/test.txt", data)

• 将设备上的文件pull到本地硬盘上

• 推送文件到设备中去。

推送文件夹

pull_folder(String remotePath)

driver.push_file("C:\myjava")

• 将设备上的文件夹pull到本地硬盘上，一般远程文件为
/data/local/tmp下的文件

得到当前网络的状态

get_network_connection()

driver.get_network_connection()

• 得到当前网络的状态

设置手机的网络

set_network_connect(NetworkConnectionSetting connection)

driver. set_network_connect(2)

• 设置手机的网络连接状态，可以开关蓝牙、wifi、数据流
量。通过NetworkConnectionSetting中的属性来设置各个
网络连接的状态。
• 0 (None)
• 1 (Airplane Mode)
• 2 (Wifi only)
• 4 (Data only)
• 6 (All network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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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_key()方法

send_keys()

webelement.send_keys("jack")

• 输入字符

press_keycode()方法

press_keycode()

driver.press_keycode(29) // 字母"a"

• 该方法Android特有。

模拟键盘输入

driver.press_keycode(AndroidKeyCode.HOME) //HOME键

电话键

KEYCODE_CALL 拨号键 5
KEYCODE_ENDCALL 挂机键 6
KEYCODE_HOME 按键Home 3
KEYCODE_MENU 菜单键 82
KEYCODE_BACK 返回键 4
KEYCODE_SEARCH 搜索键 84
KEYCODE_CAMERA 拍照键 27
KEYCODE_FOCUS 拍照对焦键80
KEYCODE_POWER 电源键 26
KEYCODE_NOTIFICATION 通知键 83
KEYCODE_MUTE 话筒静音键91
KEYCODE_VOLUME_MUTE 扬声器静音键164
KEYCODE_VOLUME_UP 音量增加键24
KEYCODE_VOLUME_DOWN 音量减小键25

控制键

KEYCODE_ENTER 回车键 66
KEYCODE_ESCAPE ESC键 111
KEYCODE_DPAD_CENTER 导航键确定键 23
KEYCODE_DPAD_UP 导航键向上 19
KEYCODE_DPAD_DOWN 导航键向下 20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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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CODE_DPAD_LEFT 导航键向左 21
KEYCODE_DPAD_RIGHT 导航键向右 22
KEYCODE_MOVE_HOME 光标移动到开始键122
KEYCODE_MOVE_END 光标移动到末尾键123
KEYCODE_PAGE_UP 向上翻页键92
KEYCODE_PAGE_DOWN 向下翻页键93
KEYCODE_DEL 退格键 67
KEYCODE_FORWARD_DEL 删除键 112
KEYCODE_INSERT 插入键 124
KEYCODE_TAB Tab键 61
KEYCODE_NUM_LOCK 小键盘锁143
KEYCODE_CAPS_LOCK 大写锁定键115
KEYCODE_BREAK Break/Pause键 121
KEYCODE_SCROLL_LOCK 滚动锁定键116
KEYCODE_ZOOM_IN 放大键 168
KEYCODE_ZOOM_OUT 缩小键 169

KEYCODE_CTRL_LEFT Control+Left
KEYCODE_CTRL_RIGHT Control+Right
KEYCODE_SHIFT_LEFT Shift+Left
KEYCODE_SHIFT_RIGHT Shift+Right

KEYCODE_F 按键'F' 34
KEYCODE_G 按键'G' 35
KEYCODE_H 按键'H' 36
KEYCODE_I 按键'I' 37
KEYCODE_J 按键'J' 38
KEYCODE_K 按键'K' 39
KEYCODE_L 按键'L' 40
KEYCODE_M 按键'M' 41
KEYCODE_N 按键'N' 42
KEYCODE_O 按键'O' 43
KEYCODE_P 按键'P' 44
KEYCODE_Q 按键'Q' 45
KEYCODE_R 按键'R' 46
KEYCODE_S 按键'S' 47
KEYCODE_T 按键'T' 48
KEYCODE_U 按键'U' 49
KEYCODE_V 按键'V' 50
KEYCODE_W 按键'W' 51
KEYCODE_X 按键'X' 52
KEYCODE_Y 按键'Y' 53
KEYCODE_Z 按键'Z' 54

组合键

KEYCODE_ALT_LEFT Alt+Left
KEYCODE_ALT_RIGHT Alt+Right
KEYCODE_CTRL_LEFT Control+Left

基本

KEYCODE_0 按键'0' 7
KEYCODE_1 按键'1' 8
KEYCODE_2 按键'2' 9
KEYCODE_3 按键'3' 10
KEYCODE_4 按键'4' 11
KEYCODE_5 按键'5' 12
KEYCODE_6 按键'6' 13
KEYCODE_7 按键'7' 14
KEYCODE_8 按键'8' 15
KEYCODE_9 按键'9' 16
KEYCODE_A 按键'A' 29
KEYCODE_B 按键'B' 30
KEYCODE_C 按键'C' 31
KEYCODE_D 按键'D' 32
KEYCODE_E 按键'E' 332018/7/30



