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A 星云测试云平台功能说明 

A.1 测试复杂度分析 

测试复杂度非指广义上的时间、空间复杂度，而是指代码中所含分支语句的数

目，包括“if”、“for”、“while”、“do-while”、“while”、“switch-case”等

语句，通过测试复杂度分析可以找出高复杂性的模块来进行重构（通常 20%的高复

杂度的模块含有整个软件的 80%左右的缺陷）。超过额定行数，则表示其复杂度过

高，有必要进一步模块化。对于高复杂度的模块，还可以进一步得知其控制流程图

和逻辑框图的复杂程度。从而有利于用户与维护者判断该软件产品的可测试性与可

维护性如何。 

此外，对具体的各种复杂性问题，星云测试云平台还提供一系列针对性的措

施，例如： 

计算复杂性 

通过执行路径追溯分析、逻辑分析和控制流程分析与可视化，不仅可以图形化

地展示程序的算法，而且还可查出算法实现中的逻辑错误，等能有效地解决。 

功能复杂性 

通过需求的功能化分解与可视化查错，星云测试云平台不仅可以检测系统的功

能，而且能展示其执行路径等，达成功能测试结果与系统需求之间的双向追溯。 

组分复杂性 

通过动静态深入分析工具如：模块调用结构分析、类及其继承关系分析、变量

分析与分析结果、函数的扇入扇出分析、系统及各个模块的量化质量分析、类的组

分分析等，用户可以直观而便捷的得出所需要的测试数据报告。 

结构复杂性 

提供系统的结构分析与图形化突显任何一个模块及其相关模块的能力、类及其

继承关系分析与图形化显示能力、类与独立函数的关系分析与显示能力，以及各个

程序模块的逻辑与控制流分析与图形化显示能力等，能有效地对付软件系统的结构

复杂性。 

A.1.1 测试复杂度种类 

Cyclomatic 循环度量复杂性 

每个函数有基本的复杂性 1，而每个判断（if）或者循环语句（for、while、do-while）

的复杂性是在基本复杂性树上加 1； 

作为 switch 语句的使用，有包括 case 语句和不包括 case 语句两种复杂度标准： 

CC0 为 Cyclomatic Complexity （with case），也就是包含 case 语句在内的圈复杂度，

每 N 路 switch 将加复杂度（N+1）； 

CC1 为 Cyclomatic Complexity （without case），即不包含 case 语句在内的圈复杂

度，每一个 switch 语句结构加复杂度 2。  



A.2 覆盖率分析 

星云测试云平台拥有多种测试覆盖率分析结果报告。包括： 

1，块的测试覆盖统计执行过的可见段的比例： 

SC0=至少执行一次的可见段数目/可见段的数目*100%； 

2，条件为真百分比： 

TURE=条件结果为真的数目/条件数量； 

3，条件为假百分比： 

FALSE=条件结果为假的数目/条件数量； 

4，条件真假都覆盖百分比； 

BOTH=条件结果真假都执行过的数目/条件数量； 

5，分支覆盖百分比： 

Branch 一种判断结构测试覆盖率程度的标准，其定义为被测试过的分支数目与

总的分支数目之比。例如，类（class）的分支测试，是指被测试过的、类内的成员

函数的分支数目，与类内的成员函数的分支总数之比； 

6，MC/DC： 

为在程序和程序模块中被执行的可见段和不可见段，以及修改条件组合，与总的

可见段和不可见段以及修改条件组合的比。 

它们不仅可以直接表示未测试过的可见与不可见分支，而且还能直接在图上表示

该分支的位置以及该分支的相关测试条件。特别是，还能直接在图上指出未测试

（实现）过的所有条件组合及其具体的位置。 

A.2 软件内部逻辑结构可视化 

星云测试云平台的逻辑可视化部分主要基于函数调用图和控制流程图这两个图

形，其中控制流程图是函数模块级的逻辑图形，函数调用图是代码级别的逻辑图

形，两种图形形成了源代码逻辑交替深入展示的一种形式，并在图形中加入了覆盖

率、复杂度等信息，使得展示的信息元素更加丰富。 

A.2.1 函数调用图 

函数调用图可以给用户一系列关于软件系统的整体信息。如：函数或者类以及

类的成员函数的总数目，调用关系或者类的继承关系的深度、层次结构、语句总行

数和总体复杂度，整体的测试覆盖率（分累积的结果和最后一次运行的结果，可选

择语句、分支和 MC/DC 测试覆盖率标准）、整体的性能分析结果以及各模块所占的

用时比例、以及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的分析结果等；同时，又给出了各个模块具体

的信息，包括：各模块的源码行数和复杂度、测试覆盖率分析结果、扇入扇出信

息，高亮显示一个模块及其所有相关的模块，或者以任何一个模块为根生成局部子

树等。如图 A-1 所示： 



 

