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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t入门
新建一个项目叫JUnit_Test，我们编写一个Calculator类

package andycpp;

public class Calculator {
private static int result; // 静态变量，用于存储运行结果
public void add(int n) {

result = result + n;
}
public void substract(int n) {

result = result - 1;  //Bug: 正确的应该是 result =result-n
}
public void multiply(int n) {
}         // 此方法尚未写好
public void divide(int n) {

result = result / n;
}

public void square(int n) {
result = n * n;

}
public void squareRoot(int n) {

for (; ;) ;            //Bug : 死循环
}
public void clear() {     // 将结果清零

result = 0;
}
public int getResult() {

return result;
}

}



将JUnit4单元测试包引入这个项目：在该项目上点右键，点“属性”

JUnit入门



在弹出的属性窗口中，首先在左边选择“Java Build Path”，然后到右上选择“Libraries”标

签，之后在最右边点击“Add Library…”按钮,选择JUnit4

JUnit入门



生成JUnit测试框架：在Eclipse的Package Explorer中用右键点击该类弹出菜单，选择“New 

a JUnit4 Test Case”，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相应的选择，如下图所示。

这里信息比较复
杂，先这样选择

JUnit入门



点击“下一步”后，系统会自动列出你这个类中包含的方法，选择你要进行测试的方法。
此例中，我们仅对“加、减、乘、除”四个方法进行测试。

JUnit入门



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类CalculatorTest，里面包含一些空的测试用例。你只需要将这
些测试用例稍作修改即可使用。
package com.jerry;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import org.junit.Before;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junit.Ignore;

public class CalcelatorTest {
private static Calculator calculator = new Calculator();
@Before
public void setUp() throws Exception {

calculator.clear();
}
public void testAdd() {

calculator.add(2);
calculator.add(3);
assertEquals(5, calculator.getResult());

}

@Test
public void testSubstract() {

calculator.add(10);
calculator.substract(2);
assertEquals(8, calculator.getResult());

}
@Test
public void testMultiply() {

fail("Not yet implemented");
}
@Test
public void testDivide() {

calculator.add(8);
calculator.divide(2);
assertEquals(4, calculator.getResult());

}}

JUnit入门



运行测试代码：按照上述代码修改完毕后，我们在CalculatorTest类上点右键，选择“Run 
As a JUnit Test”来运行我们的测试用例了。

减法是有问题的所以没有通过，乘法没有完成所以也
没有通过。

我们把减法修改正确，
public void substract(int n) {

result = result-n；
}

运行后如图：

JUnit入门



JUnit入门
包含必要地Package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assertEquals是Assert类中的一系列的静态方法，一般的使用方式是Assert. assertEquals()，

但是使用了静态包含后，前面的类名就可以省略了，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

比如：

assertEquals(8, calculator.getResult());

测试类的声明

测试类是一个独立的类，没有任何父类。测试类的名字也可以任意命名，没有任何局限性。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类的声明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测试类，它与普通类的区别在于它内部的

方法的声明。



JUnit入门

创建一个待测试的对象

你要测试哪个类，那么你首先就要创建一个该类的对象。

private static Calculator calculator = new Calculator();

为了测试Calculator类，我们必须创建一个calculator对象。



JUnit入门

测试方法的声明

在测试类中，并不是每一个方法都是用于测试的，你必须使用“标注”来明

确表明哪些是测试方法。“标注”也是JDK5的一个新特性，用在此处非常恰

当。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方法的前有@Before、@Test、@Ignore等字样，这

些就是标注，以一个“@”作为开头。



JUnit入门
在方法的前面使用@Test标注，以表明这是一个测试方法。对于方法的声明也有如下要求：

名字可以随便取，没有任何限制，但是返回值必须为void，而且不能有任何参数。如果违

反这些规定，会在运行时抛出一个异常。

@Test

public void testAdd() {

calculator.add(2);

calculator.add(3);

assertEquals(5, calculator.getResult());

}

• 在测试方法中调用几次add函数，初始值为0，
先加2，再加3，我们期待的结果应该是5。如
果最终实际结果也是5，则说明add方法是正确
的，反之说明它是错的。

• assertEquals(5, calculator.getResult());就是来判
断期待结果和实际结果是否相等，第一个参数
填写期待结果，第二个参数填写实际结果，也
就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结果。这样写好之后，
JUnit会自动进行测试并把测试结果反馈给用户。



练习：

按照上述内容建立Project、Package、 Class产品代码及测试代码。

CalcelatorTest.java、 Calculator.java

JUnit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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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t高级技巧
@BeforeClass 和 @AfterClass

有一个类是负责对大文件（超过 500 兆）进行读写，他的每一个方法都是对

文件进行操作。换句话说，在调用每一个方法之前，我们都要打开一个大文

件并读入文件内容，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操作。如果我们使

用 @Before 和 @After ，那么每次测试都要读取一次文件，效率及其低下。

@BeforeClass 和 @AfterClass 两个 Fixture 来帮我们实现这个功能。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

用这两个 Fixture 标注的函数，只在测试用例初始化时执行@BeforeClass 方法，当所有测

试执行完毕之后，执行@AfterClass 进行收尾工作。在这里要注意一下，每个测试类只能

有一个方法被标注为 @BeforeClass 或 @AfterClass ，并且该方法必须是 Public 和 Static 的。



JUnit高级技巧

防止超时

比如程序里面存在死循环，如何处理。

public void  squareRoot( int n)  {
for  (; ;) ;                  // Bug : 死循环

} 

要实现这一功能，只需要给@Test 标注加一个参数即可

@Test(timeout=1000 ) //1000毫秒
public   void  squareRoot()  {

calculator.squareRoot( 4 );
assertEquals( 2 , calculator.getResult());

}



JUnit高级技巧
Runner ( 运行器 )

把测试代码提交给 JUnit 框架后，框架通过Runner来运行如何来运行你的代码。

不设定，为默认的，也可以设置

import  org.junit.internal.runners.TestClassRunner;
import  org.junit.runner.RunWith;
// 使用了系统默认的TestClassRunner，与下面代码完全一样
public   class  CalculatorTest {

...
} 

@RunWith(BlockJUnit4ClassRunner.class )
public   class  CalculatorTest {
...
} 



JUnit高级技巧

参数化测试

测试一下“计算一个数的平方”这个函数，暂且分三类：正数、 0 、负数。

测试代码如下：
import  org.junit.AfterClass;
import  org.junit.Before;
import  org.junit.BeforeClass;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 ;
public   class  AdvancedTest {
private   static  Calculator calculator＝ new  Calculator();
@Before
public   void  clearCalculator()  {

calculator.clear();      } 



JUnit高级技巧

@Test
public   void  square3()  {

calculator.square( - 3 );
assertEquals( 9 , calculator.getResult());

} 
} 

@Test
public   void  square1()  {

calculator.square( 2 );
assertEquals( 4 , calculator.getResult());

} 

@Test
public   void  square2()  {

calculator.square( 0 );
assertEquals( 0 , calculator.getResult());

} 

可以用参数化来取代



JUnit高级技巧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assertEquals;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junit.runner.RunWith;
import  org.junit.runners.Parameterized;
import  org.junit.runners.Parameterized.Parameters;
import  java.util.Arrays;
import  java.util.Collection;

@RunWith(Parameterized. class )
public   class  SquareTest {
private   static  Calculator calculator =   new  Calculator();
private   int param;
private   int result;
@Parameters

public   static  Collection data()  {
return  Arrays.asList( new  Object[][] {

{ 2 ,  4 } ,
{ 0 ,  0 } ,

{-3 ,  9 } ,
} );

}

// 构造函数，对变量进行初始化
public  void SquareTest( int param,  int

result)  {
this .param=param;
this .result =result;

} 
@Test

public   void  square()  {
calculator.square(param);
assertEquals(result, 

calculator.getResult());
} 

} 



JUnit代码的批量执行
打包测试

import  org.junit.runner.RunWith;
import  org.junit.runners.Suite;

@RunWith(Suite. class )
@Suite.SuiteClasses( {

CalculatorTest. class ,
SquareTest. class 
} )

public   class  AllCalculatorTes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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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t的断言
1，assertEquals([String message],expected,actual)
message：可选，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expected：是期望值，通常都是用户指定的内容。
actual：是被测试的代码返回的实际值。
例：assertEquals("equals","1","1");
2，assertEquals([String message],expected,actual,tolerance)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expected：是期望值，通常都是用户指定的内容。
actua：是被测试的代码返回的实际值。
toleranc：是误差参数，参加比较的两个浮点数在这个误差之内则会被认为是相等的。
例：assertEquals ("yes",6.6,13.0/2.0,0.5);
3，assertTrue ([String message],Boolean condition)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condition:是待验证的布尔型值。
该断言用来验证给定的布尔型值是否为真，假如结果为假，则验证失败。
例： assertTrue("true",0==0);



JUnit的断言
4，assertFalse([String message],Boolean condition)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condition:是待验证的布尔型值。
该断言用来验证给定的布尔型值是否为假，假如结果为真，则验证失败。
例： assertFalse("false",4==5);
5，assertNull([String message],Object object)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object:是待验证的对象。
该断言用来验证给定的对象是否为null，假如不为null，则验证失败。
例：assertNull("null",null);
6，assertNotNull([String message],Object object)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object:是待验证的对象。
该断言用来验证给定的对象是否为null，假如不为null，则验证失败。
该断言用来验证给定的对象是否为非null，假如为null，则验证失败。
例：assertNotNull("not null",new String());



JUnit的断言
7，assertSame ([String message], expected,actual)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expected:是期望值。
actual:是被测试的代码返回的实际值。
该断言用来验证expected参数和actual参数所引用的是否是同一个对象，假如不是，则验证失败。
例：assertSame("same",6,3+3);
8，assertNotSame ([String message], expected,actual)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expected:是期望值。
actual:是被测试的代码返回的实际值。
该断言用来验证expected参数和actual参数所引用的是否是不同对象，假如所引用的对象相同，则
验证失败。
例：assertNotSame("not same",5,4+2);
9，fail([String message])
message是个可选的消息，假如提供，将会在发生错误时报告这个消息。
该断言会使测试立即失败，通常用在测试不能达到的分支上（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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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t+ANT
右击鼠标-导出，选择Ant构建文件，点【Next】



选择所需要的生成报告的project，然后点击【完成】

是生成ant文件的文件名

是生成测试报告的目录（需要建立以
后手工建立）

生成报告的project

JUnit+ANT



将在项目内生成build.xml（默认）文件和junit文件夹，如果junit文件夹不能自动生成可以
手动生成

JUnit+ANT

右击build.xml，选择Run as->外部工具配置,选择需要运行的测试文件。如
果要生成测试报告选择junitreport



检查类路径中Ant主目录的Ant版

本是否大于1.9.7，若不是，通过

Ant主目录（H）选择一个大于

1.9.7版本的Ant工具（可以到网上

下载）

JUnit+ANT



点完成，手工建立junit目录开始运行Junit4测试用例，并且产生index.html测试报告在junit
目录下。

JUni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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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en+testNG介绍