移动手势的自动化

109

点击

click()

webelement.click()

按压控件

press(WebElement el)
press(int x, int y) 
press(WebElement el, int x, int y)

• 在控件上执行press操作
• 在坐标为（x,y）的点执行press操作
• 在控件el的左上角的x坐标偏移x单位，y左边偏移y单位的
坐标上执行press操作。

TouchAction 操作

TouchAction(driver).press(x=0,y=308).release().perform()

取消屏幕上的指针

release() 

TouchAction(driver).press(x=0,y=308).release().perform()

TouchAction

TouchAction()

TouchAction(driver).press(x=0,y=308).release().perform()

• 释放操作，代表该系列动作的一个结束标志

操作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操作

perform()

TouchAction(driver).press(x=0,y=308).release().perform()

• AppiumDriver的辅助类，主要针对手势操作，比如滑动、
长按、拖动等。

• TouchAction的原理是将一系列的动作放在一个链条中，
然后将该链条传递给服务器。

• 服务器接受到该链条后，解析各个动作，逐个执行。

• 操作发送到服务器的命令操作

• 点击

from selenium.webdriver.common.touch_actions import Touch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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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控件

long_press(WebElement el)
long_press(int x, int y)
long_press(WebElement el, int x, int y)

TouchAction(driver). long_presss(1,302,1000).perform().release() 

TouchAction 操作

点击控件

tap(WebElement el)
tap(int x, int y)
tap(WebElement el, int x, int y)

移动

move_to(WebElement el)
move_to(WebElement el, int x, int y)

TouchAction(driver).move_to(names.get(1)).perform().release()
TouchAction(driver). move_to(1 ,302).perform().release()

• 控件长按
• 点长按
• 偏移点长按

• 以el为目标，从另一个点移动到该目标上
• 以（x,y）点为目标，从另一个点移动到该目标上

• 在控件上执行press操作
• 在（x,y）点轻击一下
• 以控件el的左上角为基准，x轴向右移动x单位，

y轴向下移动y单位。在该点上轻击。

TouchAction(driver).tap(names.get(1)).perform().release()
TouchAction(driver).tap(1,302).perform().release()

tap(int fingers, WebElement element, int duration)
tap(int fingers, int x, int y, int duration)

• 点击element控件中心点按下,duration*5毫秒秒后松开,如此重复fingers次
• 点击(x,y)点按下，duration*5毫秒后松开，如此重复fingers次

drivrer.tap(3,100, 200,100)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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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屏

lock_screen(int seconds)

driver.lockScreen(2)

针对移动设备操作

当前Activity（仅对Android ）

current_activity()

ca = driver.current_activity()
print(ca)
-------------输出结果为-------------
.activities.PeopleActivity

收起键盘

hide_keyboard()
hide_keyboard(String strategy, String keyName)

driver.hide_keyboard() 

• 锁屏多少秒后解锁

• 隐藏键盘
• 隐藏键盘，只能用于ios上

滑动

swipe(int startx, int starty, int endx, int endy, int duration)

driver.swipe(75, 500, 75, 0, 800)

• 从(startx,starty)滑到（endx,endy），分duration步滑，每一步用时是5毫秒。

• 获取当前activity,比如:.ApiActive

暂停

wait_action()
wait_action(int ms)

action.wait_action(1000)

• 代表一个空操作，等待一段时间
• 等待ms秒

2018/7/30

经常用
time.sleep(seconds)

一般用appium输入法，没有键盘
desired_caps['unicodeKeyboard'] = 'True'            
desired_caps['resetKeyboard']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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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摇晃手机

shake()

driver.shake()

针对移动设备操作

双手指操作，向外滑动

zoom(WebElement el)
zoom(int x, int y)

driver.zoom(100, 200)

滚动到控件

scroll_to(String text)
scroll_to_exact(String text)

scroll_to("用户名")

• 模拟摇晃手机

• 滚动到某个text属性为指定的字符串的控件
• 滚动到某个text属性包含传入的字符串的控件

• 与pinch(el)的动作刚好相反。两个手指由控件的中心点慢慢向控件的左顶点后右底点滑动。
• 和pinch(x,y)相反。两个手指从（x,y）点开始向（x,y-100）和（x,y+100）滑动。

双手指操作，向里滑动

pinch(WebElement el)
pinch(int x, int y)

driver.pinch(100,200)