图 A-1  函数调用图图形 

1，单纯函数调用图 

 

图 A-2  函数调用图图形 

函数调用图图形如图 A-2 所示。单纯函数调用图，只有函数调用的关系，能够

比较清楚地看清函数调用的层次关系。当点击其中的某个函数时，能显示以该函数

为中心，调用该函数的上三层和下三层调用（可点击设置层级进行层级的调整）。  

2，聚集性函数调用图 



 

图 A-3  函数调用聚集图形 

聚集性函数调用图见图 A-3，它以类为聚集，函数调用层次关系不再是最重要

的，而是以类对函数进行分组，同一类的函数聚集在一起，当点击函数函数调用聚

集图后，在控制流程图窗口显示该函数为根的函数调用关系，形成一个函数调用关

系图。 

A.2.2 控制流程图 

控制流程图基础功能是表示函数的控制流程，即控制流程图，用于表示函数的控

制流程、显示测试覆盖率结果、实现半自动高效率测试用例设计，进行逻辑流程查

错，以及源码和测试用例和相关文档之间的双向自动追溯等。如图 A-4： 

 

图 A-4  控制流程图图形 

控制流程图的展示方式区别于函数调用图的调用模式的展示方式，控制流程图主

要以嵌套的形式展现函数的内部逻辑关系，这种方式更贴合代码的逻辑流程。在双



向追溯中，控制流程图还可以通过颜色对每个程序块进行覆盖率标识，在缩略图中

整个模块的覆盖率非常直观。 

1，控制流程图图形信息展示 

 

图 A-5  控制流程图图形 

如图 A-5，控制流程图展示函数的逻辑过程的结构，对 if、while、do-while、

for、switch-case 等结构以流程图方式显示。 

2，源码展示 

与控制流程图配合展示程序整体（全部源码）的结构树（模块调用关系），整

体的测试覆盖率分析结果，整体的复杂度（含有分支语句的数目）分析结果，整体

的语句分类（有效逻辑语句、解释语句、空行等）和百分比，以及整体的程序逻辑

等。 

星云测试云平台源码展示区，每一行代码附加显示总体的块（Block，连续的语

句组，其中不含任何分支语句）号，在源码文件中的行号和该块的执行次数，以及

与控制流程图图形、条件覆盖区互动响应。如图 A-6 所示： 



 

图 A-6  控制流程图图形 

A.2.3 函数列表功能说明 

 

图 A-7  函数列表 

见图 A-7，控制流程图即函数列表界面，显示的是工程中所有的函数，是对整个

工程函数、函数复杂度和函数覆盖率信息的基本展示，包括函数名，函数所在的

类，九种覆盖率和六种复杂度，具有的功能有： 

1. 能根据九种覆盖率度和六种复杂度进行排序； 

2. 能设置每页显示的函数个数，可以自定义选择或选择较常用的个数； 

3. 能对排序后的函数列表进行翻页，可以翻到第一页、上一页、下一页、最后

一页或指定页。 



1，覆盖率可视化 

 

图 A-8  覆盖率可视化 

图 A-8 覆盖率可视化，为采用专利：“一种用于白盒测试覆盖率计算可视化的

测试装置及方法”的查看技术，对覆盖率指标进行刨析，用颜色的表示形式在代码

中区分代码的分子，分母来告知覆盖率的计算过程。 

A.3 动态实时测试监控 

A.3.1 测试用例 

星云测试云平台可以对测试用例进行增加、删除、修改、查看操作，并由用户

自定义进行分类等操作，记录一种程序的执行方法，方便对执行进行重现或查看。 

A.3.2 实时数据监测 

通过对测试时的实时数据监测，实现动态实时界面的数据实时刷新，刷新数据

包括：接收到和写入数据库的 Block 数据数量和曲线图示；接收到和写入数据库的条

件判定数据数量和曲线图示；接收到和写入数据库测试的函数数量和曲线图示；为

当前测试用例提供最直观测试效果展示。图 A-9 为动态实时监测界面图示。 



 