TestNG

TestNG是一个测试框架，其灵感来自JUnit和NUnit的，但引入了一些新的功能，使其功能

更强大，使用更方便。TestNG是一个开源自动化测试框架；TestNG表示下一代（Next 

Generation）。 TestNG是类似于JUnit（特别是JUnit 4），但它不是一个JUnit扩展。它的灵

感来源于JUnit。它的目的是优于JUnit的，尤其是当测试集成的类。 TestNG的创造者是

Cedric Beust（塞德里克·博伊斯特）



Marven+testNG介绍
TestNG 常用注解

注解 描述

@BeforeSuite 注解的方法将只运行一次，运行所有测试前此套件中。

@AfterSuite 注解的方法将只运行一次此套件中的所有测试都运行之后。

@BeforeClass 注解的方法将只运行一次先行先试在当前类中的方法调用。

@AfterClass 注解的方法将只运行一次后已经运行在当前类中的所有测试方法。

@BeforeTest 注解的方法将被运行之前的任何测试方法属于内部类的 <test>标签的运行。

@AfterTest 注解的方法将被运行后，所有的测试方法，属于内部类的<test>标签的运行。

@BeforeGroups 组的列表，这种配置方法将之前运行。此方法是保证在运行属于任何这些
组第一个测试方法，该方法被调用。

@AfterGroups 组的名单，这种配置方法后，将运行。此方法是保证运行后不久，最后的测试
方法，该方法属于任何这些组被调用。



Marven+testNG介绍
TestNG 常用注解

注解 描述

@BeforeMethod 注解的方法将每个测试方法之前运行。

@AfterMethod 被注释的方法将被运行后，每个测试方法。

@DataProvider 标志着一个方法，提供数据的一个测试方法。注解的方法必须返回一个
Object[] []，其中每个对象[]的测试方法的参数列表中可以分配。
该@Test 方法，希望从这个DataProvider的接收数据，需要使用一个
dataProvider名称等于这个注解的名字。

@Factory 作为一个工厂，返回TestNG的测试类的对象将被用于标记的方法。该方法必
须返回Object[]。

@Listeners 定义一个测试类的监听器。

@Parameters 介绍如何将参数传递给@Test方法。

@Test 标记一个类或方法作为测试的一部分。



Marven+testNG介绍
Maven

管理jar包



Marven+testNG介绍

TestNG安装

按下一步直到安装完，在线安装会有点很慢

在 Eclipse 中，点击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在 add 栏中输入http://beust.com/eclipse



Marven+testNG介绍
Marven安装

下载地址：http://maven.apache.org/download.cgi

解压后把文件放在本地目录下，设置环境变量



Marven+testNG介绍
Marven安装

运行 >mvn -v

Maven安装成功后，第一次命令行输入
>mvn help:system会在C:\Users\用户\下生
成.m2文件，默认放下载的jar包，叫
maven仓库。



Marven+testNG介绍
Marven安装

打开eclipse，选择window-preferences-maven-Installations。

选中外部的maven，点击apply，再点击OK。



Marven+testNG介绍
新建测试项目

打开eclipse-file-new-other，选中maven project点击next



Marven+testNG介绍
新建测试项目

选中maven-archetype-quickstart，点击next 输入group ID和Artifact ID，点击finish。



Marven+testNG介绍
新建测试项目
生成项目后，打开项目中的pom.xml（此配置文件，管理maven的jar包）

<dependency>
<groupId>junit</groupId>
<artifactId>junit</artifactId>
<version>4.12</version>
<scope>test</scope>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surefire-plugin</artifactId>
<version>2.12.4</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TestNG</groupId>
<artifactId>TestNG</artifactId>
<version>6.8.5</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junit</groupId>
<artifactId>junit</artifactId>
<version>3.8.1</version>
<scope>test</scope>
</dependency>

删除配置文件中的



Marven+testNG介绍
书写测试程序

选择testNG class，点击next 填写class名，选中BforeMethod，
点击finish

建立Calculator.java



Marven+testNG介绍
书写测试程序

package com.jerry.junitDemo;

import org.testng.annotations.Test;
import com.jerry.junitDemo.Calculator;
import org.testng.annotations.BeforeMethod;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assertEquals;

public class junitTest {
private static Calculator calculator = new Calculator();

@BeforeMethod
public void beforeMethod() {

calculator.clear();
}

@Test
public void testAdd() {

calculator.add(2);
calculator.add(3);
assertEquals(5, calculator.getResult());

}

@Test
public void testSubstract() {

calculator.add(5);
calculator.substract(3);
assertEquals(2, calculator.getResult());

}

@Test
public void testMultiply() {

calculator.add(3);
calculator.multiply(2);
assertEquals(6, calculator.getResult());

}



Marven+testNG介绍
书写测试程序

}

@Test
public void testDivide() {

calculator.add(9);
calculator.divide(3);
assertEquals(3, calculator.getResult());

}
}



Marven+testNG介绍
运行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com/beust/jcommander/ParameterException
at java.lang.Class.getDeclaredMethods0(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privateGetDeclaredMethods(Class.java:2701)
at java.lang.Class.privateGetMethodRecursive(Class.java:3048)
at java.lang.Class.getMethod0(Class.java:3018)
at java.lang.Class.getMethod(Class.java:1784)
at sun.launcher.LauncherHelper.validateMainClass(LauncherHelper.java:544)
at sun.launcher.LauncherHelper.checkAndLoadMain(LauncherHelper.java:526)

Caused by: java.lang.ClassNotFoundException: com.beust.jcommander.ParameterException
at java.net.URLClassLoader.findClass(URLClassLoader.java:381)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ClassLoader.java:424)
at sun.misc.Launcher$AppClassLoader.loadClass(Launcher.java:331)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Class(ClassLoader.java:357)
... 7 more



Marven+testNG介绍
运行

<dependency>
<groupId>com.beust</groupId>
<artifactId>jcommander</artifactId>
<version>1.48</version>

</dependency>

在pol.xml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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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

S1

S2

k=0;j=0

x>3 && 
z<10

k=x*y-1;
j=sqrt(k);

j=x*j+10

j=j%3

End

x=4 || 
y>5

TRUE

TRUE

FALSE

FALSE

M1

M2

a
b

c

d

e

k=x*y-1;
j=sqrt(k);

k=x*y-1;

j=j=k^2

S3

测试用例 k+j

x=4,y=6,z=9 25

x=4, y=5, z=10 1

x=5,y=4,z=9 20

x=4,y=5,z=10 1

1. 根据流程图，书写产品代码；

2. 根据测试用例，书写测试代码；

3. 用Ant实现运行测试代码，并且形成测试报告；

4. 用Marven+testNG的方法来编写测试用例



Jenkins工具介绍

WEB自动化测试

JUnit介绍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安装

对浏览器支持

API介绍

案例

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用Java发送测试报告

Marven+ Selenium+testNG介绍

Ant+ Selenium介绍

Cucumber



安装
• 到网上下载，解压selenium-2.33.0/selenium-2.44.0后存在本地。非Android用selenium-

2.44.0，Android用selenium-2.33.0

• 在Eclipse上建立Project、Package、Class

• 右击Project，在弹出菜单中点属性。

• 进入JavaBuild



安装

• 点Add External JARs…

• 加入：selenium-2.44.0.jar和

selenium-java-2.44.0-srcs.jar 

（selenium-java-2.33.0.jar和

selenium-java-2.33.0-srcs.jar）



安装

• 再次点Add External JARs…

• 进入libs目录

• 加入所有jar包



安装

• 点Add Libarary…

• 选择Junt

• 然后选择Junit4



安装

1, Setup Android emulator

a. Download the Android SDK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Note that there is an emulator bug on Gingerbread((2.3.x) that might cause WebDriver to 
crash. My testing is on Ice Cream Sandwich (4.0.x)

b. Install Android SDK: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stalling.html

c. Start Android SDK Manager (SDK Manager.exe)

d. Select and install Package online

e. Start AVD Manager.exe

f. Create an emulator

如何在安卓上使用



安装

>adb devices

>adb -s emulator-5554 -e install -r c:\android-server-2.9.apk

>adb -s emulator-5554 shell am start -a android.intent.action.MAIN -n 

org.openqa.selenium.android.app/.MainActivity

>adb -s emulator-5554 forward tcp:8080 tcp:8080

2. Install the AndroidDriver APK by using platform-tools
a. list divce name: 

b. download AndroidDriver APK:
http://code.google.com/p/selenium/downloads/list

c. install AndroidDriver APK：

d. start the Android WebDriver application 

e. setup the port forwarding in order to forward traffic from the host machine to the emulator

如何在安卓上使用



安装

注意：

• Firefox用版本为33的，不要太高，不支持

• IE需要下载IEDriverServer.64.exe或IEDriverServer.exe

• 非Android用selenium-2.44.0 ， Android用selenium-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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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浏览器支持

1， HtmlUnit Driver

优点：HtmlUnit Driver不会实际打开浏览器，运行速度很快。对于用FireFox等

浏览器来做测试的自动化测试用例，运行速度通常很慢，HtmlUnit Driver无疑

是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缺点：它对JavaScript的支持不够好，当页面上有复杂JavaScript时，经常会捕

获不到页面元素。

WebDriver driver = new HtmlUnitDriver();



对浏览器的支持
2 ， FireFox Driver

优点：FireFox Dirver对页面的自动化测试支持得比较好，很直观地模拟页面
的操作，对JavaScript的支持也非常完善，基本上页面上做的所有操作FireFox
Driver都可以模拟。

缺点：启动很慢，运行也比较慢，不过，启动之后Webdriver的操作速度虽然
不快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建议不要频繁启停FireFox Driver。

// 如果你的 FireFox 没有安装在默认目录，那么必须在程序中设置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firefox.bin", "D:\\Program Files\\Mozilla 
Firefox\\firefox.exe");
WebDriver driver = new FirefoxDriver();

Firefox profile的属性值是可以改变的，比如我们平时使用得非常频繁的改变
useragent的功能，可以这样修改：



对浏览器的支持

3，IE的支持
优点：直观地模拟用户的实际操作，对JavaScript提供完善的支持。

缺点：是所有浏览器中运行速度最慢的，并且只能在Windows下运行，对CSS
以及XPATH的支持也不够好。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ie.driver",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DriverServer.exe");
driver = new InternetExplorerDriver();

WebDriver driver = new AndroidDriver();

4, 安卓的支持

FirefoxProfile profile = new FirefoxProfile();
profile.setPreference("general.useragent.override", "some UAstring");
WebDriver driver = new FirefoxDriver(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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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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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

@test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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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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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id("passwd-id"));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name("passwd"));

<div class="cheese"><span>Cheddar</span></div>

WebElement cheeses = driver.findElements(By.className("cheese"));