• 2个手指操作控件，从对角线向中心点滑动。
• 以（x,y）为基准，计算得出（x,y-100）,(x,y+100)两个
点，然后2个手指按住这两个点同时滑到（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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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控制(MultiAction)

add+perform

from appium.webdriver.common.touch_action import TouchAction
from appium.webdriver.common.multi_action import MultiAction
action0 = TouchAction().tap(el1)
action1 = TouchAction().tap(el2)
MultiTouch().add(action0).add(action1).perform

双手操作

缺陷和解决方法

iOS 7.X 模拟器上，StrollViews无法识别UiAutomation创建的手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ppium退出函数scroll()

el1 =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Text1')
el2 = driver.find_element_by_name('Text2')
driver.scroll(el1, 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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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方法及实践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自动化测试和软件质量分析报告

•移动应用测试基础

第一部分：

软件测试自动化

• Appium安装

• Appium自动化测试入门

• Appium自动化测试进阶

• Appium与Cucumber

第二部分：
Appium

• CI/CD

• Windows下的Jenkins

•练习

第三部分：

持续集成

• 测试对象识别
• 模拟用户基本操作
• 移动手势的自动化
• 混合应用的自动化
• 断言
• 案例分析
•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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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应用是指原生态APP+WebView的APP。简单来说就是APP用里面嵌入网页。Android上的浏览器就属于混合应用。

获取当前所有的上下文

get_context()

ct = driver.get_context()
print(ct);
-----------计算器应用的打印结果-----------------------
NATIVE_APP

• 获取当前所有的可用的上下文。该方法不需要入参。

当前所有上下文句柄

get_context_handles()

driver. get_context_handles()

• 获取当前所有可用的上下文。该方法不需要入参。

切换上下文

switch_to.context(String name)

driver.switch_to.context('NATIVE_APP')
driver.switch_to.context('WEBVIEW')

• 重置当前被测程序到出始化状态。该方法不需要入参。

获取所有上下文

contexts

webview = self.driver.contexts

• 获取所有上下文，结果是一个list类型。

获取当前使用的上下文

context

webview = self.driver.context

• 获取当前正在使用的上下文。

2018/7/30



混合应用的自动化

116

测试：设置webview的debug模式,需要插入在android源码当中：

if (Build.VERSION.SDK_INT >=Build.VERSION_CODES.KITKAT){
WebView.setWebContentsDebuggingEnabled(true);

}
chrome://inspect/#devices

- (BOOL)application:(UIApplication *)application 
didFinishLaunchingWithOptions:(NSDictionary *)launchOptions {

// ......
[NSClassFromString(@"WebView") _enableRemoteInspector];
// ......

}

AndroidManifest.xml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android

iOS

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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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方法及实践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自动化测试和软件质量分析报告

•移动应用测试基础

第一部分：

软件测试自动化

• Appium安装

• Appium自动化测试入门

• Appium自动化测试进阶

• Appium与Cucumber

第二部分：
Appium

• CI/CD

• Windows下的Jenkins

•练习

第三部分：

持续集成

• 测试对象识别
• 模拟用户基本操作
• 移动手势的自动化
• 混合应用的自动化
• 断言
• 案例分析
•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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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属性的值

1.获取控件的Text值

2.获取控件的class值

3.获取控件的content-desc或text值
注意：如果content-desc属性为空，那么获取的就是text属性，不为空获取的才是content-desc属性

4.获取控件的id,calss,text属性值

5.获取控件的其他属性值

6.获取size，返回的是字典，如：{'width': 84, 'height': 84}

7.获取location，返回的是字典，如：{'y': 38, 'x': 192}

el.text

el.text.tag_name

el. get_attribute("name")

el. get_attribute("resourceId")
el. get_attribute("className")
el. get_attribute("text")

el.get_attribute("checkable")
el.get_attribute("clickable")

el.size

e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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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
断言语法 解释

assertEqual(a, b) 判断a==b

assertNotEqual(a, b) 判断a!=b

assertTrue(x) bool(x) is True

assertFalse(x) bool(x) is False

assertIs(a, b) a is b

assertIsNot(a, b) a is not b

assertIsNone(x) x is None

assertIsNotNone(x) x is not None

assertIn(a, b) a in b

assertNotIn(a, b) a not in b

assertIsInstance(a, b) isinstance(a, b)

assertNotIsInstance(a, b) not isinstance(a, b)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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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方法及实践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自动化测试和软件质量分析报告