图 A-9 动态实时监测界面图示 

A.3.3 缺陷管理系统 

为了让测试工程师更好的对缺陷进行管理，采用测试用例、代码、Bug 相关联方

式，星云测试云平台使用了历史 Bug 追查功能，这使得在版本迭代过程中，同一个

测试用例所有的 Bug 情况一目了然，避免了因人员变动或版本变动导致的相同的

Bug 的排查时间，以及重复提交未被解决的 Bug。图 A-10 展示了缺陷提交与管理。 

 

图 A-10 缺陷提交与管理 



A.3.4 Bug 与崩溃代码级别的捕获 

星云测试云平台采用测试用例、代码、Bug 相关联方式，并在出现 Bug 或者崩溃

时记录最后运行的 50 个函数，最终达到快速定位到错误的代码，免于开发人员进行

反复的代码审查，并很好的保全 Bug 现场避免难以复现的情况。如图 A-11 所示： 

 

图 A-11  捕获最后 50 块 

 

A.4 双向追溯 

双向追溯是指通过运行测试用例，实现测试用例与被测源码间相互追溯。根据测

试用例查看相关被测源码为正向追溯，根据被测源码查看相关测试用例为逆向追

溯。在测试用例列表中选择测试用例，可以追溯到该测试用例的内容描述信息，在

模块调用图中显示被测试到的函数；也可以在模块调用图中，点击相关的函数，也

可以追溯到相关的测试用例。该追溯技术方便了用户查看和设计测试用例。 

A.4.1 正向追溯 

正向追溯过程：选中需要查看的测试用例，在函数追溯窗口会列出这些被执行

过的函数，选择需要查看的函数后，在双向追溯会针对该函数显示其函数调用关系

图、控制流程图、代码图。 

A.4.2 逆向追溯 

逆向追溯过程：点击需要查看的函数或函数中的某行代码，自动列出可以测试到

该函数或者程序分支的测试用例。图 A-12 显示了正逆双向追溯界面 



 

图 A-12 双向追溯界面 

 

A.5 多版本与累计覆盖率 

A.5.1 版本比对功能 

“菜单栏－编辑”中展示版本比对功能。它比对两个版本或多个版本之间的函

数差异，比对过后列出函数的之间的变化。 

A.5.2 累计覆盖率 

“菜单栏－编辑”中展示累积覆盖率功能。多版本累计覆盖率是针对多个版本

中的所有测试用例的覆盖率的累计，用户以最新版本为基线版本，针对之前不同的

测试场景累计该版本的覆盖率，从而得出函数的覆盖情况。以基线版本函数信息为

基础信息，如果被基线版本之前的函数有删除和修改那么以基线版本为准，不在计

入累计覆盖率。最终累计生成一个新的版本（累计版）进行形式展示。 

A.6 智能的回归测试用例选取分析算法 

“菜单栏－企业项”中回归测试用例选取功能。星云测试云平台采用“一种基

于测试用例与代码逻辑、源码版本关系矩阵的测试用例选取方法”的回归技术，在

回归测试时，基于智能算法，完全自动筛选计算出每个测试用例受影响的程序，用



户可以根据此数据来进行用例回归测试的优先级排序，把高风险的用例测试放到前

面，大大减少了回归测试的时间。如图 A-13 所示： 

 

图 A-13 智能的回归测试用例选取分析算法 

A.7 测试用例的聚类分析算法 

“菜单栏－企业项”中聚类分析算法功能。星云测试云平台根据测试用例的函

数执行剖面的向量化信息，对测试用例进行聚类分析， 从类中检出中心点测试用例

以及其附近的测试用例，可以快速确定类中是否存在较多缺陷，快速定位缺陷的分

布，以及多大量的测试用例进行评审，分析其有效性。如图 A-14 所示： 

 

图 A-14 测试用例的聚类分析算法 



 

附录 B 星云测试云平台数字云平台报表 

B.1 登录 web 平台 

在浏览器中输入 http://127.0.0.1:3000/，（地址根据自己所连接的服务 IP 确定）

输入客户端登陆时所使用的账号，点击确定。如图 B-1 所示。选择客户端所编译的

项目和版本： 

 