<a href="http://www.google.com/search?q=cheese">软件测试</a>

WebElement cheese =driver.findElement(By.partialLinkText("测试"));

WebElement cheese =driver.findElement(By.linkText("软件测试"));

如果不能定位到元素，就不要使用自动化测试了



定位
<a href="http://www.baidu.com">百度</a>

<a href="http://www.taobao.com">淘宝</a>

WebElement Link = driver.findElement(By.tarName("a"));

List<WebElement> Links = driver.findElements(By.tarName("a"));

第一个获取第一个被匹配到的a标签连接；第二个获取页面内所有被匹配到的a标签连接，

被存储到List对象中。



定位
使用XPath定位
XPath：XML Path

1、使用绝对路径进行定位

<html>

<body>

<div id="div1">

<form action="login.jsp">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maxlength="15">

<input type="text" name="password" maxlength="10">

<input type="submit" value="确定">

</form>

</div>

</body>

</html>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html/body/div/form/input[@value='确定']"));

2、使用相对路径进行定位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input[@value='确定']"));

查找页面中，input的value为button的元素



定位
3、使用索引号来定位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input[2]"));

4、通过页面属性值来进行定位

WebElement img =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img[starts-with(@alt,'div')]"));

WebElement img =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img[contains(@alt, 'img')]"));

定位到第二次出现的input元素，在Firefox中不建议使用，在input数量变化的情况下不建
议使用。

<img alt="div-img" src="/image/dog.jpg">

5、通过页面模糊属性值来进行定位

WebElement img =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img[@alt='div-img']"));



定位
6、使用文本来定位

WebElement p=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p[test()=软件测试]"));

WebElement p= driver.findElement(By.xpath("//p[contains(test()=软件测试)]"));

<p>软件测试</p>

7、使用XPath的轴（Axis）来定位 HTML

body

div2div1

input a img button input a img



定位
Xpath轴关键字 轴的定义说明 定位表达式实例 表达式解释

parent 选取当前节点的父节点 //img[@alt='div2-img2']/parent::div
查找到alt属性为div2-img2的img元素，并
基于图片找到其上一级的div元素

child 选取当前节点的子节点 //div[@id='div1']/child::img
查找id为div1的div标签，基于当前div查
找标签为img的子节点

ancestor
选取当前节点的所有上层
节点

//img[@alt='div2-img2']/ancestor::div
查找alt属性为div2-img2的图片，基于当
前图片找到其上级的div页面元素

descendant
选取当前节点所有下层节
点

//div[@id='div2']/descendant::img
查找id属性为div2的div元素，在查找其
下级所有节点中的img元素

following
选取当前节点之后显示的
所有节点

//div[@id='div1']/following::img
查找到ID属性为div1的div元素，并基于
div的位置找到它后面节点中的img元素

following-sibling
选取当前节点所有的平级
节点

//img[@alt='div1-img1']/following-
sibling::input

查找到alt属性为div1-img1的img页面元素，
并基于img的位置找到后续节点中的input
元素

preceding
选取当前节点前面所有的
节点

//img[@alt='div2-img2']/preceding::div
查找到alt属性为div2-img2的图片页面元
素，并基于图片的位置找到它前面节点
中的div元素

preceding-sibling
选取当前节点前面所有平
级的节点

//img[@alt='div2-img2']/preceding-
sibling::a[1]

查找到alt属性值为div2-img2的图片元素，
基于图片位置找到它前面同级节点的第
二个链接页面元素



定位
使用CSS定位
1、使用绝对路径进行定位

WebElement 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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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用相对路径进行定位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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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nput.username"));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npu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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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
4、使用页面其他属性进行定位

WebElement img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mg[alt='baudu']"));

WebElement img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mg[alt='baudu'][src='/image/baidu.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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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使用页面属性值的一部分进行定位

WebElement a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a[href^='http://www.3']")); //^表示开头

WebElement a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a[href$='3testing.com']")); //$表示结尾

WebElement a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a[href*='3testing']")); //*表示包含

<a href="http://www.3testing.com">啄木鸟测试咨询网</a>



定位
6、使用页面元素的子页面元素进行定位

WebElement input1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first-child"));//第一个元素

WebElement a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nth-child(2)"));//第二个元素

WebElement input2=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last-child"));//最后一个元素

WebElement input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nput:focus"));//聚焦元素

WebElement chexcbox1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nput:enable"));//可操作元素

WebElement chexcbox2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nput:checked"));//勾选元素

<div id="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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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使用伪类元素进行定位
WebElement input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 >input#name"));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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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esting.com>啄木鸟软件测试咨询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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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iv>

WebElement input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 >input+a"));//定位到3

WebElement input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 >input+a+img"));//定位到4

WebElement input =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div#div1 >input+*+img"));//定位到4



定位
XPath与CSS定位

CSS定位比XPath定位快，XPath定位跟强大

定位元素目标 XPath CSS

所有元素 //* *

所有的div元素 //div div

所有的div元素的子元素 //div/* div>*

根据id定位元素 //*[@id='div1'] #div1

根据class定位元素 //*[contains(@class, 'name')] .name

拥有某个属性的元素 //*[@href] *[href]

所有div元素的第一个元素 //div/*[1] div>*:first-child

所有拥有子元素a的div元素 //div[a] 无法实现

input下的兄弟元素 //input/following-sibling::*[1] Inp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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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如何对页面元素进行操作

1.1输入框（text field or textarea）

• 找到输入框元素：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id("passwd-id"));

element.getText();

element.sendKeys(“test”);

element.clear();

• 在输入框中输入内容：

• 将输入框清空：

• 获取输入框的文本内容:



操作

select.selectByVisibleText("mediaAgencyA");或

select.selectByValue("MA_ID_001");

select select = new Select(driver.findElement(By.id("select")));

select.deselectAll();

select.deselectByValue("MA_ID_001");

select.deselectByVisibleText("mediaAgencyA");

select.getAllSelectedOptions();

select.getFirstSelectedOption();

1.2下拉选择框(Select)

找到下拉选择框的元素：

选择对应的选择项：

不选择对应的选择项：

或者获取选择项的值：



1.3单选项(Radio Button)

•找到单选框元素：

•选择某个单选项：

•清空某个单选项：

•判断某个单选项是否已经被选择：

bookMode.click();

WebElement bookMode =driver.findElement(By.id("BookMode"));

bookMode.isSelected();

bookMode.clear();

操作



1.4多选项(checkbox)

•多选项的操作和单选的差不多：

WebElement checkbox =driver.findElement(By.id("myCheckbox."));

checkbox.click();

checkbox.clear();

checkbox.isSelected();

checkbox.isEnabled();

操作



1.5 按钮(button)

• 找到按钮元素：

saveButton.click();

WebElement save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id("save"));

saveButton.isEnabled ();

操作

• 点击按钮：

• 判断按钮是否enable:



1.6 左右选择框

也就是左边是可供选择项，选择后移动到右边的框中，反之亦然。例如：

Select lang = new Select(driver.findElement(By.id("languages")));

lang.selectByVisibleText(“English”);

WebElement addLanguage =driver.findElement(By.id("addButton"));

addLanguage.click();

Alert alert = driver.switchTo().alert();

alert.accept();

alert.dismiss();

alert.getText();

1.7 弹出对话框(Popup dialogs)

操作



1.8 表单(Form)

Form中的元素的操作和其它的元素操作一样，对元素操作完成后对表单的提
交可以：

WebElement approve = driver.findElement(By.id("approve"));

approve.click();

操作

或

approve.submit();



1.9 上传文件 (Upload File)

•上传文件的元素操作：

WebElement adFileUpload = driver.findElement(By.id("WAP-upload"));

String filePath = "C:\\test\\uploadfile\\media_ads\\test.jpg";

adFileUpload.sendKeys(filePath);

操作



1.10 Windows 和Frames之间的切换

• 一般来说，登录后建议是先进入默认frame：

driver.switchTo().frame("leftFrame");

driver.switchTo().window("windowName");

driver.switchTo().defaultContent();

driver.switchTo().frame("mainFrame");

操作

• 切换到某个Frames：

• 从一个Frames切换到另一个Frames：

• 切换到某个window：



1.11 拖拉(Drag and Drop)

WebElement element =driver.findElement(By.name("source"));

WebElement target = driver.findElement(By.name("target"));

(new Actions(driver)).dragAndDrop(element, target).perform();

1.12 导航 (Navigationand History)

• 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driver.navigate().forward();

driver.navigate().back();

• 通过历史导航返回原页面：

driver.navigate().to("http://www.example.com");

操作



2，高级使用

2.1改变user agent

User Agent的设置是平时使用得比较多的操作：

FirefoxProfile profile = new FirefoxProfile();

profile.addAdditionalPreference("general.useragent.override","some UA string");

WebDriver driver = new FirefoxDriver(profile);

操作



2.2 读取Cookie

我们经常要对的值进行读取和设置。

增加cookie

// Now set the cookie. This one's valid for the entire domain

Cookie cookie = new Cookie("key", "value");

driver.manage().addCookie(cookie);

操作



2.3 获取cookie的值：

driver.manage().getCookieNamed("mmsid");

// And now output all the available cookies for the current URL

Set<Cookie> allCookies = driver.manage().getCookies();

for (Cookie loadedCookie : allCookies) {

System.out.println(String.format("%s -> %s",loadedCookie.getName(), 

loadedCookie.getValue()));

}

操作

根据某个cookie的name获取cookie的值：



2.4 删除cookie:

// You can delete cookies in 3 ways

// By name

driver.manage().deleteCookieNamed("CookieName");

// By Cookie

driver.manage().deleteCookie(loadedCookie);

// Or all of them

driver.manage().deleteAllCookies();

操作



2.5 Web截图

如果用WebDriver截图是：

driver = webdriver.Firefox()；

driver.save_screenshot(“C:\error.jpg”)；

操作



2.6页面等待

Webdriver提供两种方法，一种是显性等待，另一种是隐性等待。

2.6.1显性等待：

WebDriver driver =new FirefoxDriver();

driver.get("http://somedomain/url_that_delays_loading");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 10);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titleContains("百度"));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id("kw")));

操作



操作
等待的条件 WebDriver方法

页面元素是否在页面上可用和可被单击 elementToBeClickable(By locator)

页面元素处于被选中状态 elementToBeSelected(WebElement element)

页面元素在页面中存在 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 locator)

在页面元素中是否包含特定的文本 textToBePresentInElement(By locator)

页面元素值 textToBePresentInElementValue(By locator, 
java.lang.String text)

标题 (title) titleContains(java.lang.String title)



2.6.2 隐性等待：

WebDriver driver = new FirefoxDriver();

driver.manage().timeouts().implicitlyWait(10, TimeUnit.SECONDS);

driver.get("http://somedomain/url_that_delays_loading");

WebElement myDynamicElement

=driver.findElement(By.id("myDynamicElement"));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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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
//判断元素是否存在
public Boolean isWebElementExist(WebDriver driver,By selector) {

try {
driver.findElement(selector);

return true;
} catch(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driver.quit();
return false;