•移动应用测试基础

第一部分：

软件测试自动化

• Appium安装

• Appium自动化测试入门

• Appium自动化测试进阶

• Appium与Cucumber

第二部分：

Appium

• CI/CD

• Windows下的Jenkins

•练习

第三部分：

持续集成

• 测试对象识别
• 模拟用户基本操作
• 移动手势的自动化
• 混合应用的自动化
• 断言
• 案例分析
•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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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import unittest
from appium.webdriver.common.touch_action import TouchAction
from appium import webdriver

class demo4test(unittest.TestCase):
def setUp(self):

self.desired_caps = {}
self.desired_caps['platformName'] = 'Android'
self.desired_caps['platformVersion'] = '4.4.2'
self.desired_caps['deviceName'] = 'Android Emulator'
self.desired_caps['appPackage'] = 'com.example.demo4'
self.desired_caps['appActivity'] = '.MainActivity'
self.driver = webdriver.Remote('http://localhost:4723/wd/hub', self.desired_caps)

def test_APP(self):
self.username = "Jerry"
self.password = "123456"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button3").click()

思考：橙色那行的意义？

Demo4的测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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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button2").click()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1").send_keys(self.username)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password1").send_keys(self.password)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button11").click()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send_keys(self.username)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password").send_keys(self.password)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button1").click()
self.acut_result =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welcomeinfo").text
self.assertEqual(self.acut_result,"Welcome "+self.username)

def tearDown(self):
if (not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logout"))):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logout").click()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demo4:id/button3").click()

self.driver.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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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import unittest
from appium.webdriver.common.touch_action import TouchAction
from appium import webdriver
import time

class browserAPPtest(unittest.TestCase):
def setUp(self):

self.desired_caps = {}
self.desired_caps['platformName'] = 'Android'
self.desired_caps['platformVersion'] = '4.4.2'
self.desired_caps['deviceName'] = 'Android Emulator'
self.desired_caps['appPackage'] = 'com.example.web'
self.desired_caps['appActivity'] = '.MainActivity'
self.driver = webdriver.Remote('http://localhost:4723/wd/hub', self.desired_caps)

def test_APP(self):
self.url="m.baidu.com/"
self.search_words="Software Testing"

WebView的测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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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web:id/url").send_keys(self.url)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com.example.web:id/button").click()
self.driver.switch_to.context("WEBVIEW_com.example.web")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index-kw").send_keys(self.search_words)
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index-bn").click()
self.assertEqual(self.driver.find_element_by_id("kw").text,self.search_words)

def tearDown(self):
self.driver.quit()

if __name__=='__main__':
#构造测试集
suite=unittest.TestSuite()
suite.addTest(browserAPPtest("test_APP"))
#运行测试集合
runner=unittest.TextTestRunner()
runner.run(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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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ew session could not be created.(Original error:)”...

原因：通常，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由于appium server还没有断开时，你又再次执行脚本了，所以报错。
方法：断开appium server，再启动

2018/7/3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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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变量问题：ANDROID_HOME is set but does not exist on the file system...

原因：ANDROID_HOME配置时，多了一个分号方法：去掉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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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问题："java -version" failed...Error: spawn ENOENT

原因：node版本太低
方法：升级了一下node，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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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切换到webview，出现“value: { message: 'unknown error: Device CF1365A8 is not online\n”

info: JSONWP Proxy: Got response with status 200: 
{"sessionId":"57ef7594c4976833ef8cbc63b17b8fed","status":13,"value":{"message":"unknown error: Device 
CF1365A8 is not online\n (Driver info: chromedriver=2.18.343845 (73dd713ba7fbfb73cbb514e62641d...
info: JSONWP Proxy: Proxying [POST /session] to [POST http://127.0.0.1:9515/wd/hub/session] with body: 
{"desiredCapabilities":{"chromeOptions":{"androidPackage":"com.example.web","androidUseRunningApp":true,
"androidProcess":"com.baidu.hi","androidDeviceSerial":"CF1365A8"}}}
info: JSONWP Proxy: Got response with status 200: 
{"sessionId":"f2b0e40215946a728e058a19d0de8073","status":13,"value":{"message":"unknown error: Device 
CF1365A8 is not online\n (Driver info: chromedriver=2.18.343845 (73dd713ba7fbfb73cbb514e62641d...
error: Chromedriver: Chromedriver exited unexpectedly with code null, signal SIGTERM
info: Chromedriver: Changed state to 'stopped'
warn: Chromedriver for context WEBVIEW_com.example.web stopped unexpectedly
error: Chromedriver: Error: An unknown server-side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command. 
(Original error: unknown error: Device CF1365A8 is not online
(Driver info: chromedriver=2.18.343845 (73dd713ba7fbfb73cbb514e62641d8c96a94682a),platform=Windows NT 
10.0 x86_64))

更换appium到1.5以上版本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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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rror: Android devices must be of API level 17 or higher. Please change your device to Selendroid or upgrade 
Android on your device.