图 B-1 项目与版本选择 

B.2 报表总图 

显示所选取编译项目的一些基本信息，包括：项目信息、版本信息、测试汇总信

息、测试过程监控趋势图、测试设备组成和分布图、版本覆盖率汇总图和复杂度统

计图。 

B.2.1 项目信息 

 

图 B-2 项目信息与版本 



 

图 B-3 测试信息汇总 

图 B-2 显示项目信息与版本，图 B-3 显示测试信息汇总。其中： 

 测试用例通过率：无 Bug 的测试用例； 

 Bug 累计：测试用例运行完毕后提交的 Bug 数； 

 当前版本覆盖率（SC0）：(执行过可见段数/可见段数) ×100%的比例； 

 覆盖率增长：相比前一天的 SC0 增长差值； 

 高复杂度预警函数个数：高复杂度的函数个数。 

B.2.2 测试过程监控趋势图 

如图 B-4 所示，折线图 和柱形图 可以在不同的图形示例中切换，还原

显示默认折线图 

 纵轴坐标：代表数量，取值范围为自动适应最高值； 

 横轴坐标：代表日期时间。 

 

图 B-4 测试过程趋势图 



B.2.3 版本各个覆盖率汇总图 

如图 B-5 所示： 

指最后一次执行的测试用例的覆盖率； 

   指当前版本最终的覆盖率。 

 纵向：代表不同范围的覆盖率（%）取值范围从 0-100； 

 横向：表示多种不同的覆盖率的。 

 

图 B-5 覆盖率汇总图 

B.2.4 版本各个复杂度汇总图 

如图 B-6 所示： 

 纵向：代表复杂度的不同级别，取值 JC0、JC1、JC1+、JC2、CC0、CC1，点击后自

动进行切换到相应的复杂度； 

 横向：代表复杂度区间，取值 0-10、10-20、20-30、30-40、40-50、50+； 

 总量：代表当前版本的函数总量； 

 图内容：显示当前版本的函数在各个复杂度之间的分布。 

 

图 B-6 复杂度汇总图 



B.3 测试用例-按日趋势图 

B.3.1 测试用例汇总信息 

如图 B-7 所示： 

 

图 B-7 项目信息 

其中： 

 测试用例累计：显示制作测试用例总和； 

 测试用例通过率：显示制作测试用例正确与错误的百分比； 

 测试用例状态：显示测试用例通过状态； 

 测试用例覆盖/关联的代码块累计：显示关联的块的代码个数； 

 测试用例覆盖/关联的条件个数累计：显示关联的块的条件个数； 

 测试用例覆盖/关联的函数个数累计：显示关联的块的函数个数。 

B.3.2 各个功能模块测试用例占比 

显示测试用例按提交模块进行划分的占比图，如图 B-8 所示： 



 

图 B-8 测试用例模块占比图 

B.3.3 测试用例按日趋势图 

如图 B-9 所示，折线图 和柱形图 可以在不同的图形示例中切换，还原 显示

默认折线图。 

 纵轴坐标：代表数量，取值范围为自动适应最高值； 

 横轴坐标：代表日期时间。 

 

图 B-9 测试用例按日趋势图 



B.3.4 测试用例排行图 

测试工程师对测试用例制作个排行榜，可以迅速找出表现突出的测试人员。如图

B-10 所示： 

 

图 B-10 测试用例排行与贡献 

B.4 测试用例-测试用例列表 

B.4.1 测试用例列表 

显示制作的测试用例的详细信息，包括测试用例的名称、创建时间、执行时间、关

联函数、覆盖率占比、运行状态、测试人员等，如图 B-11 所示： 



 
图 B-11 测试用例排行与贡献 

B.4.2 数字化平台示波器 

1，测试用例描述 

对选定测试用例表述其详细信息，包裹测试用的所属模块、日期、录制人、执行

时间等。如图 B-12 所示： 

 
图 B-12 测试用例描述图 

2，录制记录 

记录示波器最后的接收的块、条件、函数的总信息，分为最新一次和上一次，用

于等价类测试比对。如图 B-13 所示： 

时间刷新轴，对测试用例按时间

进行筛选 

指定测试用例示波器信息跳转按

钮 



 

图 B-13 最新与上一次示波器接收信息对比 

按时间倒序排列示波器接收到的函数，记录程序最后运行的函数状况，用于定位

程序错误和测试用例运行过程中的逻辑分析。如图 B-14 所示： 

 