}
}

返回页面标题
• driver.getTitle()

返回当前页面的url
• driver.getcurrent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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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check.java

package com.jerry;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TimeUnit;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By;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firefox.Firefox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htmlunit.HtmlUnit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ie.InternetExplorerDriver;
public class check {
//构造函数
check(){

}



案例
//判断采用什么WebBrowse
public WebDriver checkBrower(String s)
{
WebDriver driver = null;
if (s.equals("Firefox")){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firefox.bin", "C:\\Program Files (x86)\\Mozilla Firefox\\firefox.exe");
driver = new FirefoxDriver();
}else if(s.equals("HTML")){
driver = new HtmlUnitDriver();
}else if(s.equals("IE")){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ie.driver",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DriverServer.exe");
driver = new InternetExplorerDriver();
}
driver.manage().timeouts().implicitlyWait(700, TimeUnit.SECONDS);
return driver;
}



案例
//判断body里面文字是否存在
public boolean isTextPresent(WebDriver driver,String what) {
try{
return driver.findElement(By.tagName("body")).getText().contains(what);
}
catch (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return false;// 返回 false
}
}
}



案例
myWebTest.java
package com.jerry;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By;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Element;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support.ui.ExpectedConditions;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support.ui.WebDriverWait;

import com.jerry.check;

public class myWebTest {
public static WebDriver driver=null;
public static check mycheck=new check();

//主函数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tring browser="Firefox";
//String browser="IE";
driver=mycheck.checkBrower(browser);



案例
myWebTest.java

if (checktaobao()){
System.out.println("The test case checktaobao is passing");

}else{
System.out.println("The test case checktaobao is not passing");

}
if (check3testing()){

System.out.println("The test case check3testing is passing");
}else{

System.out.println("The test case check3testing is not passing");
}
if (checkBaidu()){

System.out.println("The test case checkBaidu is passing");
}else{

System.out.println("The test case checkBaidu is not passing");
}
driver.quit();

}



案例
myWebTest.java

//测试百度搜索
public static boolean checkBaidu()
{

String inputString="C++";
// 进入Baidu
driver.get("https://www.baidu.com");
// 用下面代码也可以实现
// driver.navigate().to("http://www.baidu.com");
// 打印title
if(!(driver.getTitle().equals("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System.out.println("The First Title is error");
return false;

}
// 通过 id 找到 input 的 DOM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id("kw")));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在首页找不到kw元素");



案例
myWebTest.java

return false;
}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id("kw"));
element.clear();
// 输入关键字
element.sendKeys(inputString);
//提交 input 所在的 form
element.submit();
//显示搜索结果页面的 title

if(driver.getTitle().equals(inputString+"_百度搜索")){
System.out.println("The Result page Title is error");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案例
myWebTest.java

//测试啄木鸟软件测试培训网
public static Boolean check3testing(){

String menu="我的介绍";
String checktext="顾翔";
driver.get("http://www.3testing.com");
driver.switchTo().defaultContent();
driver.switchTo().frame("head");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linkText(menu)));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找不到需要的菜单");
return false;

}
WebElement myinfomation =driver.findElement(By.linkText(menu));
myinfomation.click();
driver.switchTo().defaultContent();
if(!(mycheck.isTextPresent(driver,checktext))){

System.out.println("Can't Find "+checktext+"in the body");



案例
myWebTest.java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淘宝
public static Boolean checktaobao(){

String checktext = "巧克力";
//driver.manage().timeouts().implicitlyWait(5, TimeUnit.SECONDS);
driver.get("https://www.taobao.com");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id("q")));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在首页找不到q元素");
return false;

}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id("q"));
element.clear();



案例
myWebTest.java

element.sendKeys(checktext);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className("btn-
search")));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在首页找不到btn-search元素");
return false;

}
WebElement button = driver.findElement(By.className("btn-search"));
button.submit();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cssSelector("img[class^='J_ItemPic']")));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在列表页找不到以J_ItemPic开头的class元素");
return false;

}
WebElement link =driver.findElement(By.cssSelector("img[class^='J_ItemPic']"));



案例
myWebTest.java

link.click();

//Store the current window handle  
String winHandleBefore = driver.getWindowHandle();

//Switch to new window opened  
for(String winHandle : driver.getWindowHandles()){

if (winHandle != winHandleBefore){
driver.switchTo().window(winHandle);
break;

}   
}  

// Close the original window  
driver.switchTo().window(winHandleBefore);
for(String winHandle : driver.getWindowHandles()){

if (winHandle == winHandleBefore){
driver.switchTo().window(winHandle);
driver.close();
break;



案例
myWebTest.java

}   
}

//Switch to new window opened  
for(String winHandle : driver.getWindowHandles()){

if (winHandle != winHandleBefore){
driver.switchTo().window(winHandle);
break;

}   
}   

if(!(mycheck.isTextPresent(driver,checktext))){
System.out.println("Can't Find "+checktext+"in the body");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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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package com.jerry;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

import org.junit.Before;
import org.junit.Test;
import org.junit.Aft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By;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Element;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support.ui.ExpectedConditions;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support.ui.WebDriverWait;

import com.jerry.check;

public class myWebTestUnit {
public static WebDriver driver=null;
public static check mycheck=new check();

myWebTestUnit.java



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public static String browser="IE";
@Before
public void setUp() throws Exception {

driver=mycheck.checkBrower(browser);
}

@Test
public void testBaidu() {

String inputString="软件测试";
// 进入Baidu

driver.get("https://www.baidu.com");
// 通过 id 找到 input 的 DOM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id("kw")));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在首页找不到kw元素");
}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id("kw"));

myWebTestUnit.java



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element.clear();
// 输入关键字
element.sendKeys(inputString);
//提交 input 所在的 form

element.submit();
//显示搜索结果页面的 title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titleContains("百度搜索"));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查询页面没有出现");

}
assertEquals(inputString+"_百度搜索",driver.getTitle());

}

@Test
public void test3testing() {

String menu="我的介绍";
String checktext="顾翔";
driver.get("http://www.3testing.com");

myWebTestUnit.java



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driver.switchTo().defaultContent();
driver.switchTo().frame("head");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linkText(menu)));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找不到需要的菜单");
}

WebElement myinfomation =driver.findElement(By.linkText(menu));
myinfomation.click();
driver.switchTo().defaultContent();
assertEquals(true,mycheck.isTextPresent(driver,checktext));

}

@After
public void teardown() throws Exception {

driver.close();
}

}

myWebTestUnit.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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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Ant+ Selenium介绍

对浏览器支持

API介绍

案例

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用Java发送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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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umber



Ant+Selenium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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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用Junit 框架管理Java 测试脚本

用Java发送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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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新建测试项目

生成项目后，打开项目中的pom.xml（此配置文件，管理maven的jar包）

<dependency>
<groupId>org.seleniumhq.selenium</groupId>
<artifactId>selenium-java</artifactId>
<version> 2.47.1 </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seleniumhq.selenium</groupId>
<artifactId>selenium-server</artifactId>
<version>2.53.0</version>
</dependency>

加入selenium的依赖

<dependency>
<groupId>junit</groupId>
<artifactId>junit</artifactId>
<version>3.8.1</version>
<scope>test</scope>
</dependency>

删除配置文件中的

这个是junit的jar包，因为我们用不到，所以删除。

2.47.1、2.53.0为selenium的版本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书写测试程序

选择testNG class，点击next 填写class名，选中BforeMethod和AfterMethod，
点击finish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书写测试程序

package com.jerry.MarvenDemo;
import org.testng.annotations.Test;
import org.testng.annotations.BeforeMethod;
import static org.junit.Assert.assertEquals;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By;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WebElement;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ie.InternetExplorerDriver;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support.ui.ExpectedConditions;
import org.openqa.selenium.support.ui.WebDriverWait;
import org.testng.annotations.AfterMethod;
public class WebTest {  

WebDriver driver;  
String inputString="软件测试";  
@Test  public void CheckBaidu() {

driver.get("https://www.baidu.com");
// 通过 id 找到 input 的 DOM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try{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presenceOfElementLocated(By.id("kw")));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在首页找不到kw元素");

}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id("kw"));
element.clear();
// 输入关键字
element.sendKeys(inputString);
//提交 input 所在的form
element.submit();
//显示搜索结果页面的 title
try{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titleContains("百度搜索"));
}catch(Exception e){

System.out.println("查询页面没有出现");
}
assertEquals(inputString+"_百度搜索",driver.getTitle());  

}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BeforeMethod public void beforeMethod() {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ie.driver",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DriverServer.exe");
driver = new InternetExplorerDriver();

}

@AfterMethod public void afterMethod() {
driver.clo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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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对浏览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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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cumber

创建Maven Project
输入“Group Id”和“Artifact Id”，最后点【Finish】，生成右边树状图



Cucumber

编辑pom.xml
把pom.xml改为如下内容

<project xmlns="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xmlns:xsi="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instance"
xsi:schemaLocation="http://maven.apache.org/POM/4.0.0 http://maven.apache.org/xsd/maven-4.0.0.xsd">
<modelVersion>4.0.0</modelVersion>

<groupId>com.jerry</groupId>
<artifactId>cucumbers</artifactId>
<version>0.0.1-SNAPSHOT</version>
<packaging>jar</packaging>

<name>mycucumber</name>
<url>http://maven.apache.org</url>

<properties>
<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UTF-8</project.build.sourceEncoding>

</properties>



Cucumber

编辑pom.xml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junit</groupId>
<artifactId>junit</artifactId>
<version>4.12</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info.cukes</groupId>
<artifactId>cucumber-junit</artifactId>
<version>1.2.3</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seleniumhq.selenium</groupId>
<artifactId>selenium-java</artifactId>
<version>2.47.1</version>

</dependency>



Cucumber

编辑pom.xml
<dependency>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surefire-plugin</artifactId>
<version>2.12.4</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picocontainer</groupId>
<artifactId>picocontainer</artifactId>
<version>2.14</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info.cukes</groupId>
<artifactId>cucumber-picocontainer</artifactId>
<version>1.2.3</version>

</dependency>
</dependencies>



Cucumber

编辑pom.xml
<build>

<plugins>
<plugin>

<groupId>org.apache.maven.plugins</groupId>
<artifactId>maven-surefire-plugin</artifactId>
<configuration>

<forkMode>once</forkMode>
<argLine>-Dfile.encoding=UTF-8</argLine>

</configuration>
</plugin>

</plugins>
</build>

</project>



Cucumber

编辑AppTest.java
如图，打开AppTest.java，输入如下代码

package com.jerry.cucumbers;

import cucumber.api.CucumberOptions;
import cucumber.api.junit.Cucumber;
import org.junit.runner.RunWith;