手机系统低于4.2，appium不支持4.2以下的系统，请换一个手机或者模拟器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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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droid版本7.0以上定位不到元素，解决办法

在配置项里面加上这句话

desired_caps['automationName'] = "uiautomator2"

npm install -g cnpm --registry=https://registry.npm.taobao.org
cnpm install appium-uiautomator2-driver

7. 如何输入中文

# 使用unicode编码方式发送字符串
desried_caps['unicodeKeyboard'] = True
# 将键盘隐藏起来，用软键盘输入字符
desried_caps['resetKeyboard'] = True

然后在输入的时候send_keys(u'中文')
变量定义search_world=u'软件测试'

8.无法连接到设备

selenium.common.exceptions.WebDriverException: Message: 
An unknown server-side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command. Original error: Device 33322028 was not in the list 
of connected devices

1. adb devices查看设备是否连接
2. devicename输入错误

另外可以考虑：
1. 是定位元素错了
2. 是没有加sleep，元素还没加载完成时，就调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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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用 appium切换webview的时候，报错Chrome version must be >= 55.0.2883.0

Appium\windows\Appium\node_modules\appium\node_modules\appium-chromedrive,双击查看其版本；更新与手机
对应的版本

chromedriver版本 支持的Chrome版本

v2.37 v64-66

v2.36 v63-65

v2.35 v62-64

v2.34 v61-63

v2.33 v60-62

v2.32 v59-61

v2.31 v58-60

v2.30 v58-60

v2.29 v56-58

v2.28 v55-57

v2.27 v54-56

v2.26 v53-55

v2.25 v53-55

v2.24 v52-54

v2.23 v51-53

v2.22 v49-52

v2.21 v46-50

v2.20 v43-48

v2.19 v43-47

v2.18 v43-46

v2.17 v42-43

v2.13 v42-45

v2.15 v40-43

v2.14 v39-42

v2.13 v38-41

v2.12 v36-40

v2.11 v36-40

v2.10 v33-36

v2.9 v31-34

v2.8 v30-33

v2.7 v30-33

v2.6 v29-32

v2.5 v29-32

v2.4 v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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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何在测试完毕恢复到系统原本的输入法

#coding=utf-8
import sys
reload(sys)
sys.setdefaultencoding('utf8')

import os

command0 ='adb shell ime list -s'
command1 ='adb shell settings get secure default_input_method'
command2 ='adb shell ime set com.android.inputmethod.latin/.LatinIME'
command3 ='adb shell ime set io.appium.android.ime/.UnicodeIME'

#列出系统现在所安装的所有输入法
#os.system(command0)
#打印系统当前默认的输入法
#os.system(command1)
#切换latin输入法为当前输入法

appiumUtil.py

#os.system(command2)
#切换appium输入法为当前输入法
#os.system(command3)

class InputMethod:

#切换默认输入法为当前输入法
def enableDefaultIME(self):

os.system(command1)

#切换latin输入法为当前输入法
def enableLatinIME(self):

os.system(command2)        

#切换appium输入法为当前输入法
def enableAppiumUnicodeIME(self):

os.system(command3)

def tearDown(self):
self.driver.quit()

inputMethod.InputMethod().enableDefaultIME()完毕后放入%APPIUM_HOME%\Lib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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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运行提示：Android [AndroidDriver] Error: Unable to find an active device or emulator with OS 5.1. The following are 
available: efd5cc2c (6.0.1)

appium运行配置时要选择真机对应的API Version，否则无法运行

Code name Version API level

Nougat 7.0 API level 24

Marshmallow 6.0 API level 23

Lollipop 5.1 API level 22

Lollipop 5.0 API level 21

KitKat 4.4 - 4.4.4 API level 19

Jelly Bean 4.3.x API level 18

Jelly Bean 4.2.x API level 17

Jelly Bean 4.1.x API level 16

Ice Cream Sandwich 4.0.3 - 4.0.4 API level 15, NDK 8

Ice Cream Sandwich 4.0.1 - 4.0.2 API level 14, NDK 7

Honeycomb 3.2.x API level 13

Honeycomb 3.1 API level 12, NDK 6

Honeycomb 3.0 API level 11

Gingerbread 2.3.3 - 2.3.7 API level 10

Gingerbread 2.3 - 2.3.2 API level 9, NDK 5

Froyo 2.2.x API level 8, NDK 4

Eclair 2.1 API level 7, NDK 3

Eclair 2.0.1 API level 6

Eclair 2.0 API level 5

Donut 1.6 API level 4, NDK 2

Cupcake 1.5 API level 3, NDK 1

(no code name) 1.1 API level 2

(no code name) 1.0 API level 1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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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运行下面这段代码时报错，提示“Cannot instantiate the Type AppiumDriver” 

driver = webdriver.Remote('http://localhost:4723/wd/hub', desired_caps)

appium升级到2.0.0后，原有的AppiumDriver函数变成抽象函数了。需要更改为AndroidDriver或者IOSDriver，同时不需要
再增加platformName。

Appium的坑很多，更多问题请找“度娘”和“谷哥”