图 B-14 示波器接收函数图 

B.5 测试缺陷-Bug 信息汇总 

B.5.1 Bug 按日趋势图和 Bug 类型分布组合 

Bug 按日趋势图直观地反映 Bug 提交趋势，点击折线图上的点会显示相应的 Bug

组成，如图 B-15 所示： 



 
图 B-15 Bug 按日趋势图 

B.5.2 Bug 提交排行榜 

给出提交 Bug 的测试工程师的排行榜，彩条图可以选择按照 Bug 级别显示，也

可以选择按照 Bug 类型显示，如图 B-16 所示： 

 

图 B-16 Bug 提交排行榜 

 

B.6 测试缺陷-Bug 详细列表 

显示提交的 Bug 的详细信息、包括提交人、Bug 类型、对应的测试用例等。如图

B-17 所示： 

 

 图 B-17 Bug 详细信息图 

点击可以看到Bug 的百分比 

点击可以看到 BUG 的组成 

时间刷新轴，对测试用例按时间

进行筛选 



B.7 覆盖率-按日增长趋势图 

B.7.1 覆盖率信息汇总 

如图 B-18 所示，可以查看当前版本覆盖率的信息，可以选择多种覆盖率进行查

看以及各个测试模块占覆盖率的比例。 

 

图 B-18 覆盖率信息汇总图 

B.7.2 覆盖率按日增长曲线图 

如图 B-19 所示，覆盖率按日增长曲线图，让管理者更好的把握测试过程。 

 
图 B-19 每日覆盖率增长曲线图 

B.7.3 雷达图 

根据项目的需要，由测试人员自己设置覆盖率的上限通过雷达图展示是否达到预

期。 

覆盖率指标是否要每项都到 100%才算测试结束呢？在覆盖率达标方面用户请按

每个应用的实际情况进行达标线设置，给出的数字化的覆盖率展示的用意在于让测

试人员通过观察能更好的补充完善测试用例，雷达图的目的是为了当测试人员观察

是否达到预期。如图 B-20 所示： 

进行多种覆盖率类型的查看，当覆盖率累计会相应

的变化，此功能还关联每日覆盖率增长趋势图展示 

各个测试用例模块占的覆盖率比 

此图表根据覆盖率汇总里的覆盖率类型进行选择变化 



 
图 B-20 覆盖率总雷达图 

B.7.4 版本各个覆盖率汇总图 

如图 B-21 所示，显示版本各个覆盖率汇总图： 

指最后一次执行的测试用例的覆盖率 

   指当前版本最终的覆盖率 

 纵向：代表不同范围的覆盖率(%)取值范围从 0-100； 

 横向：表示多种不同的覆盖率的。 

 
图 B-21 覆盖率汇总图 

B.7.5 函数|类|文件覆盖率统计 

分析汇总了函数、类、文件的各个覆盖率量度值，更清晰的掌握目的代码覆盖率 

纵向：代表覆盖率的不同级别，取各种覆盖率值，点击后自动进行切换到相应的覆

盖率。如图 B-22 所示。 

 横向：代表覆盖率%区间，取值 0-20、20-40、40-60、60-80、80-100； 

 总量：代表当前版本的函数总量； 

 图内容：显示当前版本的文件、类、函数在各个覆盖率之间的分布。 

测试人员自己设置覆盖率最大最小值，由右侧雷达图进

行覆盖率展示 



 
图 B-22 函数|类|文件覆盖率统计图 

B.7.6 函数|类|文件复杂度和覆盖率关系图 

如图 B-23 所示，显示函数|类|文件复杂度和覆盖率关系图，其中： 

 它以散点图的形式展示了各种复杂度和覆盖率的关系，更清晰的掌握各种程度覆

盖率的分布； 

 纵向：代表复杂度不同级别，取各种覆盖率值，点击后自动进行切换到相应的复

杂度； 

 横向：代表覆盖率不同级别，取各种覆盖率值，点击后自动进行切换到相应的覆

盖率。=； 

 红圈 62：代表当前版本所选的复杂度类型中最高复杂度值； 

 篮圈 100：代表当前版本所选的覆盖率类型中最高覆盖率值 ； 

 图中点：代表每个函数，点击后可以看到相关信息。 

 