@RunWith(Cucumber.class)
@CucumberOptions(

features = {"src/test/features/"},
glue = {"com.jerry.cucumbers"}

)

public class AppTest {

}



Cucumber

书写features文件
如图建立features目录，在这个目录下建立文件login.feature

# language: zh-CN

功能:用户登录
场景:我在登录页面
假设我在登录页面
当我使用账号username
并且密码用password登录系统
那么页面标题应该包括电子商务

注意，冒号用中文冒号，并且注意场景以后前边
有一个【TAB】键，用UTF-8无DOM存储



Cucumber

书写step文件
如图建立step文件：TodoStep.java

package com.jerry.cucumbers;

import cucumber.api.java.zh_cn.*;
import cucumber.api.PendingException;

public class TodoStep {                                                                             
@假设("^我的任务清单里有(\\d+)个任务$")                                                   
public void iHaveSomeTasks(int totalTasks) throws Throwable {                        

// Write code here that turns the phrase above into concrete actions     
throw new PendingException();                                            

}                                                                            

@当("^我完成(\\d+)件任务之后$")                                                       
public void iFinishSomeTasks(int finishedTasks) throws Throwable {                           

// Write code here that turns the phrase above into concrete actions     
throw new PendingException();                                            

}



Cucumber

书写step文件
@并且("^加上(\\d+)未完成的任务$")                                                   

public void iAndsomeTasks(int andTasks) throws Throwable {                        
// Write code here that turns the phrase above into concrete actions     
throw new PendingException();                                            

} 

@那么("^我还剩下(\\d+)件未完成的任务$")                                                   
public void iLeftSomeTasks(int leftTasks) throws Throwable {                        

// Write code here that turns the phrase above into concrete actions     
throw new PendingException();                                            

}                                                                            
} 



Cucumber与Maven

运行cucumber

然后在右击项目,选择Run As-Maven Test，如下图所示



Cucumber与selenium

建立selenium文件
package com.jerry.cucumbers;

import cucumber.api.java.zh_cn.假设;
…

public class WebTest {
private WebDriver driver;

@假设("^我在登录页面$")
public void go_to_ebusiness_home() throws Exception {

System.setProperty("webdriver.ie.driver",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DriverServer.exe");
driver = new InternetExplorerDriver();

driver.manage().window().maximize();
driver.manage().timeouts().implicitlyWait(30, TimeUnit.SECONDS);
driver.get("http://127.0.0.1:8000/");

}



Cucumber与selenium

建立selenium文件
@当("^我使用账号username")
public void EnterUsernme() {

WebDriverWait wait = new WebDriverWait(driver,10);
WebElement element = wait.until(ExpectedConditions.visibilityOf

(driver.findElement(By.name("username"))));
element.clear();
element.sendKeys("cindy");

}

@并且("^密码用password登录系统")
public void EnterPassword(){

WebElement element = driver.findElement(By.name("password"));
element.clear();
element.sendKeys("123456");
element.submit();

}

@那么("^页面标题应该包括电子商务")
public void check_the_the_title() throws 

InterruptedException {
Thread.sleep(10000);
Assert.assertEquals("电子商务系统", driver.getTitle());
driver.close();
driver.qu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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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下载：javax.mail.jar ,org.apache.commons.lang_2.4.0.v201005080502.jar
和log4j-1.2.17.jar
import javax.activation.DataHandler;
import javax.activation.FileDataSource;
import javax.mail.AuthenticationFailedException;
import javax.mail.Authenticator;
…
import javax.mail.Transport;
import javax.mail.internet.InternetAddress;
import javax.mail.internet.MimeBodyPart;
import javax.mail.internet.MimeMessage;
import javax.mail.internet.MimeMultipart;
import javax.mail.internet.MimeUtility;

import org.apache.commons.lang.StringUtils;
import org.apache.log4j.LogManager;
import org.apache.log4j.Logger;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
* 实现邮件发送功能
* @author Administrator
**/
public class EmailSender {

private static final Logger logger = LogManager.getLogger(EmailSender.class);
private String host; // 服务器地址
private String from; // 发件人
private String to; // 收件人多个收件人以,分隔
private String title; // 主题
private String content; // 内容
private List<File> attachmentlist ; //附件集
private String username; // 用户名
private String password; // 密码
private String sendEmployeeId;//发件人员工编号
public String getSendEmployeeId() {

return sendEmployeeId;}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public void setSendEmployeeId(String sendEmployeeId) {

this.sendEmployeeId = sendEmployeeId;
}
public String getHost() {

return host;
}
public void setHost(String host) {

this.host = host;
}
public String getFrom() {

return from;
}
public void setFrom(String from) {

this.from = from;
}
public String getTo() {

return to;
}
public void setTo(String to) {

this.to = to;}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public String getTitle() {

return title;
}
public void setTitle(String title) {

this.title = title;
}
public String getContent() {

return content;
}
public void setContent(String content) {

this.content = content;
}
public List<File> getAttachmentlist() {

return attachmentlist;
}
public void setAttachmentlist(List<File> attachmentlist) {

this.attachmentlist = attachmentlist;
}
public String getUsername() {

return username;}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public String getTitle() {

return title;
}
public void setTitle(String title) {

this.title = title;
}
public String getContent() {

return content;
}
public void setContent(String content) {

this.content = content;
}
public List<File> getAttachmentlist() {

return attachmentlist;
}
public void setAttachmentlist(List<File> attachmentlist) {

this.attachmentlist = attachmentlist;
}
public String getUsername() {

return username;}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public void setUsername(String username) {

this.username = username;
}
public String getPassword() {

return password;
}
public void setPassword(String password) {

this.password = password;
}
public String getPort() {

return port;
}
public void setPort(String port) {

this.port = port;
}

private String port;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public void setUsername(String username) {

this.username = username;
}
public String getPassword() {

return password;
}
public void setPassword(String password) {

this.password = password;
}
public String getPort() {

return port;
}
public void setPort(String port) {

this.port = port;
}

private String port;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public EmailSender(String host, String from, String to, String title,

String content, List attachmentlist, String username, String password,String port) {
this.host = host;
this.from = from;
this.to = to;
this.title = title;
this.content = content;
this.attachmentlist = attachmentlist;
this.username = username;
this.password = password;
this.port=port;

}

public EmailSender(String to, String title,
String content, List attachmentlist) {

this.to = to;
this.title = title;
this.content = content;
this.attachmentlist = attachmentlist;

}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
* 发送邮件
* @return 发送状态信息 index0：状态 0成功 1失败;index1：描述错误信息
*/
public String[] sendMail(){

String[] result=new String[2];

Session session=null;
Properties props = System.getProperties();
props.put("mail.smtp.host", host);
props.put("mail.smtp.sendpartial", "true");
props.put("mail.smtp.port", port);

if(StringUtils.isBlank(username)){//不需要验证用户名密码
session = Session.getDefaultInstance(props, null);

}else{
props.put("mail.smtp.auth", "true");
EmailAuthenticator auth = new EmailAuthenticator(username, password);
session = Session.getInstance(props, auth); 

}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设置邮件发送信息
try{

// 创建邮件
MimeMessage message = new MimeMessage(session);
// 设置发件人地址
message.setFrom(new InternetAddress(from));
// 设置收件人地址（多个邮件地址）
InternetAddress[] toAddr = InternetAddress.parse(to);
message.addRecipients(Message.RecipientType.TO, toAddr);
// 设置邮件主题
message.setSubject(title);
// 设置发送时间
message.setSentDate(new Date());
// 设置发送内容
Multipart multipart = new MimeMultipart();
MimeBodyPart contentPart = new MimeBodyPart();
contentPart.setText(content);
multipart.addBodyPart(contentPart);
//设置附件
if(attachmentlist!=null && attachmentlist.size()>0){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for(int i = 0 ; i < attachmentlist.size();i++){

MimeBodyPart attachmentPart = new MimeBodyPart();

FileDataSource source = new FileDataSource(attachmentlist.get(i));
attachmentPart.setDataHandler(new DataHandler(source));

attachmentPart.setFileName(MimeUtility.encodeWord(attachmentlist.get(i).getName(), "gb2312", null));
multipart.addBodyPart(attachmentPart);

} 
}
message.setContent(multipart);

//登录SMTP服务器
if (StringUtils.isBlank(username)) {

// 不需验证
Transport.send(message);

} else {
// 需要验证
Transport transport = session.getTransport("smtp");
transport.connect();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transport.sendMessage(message, message.getAllRecipients());
transport.close(); 

}

result[0]="0";
result[1]="发送成功";

logger.info("邮件发送成功!发送人："+from);

}catch(MessagingException mex){
result[0]="1";
result[1]="邮件服务器发生错误";

if(mex instanceof AuthenticationFailedException){
result[1]="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
} catch (Exception e) {

result[0]="1";
result[1]="系统异常";

}



使用JavaMail发测试报告邮件
return result;}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List list=new ArrayList();
list.add(new File("C:\\Myproject\\WebDemo\\junit.rar"));
EmailSender sender=new EmailSender("smtp.126.com","xianggu625@126.com","xianggu625@126.com","

发送测试报告","附件为测试报告",list,"xianggu625@126.com",“123456","25"); 
String [] result = sender.sendMail();
System.out.println(result[1]+"ffffffffffffffff");

}}
/**
* class MyAuthenticator用于邮件服务器认证构造器需要用户名、密码作参数
*/
class EmailAuthenticator extends Authenticator {

private String username = null;
private String password = null;
public EmailAuthenticator(String username, String password) {

this.username = username;
this.password = password;}

public PasswordAuthentication getPasswordAuthentication() {
return new PasswordAuthentication(username, password);}}



WEB自动化测试

JUnit介绍

基于selenium/WebDriver的WEB自动化测试

Jenkins工具介绍



Jenkins工具介绍

持续集成定义：

持续集成是一种软件开发实践，即团队开发成员经常集成他们的工作，通常每个成员每天

至少集成一次，也就意味着每天可能会发生多次集成。每次集成都通过自动化的构建（包

括编译、发布、自动化测试）来验证，从而尽快地发现集成错误。许多团队发现这个过程

可以大大减少集成的问题，让团队能够更快地开发内聚的软件。

——Martin Fowler



Jenkins工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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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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1、安装JDK

2、安装TomCat

http://tomcat.apache.org/

启动程序



Jenkins工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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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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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6、打开浏览器，输入localhost：8080

7、到
C:\Users\JerryGu\.jenkins\secrets\init
ialAdminPassw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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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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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ins工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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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kins工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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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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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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处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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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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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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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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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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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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nyzh@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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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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性能测试

自动化测试

WEB自动化测试

接口测试



接口测试

接口测试理论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接口测试理论

Unit Test

Interface Test

GUI Test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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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测试的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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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脸——基于UI 的自动化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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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测试的好处 代码量少

不受页面变更影响

速度快

容易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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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协议介绍

HTTP

TCP

IP

网络接口

应用层

传输层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HTTPS

TSL or SSL

TCP

IP

网络接口

应用层

传输层

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

安全层

HTTP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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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协议介绍