13.升级到Appium 1.5以上发现无法通过name定位

Appium\resources\app\node_modules\appium-android-driver\build\lib文件，只需要修改其中一行即可

this.locatorStrategies = ['xpath', 'id', 'class name', 'accessibility id', '-android uiautomator','name']

Appium官网http://appium.io/

https://github.com/appium/appium-desktop/issues

14. 如何实现文本框的clear操作

editel.click()
self.driver.press_keycode(29,28672) #【Ctrl】+【A】
self.driver.press_keycode(67)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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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用上面所学的知识，测试一款本公司的APP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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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
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行为驱动开发是一种敏捷软件开发的技术，它鼓励软件项目中的开发者、QA和非技术人
员或商业参与者之间的协作。BDD最初是由Dan North在2003年命名，它包括验收测试和客户测试驱动等的极限编程的实
践，作为对测试驱动开发的回应。在过去数年里，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Given…When…Then…来描述需求
Given the default baidu page
When I search for "ATDD"
Then I will find lots if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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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D

Given假设
When时间
Then下一步
And与
Feature特性：
Background背景：
Scenario场合大纲：

Scenario: Title1 (for Behaviour 1)

Given [context or setup]
And [some more context]...
When [event occurs]
Then [expected outcome]
And [another outcome]...

@step(u'some before')
def fun_name1(step):

…

def fun_name2(step):
…

def fun_name3(st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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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 
Behavior

Define Steps in 
Python 

Run and Watch 
It Fail

Write Code to 
Make It Pass

Run and Watch 
It Pass

[A]

[B][D]

[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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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 install lettuce

在Python下Cucumber包括lettuce、Behave和Freshen

pip install nose

必须在Python2.X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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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lettuce程序

calculator.py

class Calculator(object):
def add(self, x, y):

number_types = (int, long, float, complex)

if isinstance(x, number_types) and isinstance(y, number_types):
return x + y

else:
raise Value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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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features目录下的特性文件

calculator.feature

Feature: As a writer for NetTuts
I wish to demonstrate
How easy writing Acceptance Tests
In Python really is.

Background:
Given I am using the calculator

Scenario: Calculate 2 plus 2 on our calculator
Given I input "2" add "2"
Then I should see "4"

lettuce_demo.py

from lettuce import *
from nose.tools import assert_equals
from calculator import Calculator

@step(u'I am using the calculator')
def select_calc(step):

print ('Attempting to use calculator...')
world.calc = Calculator()

@step(u'I input "([^"]*)" add "([^"]*)"')
def given_i_input_group1_add_group1(step, x, y):

world.result = world.calc.add(int(x), int(y))

@step(u'I should see "([^"]+)"')
def result(step, expected_result):

actual_result = world.result
assert_equals(int(expected_result), actual_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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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uce tests/features/calculator.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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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Cucumber支持Appium

安装lub

pip install -r requirements.txt

去https://github.com/qddegtya/Lub下载Lub

python setup.py install

注：将会自动安装lettuce

lub -i gen

all.feature：自然语言描述的用例集

terrain.py 全局控制

steps.py：步骤action

http://lettuc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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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Cucumber支持Appium

Feature: testcase
Scenario: Demo4 APP
Give click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button3" to clear database
And click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button2" to prepare rangiest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1" enter username "" to clear rangiest username edit field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1" enter username "Jerry"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password1" enter password "" to clear rangiest password edit field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password1" enter password "123456"
Then I finish to regiest,then click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button11"
Given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 enter username "" to clear login username edit field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 enter username "Jerry"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password" enter password "" to clear login password edit field
And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password" enter password "123456"
And click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button1"
Then I have been logined,and can click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logout"
click at "id" for "com.example.demo4:id/button3" to clear database fann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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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in.py

# -*- coding:utf-8 -*-
# controls

from lettuce import *
from nose.tools import assert_equals
from appium import webdriver

@before.each_scenario
def startupdriver(scenario):

world.desired_caps = {}
world.desired_caps['platformName'] = 'Android'
world.desired_caps['platformVersion'] = '4.4.2'
world.desired_caps['deviceName'] = 'Android Emulator'
world.desired_caps['appPackage'] = 'com.example.demo4'
world.desired_caps['appActivity'] = '.MainActivity'
world.driver = webdriver.Remote('http://localhost:4723/wd/hub', world.desired_caps)

@before.all

@after.all

@before.each_feature

@after.each_feature

@before.each_scenario

@after.each_scenario

@before.each_outline

@after.each_outline

@before.each_step

@after.each_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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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py

# -*- coding:utf-8 -*-
# step definitions

from lettuce import *
from nose.tools import assert_equals
from appium import webdriver
from Lub.webtools.actions import *