图 B-23 函数|类|文件复杂度和覆盖率关系图 

B.7 覆盖率列表 

B.7.1 覆盖率列表与单函数的覆盖率、复杂度雷达图 

通过对单个函数的覆盖率的雷达图设置，用数字化的形式展示核心模块的测试充

分度。如图 B-24 所示。 



 

图 B-24 覆盖率列表与单函数的覆盖率、复杂度雷达图 

B.7.2 函数对应的调用关系图 

选择函数列表的中的函数，对应展示该函数的调用关系，总 3 层。如图 B-25 所

示： 

测试人员自己设置覆盖率最大最小值，由雷达图进行覆盖率展

示 

测试人员自己设置复杂度最大最小值，由雷达图进行覆盖率展

示 

单个函数的覆盖率详细信息点击后下方雷达图进行该函数展示 



 

图 B-25 选择单函数调用关系图 

B.8 复杂度-函数|类|包复杂度统计 

B.8.1 复杂度统计信息 

 为了正对复杂度的风险，在数字化平台中给出了预警报告表和复杂度详细列表，

对于安全系数高的客户，测试人员可以要求开发进行重新设计降低风险。如图 B-26

所示： 

 

  图 B-26 复杂度预警 

B.8.2 复杂度列表 

只显示复杂度，展示所有函数的复杂度信息，点击某一个函数，会在列表下方绘

制对应的雷达统计图，如图 B-27 所示： 

改图根据覆盖率列表中选择的函数进行调用图展示 

选择复杂度类型复杂度信息、复杂度统计图、复杂

度预警图发生相应变化 

复杂在各个取值之间的总量 

复杂度预警值根据所选的复杂度进行变化变 



 

 

 

图 B-27 复杂度列表 

B.9 测试漏洞的智能分析 

   在一个程序中，往往有成百上千的函数，这些函数有的是关联整个程序核心、有

的则是开发人员弃而不用，但一直保留迟迟不肯删除的，针对这些大量的函数，

“星云测试”采用通过静态、动态指标的综合分析，在大量的程序函数中，通过计

算直接筛选潜在的高危的测试漏洞，通过报表给予展示。 

 通过复杂度和覆盖率进行计算； 

 通过函数调用上下文和覆盖率进行计算。 

参见图 B-28 和图 B-29： 

单个函数的复杂度详细信息点击后下方雷达图进行该函数展示 

测试人员自己设置复杂度最大最小值，由雷达图进行覆盖率展

示 



 

图 B-28 测试漏洞的智能分析（一） 

 

图 B-29 测试漏洞的智能分析（二） 



程序代码信息汇总中显示当前代码基本信息、代码注释比例和代码可维护性。它

能有效地检查出代码的整体状况，并指出相应的薄弱点。 

计算上述指标需要使用到以下数据并对应映射表来确定：可分析性、可修改性、

稳定性和可测试性的最终等级，见表 B-1： 

表 B-1 应映射表 

  基于代码的行数 
段复杂度

（JC0） 

基于代码重复

的密度 

基于方法代码

的行数 

段覆盖率

（SC0） 

可分析性 R   R R R 

可修改性   R R     

稳定性性         R 

可测试性   R   R R 

 可分析性：(基于代码的行数+基于代码重复的密度+基于方法代码的行数+段覆盖

率)/3 

 可修改性：(段复杂度+基于代码重复的密度)/2； 

 稳定性性； 

 段覆盖率； 

 可测试性：(段复杂度+基于方法代码的行数+段覆盖率)/3。 

其中页面中对应显示，级别分为 4 个等级，见表 B-2： 

表 B-2：页面对应显示的 4 个等级 

级别 0 1 2 3 4 

描述 极差 差 中 良 优 

B.9.1 各项指标属性分级表 

星云测试根据行业标准按照各项指标进行属性分级，用于最后的等级计算。 

B.9.2 基于代码的行数 

参见表 B-3： 

表 B-3：基于代码的行数 

分级 0 1 2 3 4 

基于代码的行数 >1310000 >655000 >246000 >66000 0 

B.9.3 基于代码重复的密度 

参见表 B-4： 

表 B-4：基于代码重复的密度 

分级 0 1 2 3 4 

基于代码重复的密度 >20% >10% >5% >3% >0% 



B.9.4 基于代码段测试覆盖率（SC0） 

参见表 B-5： 

表 B-5：基于代码段测试覆盖率 

分级 0 1 2 3 4 

基于段测试覆盖率 >0% >20% >60% >80%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