Media

IPICMP IGMP

Data LinkARP RARP

TCP UDP

Ping Telnet FTP HTTP SMTP DNS SNMP NFS RTPTraceroute

物理层

链路层

网络层

传输层

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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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协议介绍

HTTP的请求方式共分为OPTIONS、GET、 HEAD、 POST、 PUT、 DELETE、 TRACE和

CONNECT八种方法，其中比较常用的为GET、POST、DELETE和HEAD。

HTTP的请求分为以下三部分：

• 请求行；

• 请求头；

• 请求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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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协议介绍

HTTP的应答与请求非常相似，也分为以下三部分：

• 应答行；

• 应答头；

• 应答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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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协议介绍

HTTP的无连接性

HTTP的无状态性

Keep-Alive

Cookie & Session



接口测试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接口测试理论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Python的安装

Python工具的官方下载地址是：http://www.python.org/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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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介绍

Calculator.py

#!/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class calculator:
def __init__(self, a, b):

self.a=int(a)
self.b=int(b)

def myadd(self):
return self.a+self.b

def mysubs(self):
return self.a-self.b

def mymultiply(self):
return self.a*self.b

def mydivide(self):
try:

return self.a/self.b
except ZeroDivisionError:

print ("除数不能为零")
return 999999999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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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介绍

CalculatorTest.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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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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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Test start!")

def test_base(self):
j=calculator(4,2)
self.assertEqual(j.myadd(),6)
self.assertEqual(j.mysubs(),2)

self.assertEqual(j.mymultiply(),8)
self.assertEqual(j.mydivide(),2)

def test_divide(self):
j=calculator(4,0)

self.assertEqual(j.mydivide(),9999999999999999)

def tearDown(self):
print ("Tes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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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介绍

Calculator.py

if __name__=='__main__':
#构造测试集
suite=unittest.TestSuite()
suite.addTest(calculatortest("test_base"))

suite.addTest(calculatortest("test_divide"))
#运行测试集合

runner=unittest.TextTestRunner()
runner.run(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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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中的断言
序号 断言方法 断言描述

1 assertEqual(arg1, arg2, msg=None) 验证arg1=arg2，不等则fail
2 assertNotEqual(arg1, arg2, msg=None) 验证arg1 != arg2, 相等则fail
3 assertTrue(expr, msg=None) 验证expr是true，如果为false，则fail
4 assertFalse(expr,msg=None) 验证expr是false，如果为true，则fail
5 assertIs(arg1, arg2, msg=None) 验证arg1、arg2是同一个对象，不是则fail
6 assertIsNot(arg1, arg2, msg=None) 验证arg1、arg2不是同一个对象，是则fail
7 assertIsNone(expr, msg=None) 验证expr是None，不是则fail
8 assertIsNotNone(expr, msg=None) 验证expr不是None，是则fail
9 assertIn(arg1, arg2, msg=None) 验证arg1是arg2的子串，不是则fail
10 assertNotIn(arg1, arg2, msg=None) 验证arg1不是arg2的子串，是则fail
11 assertIsInstance(obj, cls, msg=None) 验证obj是cls的实例，不是则fail
12 assertNotIsInstance(obj, cls, msg=None) 验证obj不是cls的实例，是则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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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代码的批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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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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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__name__=='__main__':
runner=unittest.TextTestRunner()
runner.run(discover)

runtest.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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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产生测试报告
我 们 先 到 网 站 http://tungwaiyip.info/software/HTMLTestRunner.html 下 载

HTMLTestRunner.py文件放入到%PYTHON_HOME%\Lib\目录下。如果使用的是Python2.X系
列就不需要进行修改，Python3.X系列请作如下修改：

94行
import StringIO
改为
import io

539行
self.outputBuffer = StringIO.StringIO()
改为
self.outputBuffer = io.StringIO()

631行
print >>sys.stderr, '\nTime Elapsed: %s' % (self.stopTime-self.startTime)
改为
print (sys.stderr, '\nTime Elapsed: %s' % (self.stopTime-self.startTime))

642行
if not rmap.has_key(cls):
改为
if not cls in rmap:

766行
uo = o.decode('latin-1')
改为
uo = o

772行
ue = e.decode('latin-1')改为
u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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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产生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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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报告',description='测试用例执行报告')
runner.run(discover)
fp.close()

runtest.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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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test产生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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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s类的获取

> pip install requests

方法一：

> git clone git://github.com/kennethreitz/requests.git
> cd requests
> python setup.py install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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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requests发送GET请求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params=payload)

比如：

url ="http://www.a.com/user.jsp"
payload={"id":"1","name":"Tom"}
data = requests.get(url,params=payload)

通过requests发送POST请求

response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url ="http://www.b.com/login.jsp"
payload={"username":"Tom","password":"123456"}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比如：

通过requests发送POST请求,支持JSON

import json
response=requests.post(http://www.a.com/path/', data=json.dumps({'name': 'Jerry'}))
print(r.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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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head

import json
data = {'name': 'Jerry'}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User-Agent':'Mozilla/5.0(X11;Ubuntu;Linux x86_64;rv:22.0) Gecko/20100101
Firefox/22.0'}
response = requests.post(' http://www.a.com/path/', data=data, headers=headers)

使用put、delete、head和options来发送请求

requests.put("http://www.b.com/put")
requests.delete("http://www.b.com/delete")
requests.head("http://www.b.com/get")
requests.options("http://www.b.com/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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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s的返回值
requrests的返回值是Response对象，其存储了服务器响应的内容

编号 代码 解释
1 response.status_code 返回返回状态码。
2 response.raw 返回原始的响应体，也就是urllib的response对象，使用

r.raw.read()来读取。
3 response.content 返回字节方式的响应体，会自动为你解码 gzip 和 deflate 压缩
4 response.headers 返回以字典对象存储服务器响应头，但是这个字典比较特殊，

字典键不区分大小写，若键不存在则返回None。
5 response.cookies 返回网址的cookies信息。
6 response.url 返回网址的地址。
7 response.history 返回的历史记录。（以列表的形式显示）

8 response.text 返回网址的内容信息。
9 response.json 返回Requests中内置的JSON解码器
10 response.raise_for_status 失败请求(非200响应)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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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s的返回值
常用的Response.status_code

 200（OK）：客户端请求成功；

 304（No Changed）：没有改变；

 401（Unauthorized）：请求未授权，这个状态代码必须和WWW-Authenticate报文域一

起使用；

 400（Bad Request）：客户端请求有语法错误，不能被服务器端理解；

 403（Forbidden）：服务器请求被收到，但是拒绝提供服务；

 404（Not Found）：请求资源不在，比如：错误的URL；

 500（Internal Server Error）：服务器内部错误；

 503（Server Unavailable）：服务器当前不能处理客户请求，一段时间后可能回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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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使用普通框架

import requests
#正确的用户名，错误的密码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jerry","password":”123456"}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if (str(data.status_code)== "200") and ("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 in str(data.text))

print("pass")
else:

print("Fail")
#错误的用户名，正确的密码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tom","password":”000000"}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if (str(data.status_code)== "200") and ("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 in str(data.text))

print("pass")
else:

print("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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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使用普通框架

#错误的用户名，错误的密码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tom","password":"000000"}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if (str(data.status_code)== "200") and ("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 in str(data.text))

print("pass")
else:

print("Fail")
#正确的用户名，正确的密码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jerry","password":"123456"}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if (str(data.status_code)== "200") and ("查看购物车" in str(data.text))

print("pass")
else:

print("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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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分析——使用unittest框架

import unittest,requests

class mylogin(unittest.TestCase):
def setUp(self):
print("--------测试开始--------")
#错误的用户名，正确的密码
def test_login_eucp:#eucp: error username correct password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tom","password":”123456"}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self.assertEqual("200",str(data.status_code))
self.assertIn(("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str(data.text))
#正确的用户名，错误的密码
def test_login_cuep:#cuep: correct username error password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jerry","password":"000000"}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self.assertEqual("200",str(data.status_code))
self.assertIn(("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str(data.text))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代码分析——使用unittest框架

#错误的用户名，错误的密码
def test_login_euep:#euep: error username error password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tom","password":"000000"}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self.assertEqual("200",str(data.status_code))
self.assertIn(("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str(data.text))

#正确的用户名，正确的密码
def test_login_cucp:#cucp: correct username correct password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payload={"username":"jerry","password":”000000"}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self.assertEqual("200",str(data.status_code))
self.assertIn(("查看购物车",str(data.text))

def tearDown(self):
print("--------测试结束--------")

if __name__=='__main__':
#构造测试集
suite=unittest.TestSuite()
suite.addTest(mylogin(" test_login_eucp"))
suite.addTest(mylogin(" test_login_cuep"))
suite.addTest(mylogin(" test_login_euep"))
suite.addTest(mylogin(" test_login_cucp"))
#运行测试集合
runner=unittest.TextTestRunner()
runner.run(suite)



<node>
<case>

<TestId>testcase001</TestId>
<Title>用户登录</Title>
<Method>post</Method>
<Desc>正确用户名，错误密码</Desc>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Url>
<InptArg>{"username":"jerry","password":"12345"}</InptArg>
<Result>200</Result>
<CheckWord>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CheckWord>

</case>
<case>

<TestId>testcase002</TestId>
<Title>用户登录</Title>
<Method>post</Method>
<Desc>错误用户名，正确密码</Desc>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Url>
<InptArg>{"username":"smith","password":"knyzh158"}</InptArg>
<Result>200</Result>
<CheckWord>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CheckWord>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 loginConfig.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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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TestId>testcase003</TestId>
<Title>用户登录</Title>
<Method>post</Method>
<Desc>错误用户名，错误密码</Desc>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Url>
<InptArg>{"username":"smith","password":"12345"}</InptArg>
<Result>200</Result>
<CheckWord>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CheckWord>

</case>
<case>

<TestId>testcase004</TestId>
<Title>用户登录</Title>
<Method>post</Method>
<Desc>正确用户名，正确密码</Desc>
<Url>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Url>
<InptArg>{"username":"jerry","password":"knyzh158"}</InptArg>
<Result>200</Result>
<CheckWord>查看购物车</CheckWord>

</case>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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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分析方法——测试代码 loginConfig.py