@step(r'click at "(.*)" for "(.*)" to clear database')
def exemplify_world(step,typename,typekey):

lubclick(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

@step(r'click at "(.*)" for "(.*)" to prepare regiest')
def exemplify_world(step,typename,typekey):

lubclick(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

@step(u'at "(.*)" for "(.*)" enter username (.*) to clear regiest username edit field')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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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py

@step(u'at "(.*)" for "(.*)" enter username "(.*)"')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u'at "(.*)" for "(.*)" enter password "(.*)" to clear regiest password 
edit field')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u'at "(.*)" for "(.*)" enter password "(.*)"')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r'I finish to regiest,then click at "(.*)" for "(.*)"')
def exemplify_world(step,typename,typekey):

lubclick(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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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py

@step(u'at "(.*)" for "(.*)" enter username "(.*)" to clear login username edit field')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u'at "(.*)" for "(.*)" enter username "(.*)"')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u'at "(.*)" for "(.*)" enter password "(.*)" to clear login password edit field')
def enter_password(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u'at "(.*)" for "(.*)" enter password "(.*)"')
def enter_password(step,typename,typekey,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typeval)

@step(u'click at "(.*)" for "(.*)"')
def login(step,typename,typekey):

lubclick(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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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py

@step(u'I have been logined,and can click at "(.*)" for "(.*)"')
def login(step,typename,typekey):

lubclick(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

@step(r'at "(.*)" for "(.*)" to clear database fannily')
def exemplify_world(step,typename,typekey):

lubclick(lubfind(world.driver,typename,typekey))

lub -r normal

2018/7/30



Appium与Cucumber

1522018/7/30



Appium与Cucumber

153

课后思考

Feature: testcase
Scenario: Demo4 APP
Give click reset button to clear database
And click register button prepare register
And clear register username edit field
And enter username "Jerry" at username register field
And clear register password edit field
And enter password "123456" at password register field
Then click register field after finish to register
Give enter username "Jerry" at username login field
And clear login password edit field
And enter password "123456" at password login field
Then click login field after finish to register
And click login button
And I have been logined, and I can click logout button
Then click reset button to clear database for finish test

在这样的描述下如何书写step.py

step(u'enter username "(.*)" at username register field')
def enter_username(step,typeval):

lubinput(lubfind(world.driver,"id","com.example.demo4:id/username1"),typ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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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对安卓系统自带的计算器，使用lub工具来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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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D：持续集成/持续交付

狭义定义：
• 持续集成（Continues Integration）
• 持续交付（Continues Delivery）

广义定义：
• 持续集成（Continues Integration：CI）
• 持续测试（Continues Testing： CT）
• 持续交付（Continues Delivery： CD）
• 持续部署（Continues Deployment： CD）

Design

Develop

Testing

Release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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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管理的三个库

开发库 测试库 生产库

持续集成（Continues Integration：CI）

• 建立版本控制系统
• 进行代码评审
• 建立持续集成环境，比如Jek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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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测试（Continues Testing：CT）

与开发库相关
每次提交新的代码：
• 自己编写模块的单元测试必须全部PASS
• 产品内比较重要的单元测试必须全部PASS
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才可以把产品代码以及相关单元测试代码CheckIn到开发库中

持续交付（ Continues Delivery ： CD）

持续交付是将开发库中的代码持续交付到测试库中进行测试
• 接口测试（自动化）
• 功能测试（自动化、手工）
• 非功能测试（自动化、手工）
持续交付可以使用虚拟机镜像交付、甚至可以使用Dock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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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部署（Continues Deployment： CD）

持续部署是将测试库中的代码持续部署到生产库中实际进行运营

每日构建（Daily Building）

源代码库

测试代码构建服务器

产品代码构建服务器

调度中心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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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Python运行一批测试用例

#!/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import unittest
from HTMLTestRunner import HTMLTestRunner

test_dir='./'
discover=unittest.defaultTestLoader.discover(test_dir,pattern="test_*.py")

if __name__=='__main__':
runner=unittest.TextTestRunner()
#以下用于生成测试报告
fp=open("result.html","wb")
runner =HTMLTestRunner(stream=fp,title='Test Report',description=' 'Test Report Detail')
runner.run(discover)
fp.close()

去http://tungwaiyip.info/software/HTMLTestRunner.html，
下载HTMLTestRunner.py文件放入到
%PYTHON_HOME%\Lib\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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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Python运行一批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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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1、安装JDK

2、安装TomCat

http://tomcat.apache.org/

启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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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3、安装Jenkins

http://jenkins-ci.org/
下载.war文件

4、建立Jenkins路径，将jenkins.war考入其中

5、打开命令框，输入java -jar jenkins.war --
ajp13Port=-1 --httpPort=8081，出现如下提示，则
Jenkins就运行了