#!/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import unittest,requests
from xml.dom import mini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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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测试结束--------")
#从XML中读取数据
dom =minidom.parse('loginConfig.xml')
root = dom.documentElement
TestId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TestId')
Title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Title')
Method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Method')
Desc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Desc')
Url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Url')
InptArg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InptArg')
Result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Result')
CheckWords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Chec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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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0
mylists=[]
for TestId in TestIds:

mydicts={}
#获取每一个数据,形成字典
mydicts["TestId"] = (TestId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Title"] = (Title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Method"] = (Method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Desc"] = (Desc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Url"] = (Urls[i].firstChild.data).strip()
if ((InptArgs[i].firstChild) is None):

mydicts["InptArg"] = ""
else:

mydicts["InptArg"] = (InptArg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Result"] = (Result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CheckWord"] = (CheckWords[i].firstChild.data).strip()
mylists.append(mydicts)
i = i+1

self.mylists = mylists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def test_login(self):

for mylist in self.mylists:
payload = eval(mylist["InptArg"])
url=mylist["Url"]
#发送请求
try:

if mylist["Method"] == "post":
data = requests.post(url,data=payload)

elif mylist["Method"] == "get":
data = requests.get(url,params=payload)

else:
print ("Method 参数获取错误")

except Exception as e:
self.assertEqual(mylist["Result"],"404")

else:
self.assertEqual(mylist["Result"],str(data.status_code))
self.assertIn(mylist["CheckWord"],str(data.text))

def tearDown(self):
print("--------测试结束--------")

if __name__=='__main__':
#构造测试集
suite=unittest.TestSuite()
suite.addTest(mylogin("test_login"))
#运行测试集合
runner=unittest.TextTestRunner()
runner.run(suite)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进一步优化

上面程序中setUp()方法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封装优化，我们建立一个单独的.py文件getXML.py，内容如下：

#!/usr/bin/env python
#coding:utf-8
from xml.dom import minidom

class GetXML:
def getxmldata(xmlfile):

#从XML中读取数据
dom = minidom.parse(xmlfile)
root = dom.documentElement
TestId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TestId')
Title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Title')
Method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Method')
Desc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Desc')
Url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Url')
InptArg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InptArg')
Results =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Result')
CheckWords =root.getElementsByTagName('CheckWord')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i = 0
mylists=[]
for TestId in TestIds:

mydicts={}
#获取每一个数据,形成字典
mydicts["TestId"] = (TestId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Title"] = (Title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Method"] = (Method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Desc"] = (Desc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Url"] = (Urls[i].firstChild.data).strip()
if ((InptArgs[i].firstChild) is None):

mydicts["InptArg"] = ""
else:

mydicts["InptArg"] = (InptArg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Result"] = (Results[i].firstChild.data).strip()
mydicts["CheckWord"] = (CheckWords[i].firstChild.data).strip()
mylists.append(mydicts)

i = i+1
return mylists



如何用Python去设计接口测试
进一步优化

这样在loginTest.py改为setUp()方法只需要改为：

…
from getXML import GetXML #引入刚才建立的类
…
class mylogin(unittest.TestCase):

def setUp(self):
print("--------测试开始--------")
self.mylists = GetXML.getxmldata("loginConfig.xml")#调用类中的方法

…



接口测试

自动化测试

WEB自动化测试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apache ab压力测试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测试结果分析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Category协议分类

1. 单协议

2. 多协议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虚拟用户（Vuser）



1. 选择协议

2. LoadRunner针对不同的网络协议，提供对应类型的Vuser

3. 只有选择正确的协议类型，才能正确录制脚本

4. 从协议列表中选择被测试系统所使用的网络协议

5. 确定系统协议方法，如果不确定协议的类型怎么办？（最高级别的）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虚拟用户（Vuser）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虚拟用户（Vuser）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应用类型 建议选用协议

WEB网站（J2EE、.NET） WEB(HTTP/HTML)

FTP服务器 File Transfer Protocol (FTP)

邮件服务器 Internet Messaging Application Protocol (IMAP)

Post Office Protocol (POP3)

Simple Mail Transport Protocol (SMTP)

CS 客户端以ADO、OLEDB方式连接后台数据库 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Sybase,DB2,Informix

以ODBC方式连接后台数据库 ODBC

没有后台数据库 Socket

分布式组件 COM/DCOM, EJB

无线应用 WAP, Palm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录制等级

• HTML-based  （基于浏览器）

• URL-based   （不基于浏览器）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录制对非HTTP(Java小程序，XML ， ActiveX)不会生成
新的功能。

不记录

为非HTTP功能建立一个新的功能，以
web_concurrent_start(null)开始，
web_concurrent_en(null)结束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虚拟用户（Vuser）

HTML Advanced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为每个客户端建立的请求建立一条语句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如果录制的非浏览器应用程序，可以设置
VuGen自定义HTTP请求

将捕获的所有HTML页面资源，并将它保存在
并发组里（并发组：web_concurrent_start开
始， web_concurrent_end结束），不选HTML
页面资源将会分成独立，单独的web_url。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URL Advanced



 Application type ：应用类型

 URL Address：输入被测试系统的URL（系统会自动启

动进入这个页面，一定要写http:// 或 https://）

 Record into Action：默认或者使用“New…”新建

Action

 Record the application startup:不勾选，由用户指定的

时刻进行录制

备注：不同的协议类型此窗口不同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 基于浏览器的应用程序：HTTP-based script

• 不是基于浏览器的应用程序：URL-based script

• 浏览器的应用程序包含JavaScript，并且该脚本向服务器发送请求了，比如Data Grid

分页按钮：URL-based script

• 使用HTTP-based script录制后不能回放的HTTPS页面：URL-based script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 新建Action

• 插入事务、集合点、注释等

• 修改录制选项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注释

集合点

事务

建立Action
脚本与界面之间切换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录制

回放
停止

暂停

设置

行为



lr_stary_transaction(“提交数据”);

…

lr_end_transaction(“提交数据”,LR_AUTO);

事务起点

事务终点

结束

事务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出现如图，起个有意义的名字

lr_rendezvous("提交数据");

事务起点

事务终点

结束

事务

集合点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插入注释

不具体介绍

/*在word中制作表格时，直接插入的表格有时候很难满足要求，这时就需要

自行插入或删除一些单元格，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 Recording Log

• Generation Log

• 左图为 VuGen自动生成的

脚本

创建脚本 选择协议
设置录制

选项
开始录制 插入命令 停止录制

虚拟用户（Vuser）

Vuser Script录制流程



虚拟用户（Vuser）

操作演示 1-录制

•演示

•练习

操作演示 1-录制



• 用VuGen录制业务过程，并生成脚本

• 运行过程 • 录制过程

Client running 
an application

server
Client running 
an application

server
Vugen

认识VuGen的录制原理

虚拟用户（Vuser）



在介绍VuGen的工作原理前，先了解一下浏览器的工作原理，这对于后面学习录制与开发

脚本将会有很大帮助。

实际上，可以把浏览器看成一个通用C/S程序的客户端，其工作原理和C/S架构的程序基本

一致。简单来说，当用户访问某个HTML文件时，浏览器首先把该HTML文件拿到，然后进

行语法分析。如果这个HTML文件包含图片、视频等信息，浏览器会再次访问后台Web服

务器，依次获取这些图像、视频文件，然后把HTML和图像、视频文件组装起来，显示在

屏幕上。这个过程和的直观印象很吻合。下面以Apache服务器的默认页面为例来进行说

明。

认识VuGen的录制原理

虚拟用户（Vuser）



HTML
图片
图像
视频
…

认识VuGen的录制原理

虚拟用户（Vuser）



• 运行选项设置

Runtime Settings（快捷键：F4）Vuser->Run-Time Setting…

General Options中关于脚本运行的设置

• 运行(Run)：F5

• 单步执行(Run Step By Step)：F10

• 停止(Stop)：Ctrl＋F5

• 设置/取消断点(Breakpoint)：F9

认识VuGen的录制原理

虚拟用户（Vuser）



回放中文字体不支持 Tools-Recoding option-HTTP 属性-高级, 这一项必须选上

错误出现自动添加注释

运行结果中保持一个快照

Recording Option

虚拟用户（Vuser）

使用UTF-8字符集（测试中文网页请
使用UTF-8）



录制中加入头部信息

Recording Option

虚拟用户（Vuser）



• Run Logic

Iteration:仅限于Action

Block: Block: 提供了一个脚本块的功能，

方便我们对脚本进行层次组合

运行方式

① 顺序

② 随机

菜单：Vuser->Runtime Settings

Run-time Setting

虚拟用户（Vuser）

迭代次数



脚本迭代过程中脚本之间的间隔
Run-time Setting-Packing

虚拟用户（Vuser）



Run-time Setting-Packing

虚拟用户（Vuser）

为什么要设置pacing

浏览器 服务器(Busy)
100个VUsers

由于服务器正在处理上一个迭代未处
理完毕的事物，所以可能50 VUsers

are waiting

浏览器 服务器(Busy)
Wait server is not busy

100个vuser
服务器浏览器



忽略思考时间

设置脚本回放时的思考时间

根据录制时间的倍数来设置

按照录制时候回放

分别设置一个最大值和最小
值，取之内一个随机时间

设置Think Time的最大值

Run-time Setting-Thinking Time

虚拟用户（Vuser）



根据客户端来选择
产生一个进程mmdrv.exe

Run-time Setting-Miscellaneous

虚拟用户（Vuser）



设置日志是否有效

脚本回放出现错误才收集日志

收集所有日志，不管正确还是错误
• 标准日志
• 扩展日志

客户端交给服务端的所有参数（建议）

客户端交给服务端的所有参数+
服务器返回给客户端的日志

最全的日志集

Run-time Setting-Log

虚拟用户（Vuser）



Run-time Setting-Preferences

虚拟用户（Vuser）



Run-time Setting-Speed Simulation

虚拟用户（Vuser）



运行的时候，显示一个
浏览器窗口

运行菜单：Tools->General option

General Options（运行）-运行的时候显示浏览器

虚拟用户（Vuser）



•演示

•练习

•演示2-运行和设置

运行和设置

虚拟用户（Vuser）



脚本录制成功但是无法正确回放

• Vuser Script是否完全录制用户操作？

• 是否存在动态数据？

• 系统原因？

General Options（运行）

虚拟用户（Vuser）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参数化目的：模拟真实的用户操作和创建现实的结果

录制

参数化

真实用户 不同的输入

Vuser Script

静态输入

真实用户 不同的输入

主要性能测试技术手段的使用

参数化



参数化案例

每次运行输入
同一组数据都
是“软件测试”

每次运行输入不
同组数据进行参
数化

参数化

录制脚本



确定需要参
数化的数据

选择数据，鼠
标右键选择
“Replace with 
a parameter”

parameter List中
设置参数值和参
数更新方式

参数化步骤

参数化

为了定位方便，录制参数请使用英文，然后通过参数化改为中文。



参数化文件路径及名称

使用记事本编辑

选择列

列分隔符

开始文件行

选择下一列

参数列表的配置

参数化



参数不够如何处理：

 Abort Vuser:忽略剩下所有虚拟用户不再运行

 Continue in a cycle manner:将参数继续循环一次。虚拟用户按顺序参数进行

迭代，与选择顺序一致。

 Continue with last value:一直使用最后一个数据进行迭代。
• Update values on

 Each iteration ：每次迭代的时候更新一个值

 Each occurrence ：如果一个迭代中参数出现多

次，则取一个值

 Once ：第一次去取一个值，以后迭代都不变

控制器运行时如何进行分配

 Automatically allocate block size:由LoadRunner自动分

配每个虚拟用户使用参数的情况。

 Allocation XXX values for each user:为每个虚拟用户设

定指定的虚拟用户数。

参数取值方式介绍和演示

• Select next row

 Sequential 顺序

 Random 随机

 Unique 唯一

参数取值方式

参数化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3

3

3



参数化

参数取值方式 案例：用户名密码参数化（使用不同dat文件）

不同的 data文件，序号不一样，一个跟随另一个



参数化

参数取值方式 案例：用户名密码参数化

相同的 data文件，序号不一样，一个跟随另一个



lr_output_message("username== %s",lr_eval_string("{username}"));

lr_output_message("password== %s",lr_eval_string("{password}"));