2018/7/30



Windows下的Jenkins

166

安装

6、打开浏览器，输入localhost:8081

7、到
C:\Users\JerryGu\.jenkins\secrets\initialAdminPass
word找到密码，输入

8、点【Continue】

9、重新启动服务， java -jar jenkins.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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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10、打开浏览器，输入localhost:8081

用户名为admin，密码为第7步的密码

11、修改密码
点“用户”->“admin” ->“设置”，在密码处修改密码

12、在C:\jenkins处建立一个jenkins.bat文件，为了以后方便，可以在桌面建立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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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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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任务

主要用来配置构建历史保存的几个版本，每次执行构建都会产生日志，日志的
生成会占用一定的磁盘空间，通过勾选此选项就可以设置保持构建天数和构建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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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任务

高级选项

如果设置此选项，则一个计划中的构建在开始之前需要等
待选项中设置的秒数

如果从版本库签出代码失败，则Jenkins 会按照这个指定的
次数进行重试之后再放弃。

源码管理

源代码管理

2018/7/30



Windows下的Jenkins

171

创建新任务 构建触发器

在其他项目执行完成之后才触发执行构建

设置定时构建。例如，可以设置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10:22 处理构建

定时检查版本控制工具中的代码是否有变更（根据SCM 软件的版本号），
如果有更新就checkout 最新代码下来，然后执行构建动作

构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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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任务

构建

执行Windows 批处理命令

执行shell 脚本

调用Maven对象

cd C:\python\Appium
python runtest.py
cd .\lettuce\calcuator
lettuce tests/features/calculator.feature > ..\..\report\lettuce.txt
cd ..\lub\apptc
lub -r normal >>..\..\..\report\lettuce.txt
cd C:\Program Files (x86)\WinRAR\
Rar a C:\python\Appium\report  C:\python\Appium\report
cd C:\python\Appium
python SendMail.py
del .\report.rar

构建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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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任务

开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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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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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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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构建

可以使用java 发送邮件，也可以使用其他程序的发邮件功能

遵循cron的语法，每行包含五个字段，通过Tab 或空格分隔

字段 说明

MINUTE Minutes within the hour (0–59)

HOUR The hour of the day (0–23)

DOM The day of the month (1–31)

MONTH The month (1–12)

DOW The day of the week (0–7)where 0 and 7 are Sunday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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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构建

crontab 命令的格式

* * * * * 需要执行的命令

取值
范围
0-59

取值
范围
0-23

取值
范围
1-31

取值
范围
1-12

取值
范围
0-7

分钟
小时

月份

几号

星期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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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构建

• 星号（*）：代表所有可能的值。例如，month 字段如果是星号，则表示在满足其他字

段的制约条件后每月都执行该命令操作。

• 逗号（,）：可以用逗号隔开的值指定一个列表范围。例如，“1,2,5,7,8,9”。

• 中杠（-）：可以用整数之间的中杠表示一个整数范围。例如，“2-6”表示“2,3,4,5,6”。

• 正斜线（/）：可以用正斜线指定时间的间隔频率。例如，“0-23/2”表示每两小时执行

一次。同时正斜线可以和星号一起使用，例如，*/10，如果用在minute 字段，表示每

十分钟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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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构建-案例

• 10 22 * * 1-5 
表示每周一至周五的晚上22:10运行自动化测试用例

• 每周一和周三下午6 点半运行自动化测试用例

30 18 * * 1,3

• 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4 点跑自动化测试用例

* 4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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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的发送邮件功能程序 Sendemail.py

#!/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import smtplib
from email.mime.text import MIMEText
from email.mime.multipart import MIMEMultipart

#发送邮箱服务器
smtpserver = 'smtp.126.com'
#发送邮箱
sender = 'xianggu625@126.com'
#接受邮箱
receiver = 'xianggu625@126.com'
#发送邮箱用户名、密码
username = 'xianggu625@126.com'
password = '….'
#邮件主题
subject = 'Python send email'
#发送的附件

sendfile = open('result.html','rb').read()

att = MIMEText(sendfile,'base64','utf-8')
att["content-Type"] = 'application/octest-stream'
att["content-Disposition"] = 'attachment; 
filename="result.html"' 

msgRoot = MIMEMultipart('related')
msgRoot['Subject'] = subject
msgRoot.attach(att)

smtp = smtplib.SMTP()
smtp.connect(smtpserver)
smtp.login(username,password)
smtp.sendmail(sender,receiver,msgRoot.as_string())
smtp.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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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原理

•软件测试自动化测试方法及实践

•自动化测试工具的分类和选择

•自动化测试和软件质量分析报告

•移动应用测试基础

第一部分：

软件测试自动化

• Appium安装

• Appium自动化测试入门

• Appium自动化测试进阶

• Appium与Cucumber

第二部分：

Appium

• CI/CD

• Windows下的Jenkins

•练习

第三部分：

持续集成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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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练习使用Jenkins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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