如何打印参数化变量

参数化



操作演示 3-参数化

•演示

•练习

参数化

参数化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 响应时间组成

• 响应时间测试方法

客户端测量：事务（Transaction）

lr_start_transaction("Login");

lr_end_transaction("Login", LR_AUTO);

各个环节时间消耗监控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响应时间



Web Server 
Time

App Server 
Time

Database 
Time

N1 N2 N3

N4N5N6

响应时间组成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Web

servers

APP

servers
Database

server

Web Server time
•Servlet time

•Method time

App. Server time
• EJB time

• Method time

• JNDI Lookup

Database time
• JDBC time

• Connect time

• Execute time

Web Page 
Breakdown
• DNS Lookup

• Time to connect

• Time to first buffer

• Network Time

• Download time

• SSL handshake

• FTP authentication

• Client time

• Error time

Clients

响应时间组成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响应时间 =  网络延迟时间+WT+AT+DT

=（N1+N2+N3）+（N4+N5+N6）+WT+AT+DT

请求串 数据串

• WT=Web Server Time

• AT=App Server Time

• DT=Database Time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响应时间计算



录制过程中添加

录制结束后添加

直接手工编码输入事务命令

Insert->Start Transaction

Insert->end Transaction Start Transaction 
Set starting point for 

measurement
End Transaction

Set end point for 
measurement

添加事务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 函数自身

• Think Time

1. 用于模拟用户操作步骤之间延迟时间的一种技术手段

2. 使用步骤

• Wasted Time

1. Web函数进行处理时所需要消耗的时间

2. 第三方代码浪费的时间通过lr_wasted_time()函数手工计算

• 响应时间

脚本录制过程中，自动插入

脚本录制后，手工编码输入

lr_think_time();   单位：秒

添加事务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事务时间

函数自
身

Think 
Time

Wasted 
Time

响应时间

网络

网络延迟

Web 
Page 

BreakDo
wn

服务器处理

WWW 
Server

APP 
Server

DB 
Server

事务时间组成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Tools->General Options->CorrelationAction->Runner-time Settings



web_find()函数

web_find(“检查点步骤名称”,

“LeftOf=查找字符串左边界”

“RightOf=查找字符串右边界”

“What=检查字符串的内容”，

LAST);

• 只能用于HTML

• 只有页面显示出来以后才可以运用

• Vuser->Run-times Settings->Preferences页面把Enable Image and text Check框选上

• VB & Java脚本不支持

web_find("Text Check",

“RightOf=page”

"LeftOf=Go To"

“What=Home” ,

LAST);

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Go To Home  page



web_reg_find()函数

web_reg_find("Text=要查的内容",

"SaveCount=查找计数变量名"

"Search=查找范围"

LAST);

web_reg_find("Text=Welcome",

"SaveCount=Welcome_Count"

"Search=Body"

LAST);

web_find() web_reg_find

普通函数 注册函数

开启内容检查项 没有限制

基于HTML模式 没有限制

返回页面中寻找 缓存中寻找

效率低 效率高

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将视图切换到tree

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选择所要切换位置，右击

• Inset After…:这个位置之前

• Inset Before…:这个位置之后



选择Web checks

• Image Check：检查图片

• Text Check：检查文字

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查找对象，可用参数，不可以用中文

右边界

左边界



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图片ALT属性

图片SRC属性



操作演示 4-事务&检查点

•演示

•练习

事务&检查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 用途：

用于模拟多用户并发操作的一种技术手段，操作可以是相同任务也可以是不

同任务

例如：

100用户并发执行注册操作
500用户中70％执行注册操作，30％用户执行登录操作

• 使用步骤

确定并发操作步骤

在并发操作之前，插入集合点

Insert->Rendezvous

集合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在场景中设置集合点策略（脚本中有集合点才能使用该功能）

所有集合名

场景运行的脚本

虚拟用户

是否参与该集合点

策略

禁止使用集合点

集合点策略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集合点必须放在事务前

问题：

在菜单Scenario下的Redentzvous显示为灰色，不可操作

在Run里面运行一下，然后停止，就可以用了。

集合点策略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 表示所有的用户的XX%达到该集合点就释放集合点，开始运行；

• 表示正在运行的用户的XX%达到该集合点就释放集合点，开始运行；

• 表示指定数量的用户达到集合点就释放集合点，开始运行

• 表示第一个用户到达，等待X秒后仍旧没有达到释放集合点的条件，主动释放进行运行

集合点策略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操作演示 5-集合点

•演示

•练习

集合点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客户端 服务器

1，登录

2，获得session ID

3，发送请求

4，获得服务器请求数据

Session ID

用户密码

返回信息

Session ID

关联



内建关联：Tools->Recording Options->HTTPS Properties->Correlation

录制中建立关联

关联



Tools->Recording Options->HTTPS Properties->Correlation

1) New Application

2) New Rule

匹配参数所在位置

左边界

右边界

定义参数前缀

大小写区分

是否使用# 作为通配符

用户自定义关联

关联



点击

录制后：Vusre->Scan Script for Correlations

录制后建立关联

关联



录制2份，然后通过Tools->Compare with Vuser

手动建立关联

关联

• web_reg_save_param:将动态数据保存为参数
• web_save_param_length：设置保存的动态数据的最大长度

int web_reg_save_param(const char*paramName,<List of Attribute>,LAST);

成功：LR_PASS(0)，失败：LR_FAIL(1)

paramName:参数名称

int web_save_param_length(const char*param, LAST) ;

成功：LR_PASS(0)，失败：LR_FAIL(1)

创建一个名为<param>_Length的参数，该函数执行后期长度存在<param>_Length中



手动建立关联

关联

参数 说明

NotFound 找不到边界并且生成了空字符串时的处理方法。默认值"ERROR"表示找不到边界时LoadRunner应发出错误
消息。如果设置为"EMPTY"，则不会发出错误消息，并且脚本的执行将继续进行。如果设置为"worning"，
则返回找不到内容是只发送警告。注意，如果为脚本启用了“出现错误时仍继续”，则即使将NOTFOUND 
设置为"ERROR"，在找不到边界时脚本将仍然会继续执行，但会将错误消息写入扩展日志文件中

LB 参数或动态数据的左边界。此参数必须为非空的、以null结尾的字符串。边界参数区分大小写要忽略大小
写，请在边界之后添加"/IC"。如果在边界之后指定"/BIN"，则指定为二进制数据，如果数字用“#”代替指
定"/DIG"

RB 参数或动态数据的右边界。此参数必须为非空的、以 null结尾的字符串。边界参数区分大小要忽略大小写，
请在边界之后添加"/IC"。如果在边界之后指定"/BIN"，则指定为二进制数据,如果数字用"#"代替指定"/DIG"

RelFrameID 与请求的URL 相关的HTML 页的层次结构级别。可能的值为 ALL 或数字

Search 搜索的范围 - 搜索已分隔的数据的位置。可能的值为Headers （仅搜索页眉）、Body （仅索正文数据，而
不包括页眉）或ALL （搜索正文和页眉）。默认值为ALL

ORD 此可选参数表示匹配的序号或出现的次数。默认序号为1。如果指定"All"，则会将参数值保存在数组中

SaveOffset 找到的值的子字符串偏移量，将保存到参数。默认值为0。偏移量值必须为非负数



手动建立关联

关联

参数 说明

Savelen 找到的值的子字符串的长度（在指定的偏移量中），将保存到参数。默认值为 -1，表示直到字符串的
末尾

Convert 要应用于数据的转换方法

HTML_TO_URL 将 HTML 编码数据转换为URL 编码数据格式

HTML_TO_TEXT 将 HTML 编码数据转换为纯文本格式·

LAST 属性列表结束



手动建立关联

关联



操作演示 6-关联

•演示

•练习

关联

关联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 用途

用于模拟大量用户操作的一种技术手段，通过执行场景向服务器产生负载，验

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是否达到用户要求的标准。

• 使用方法

使用LoadRunner Controller，设计、执行、监控场景

请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场景（Scenario）

场景用途



•选择场景类

•手工场景

•目标场景

新建场景

•设置Schedule类型
•Scenario

•Group

•用户启动、持续、
结束方式

设计Schedule

•设置地址

•选择类型

添加Load 
Generator

•负载方式

•带宽模拟
•日志

运行设置

•负载监控

•系统资源监控

系统监控

设计场景流程

场景（Scenario）



开始菜单->HP LoadRunner-
>application->Controller

通过开始菜单设置

开始->所有程序->HP LoadRunner-
>Application->Control

设计场景流程

场景（Scenario）



Tools->create controller scenario

通过VuGen发生器菜单建立
Tools->Create Controller Scenario

启动场景流程

场景（Scenario）



Tools->create controller scenario

场景模式

手动场景

面向目标场景

用户模式

百分比模式

Scenario->convert to the 
Percentage Mode/Vuser 
Group Mode

两种场景模式

场景（Scenario）



•选择场景类

•手工场景

•目标场景

新建场景

•设置Schedule类型
•Scenario

•Group

•用户启动、持续、
结束方式

设计Schedule

•设置地址

•选择类型

添加Load 
Generator

•负载方式

•带宽模拟
•日志

运行设置

•负载监控

•系统资源监控

系统监控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场景名称

场景计划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同时初始化所有虚拟用户

每隔一段时间初始化一定
数量的虚拟用户

*在脚本运行前初始化所
有虚拟用户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同时加载所有虚拟用户

每隔一定的时间加载一定数目的虚拟用户

一直运行，直到所有虚拟用户完成后，结束整个
场景的运行

设置场景持续运行时间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当场景结束后同时释放所有用户

每隔一段时间停止一定数量的虚拟用户

表示单击Start后立刻开始执行

表示单击Start后，在设定的时间后开始执行

表示在给定的时间点开始执行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编辑 script:编辑完毕一定要重新启动Load

配置Load Generator

1）计算需要多少负载机

Windows XP 每个虚拟用户消耗6800KB，500个虚拟用户

消耗3320MB，每台机器内存1G，需要4台负载机器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2）控制器如何控制负载机在运行
开始-所有程序-HP LoadRunner-Tools-LoadRunner Agent Runtime Settings Configuration

允许所有的虚拟用户不用登录即可运
行，但是需要设置登录主机的名称、
用户和密码。

手动登录服务器。一般使用手工去登
录即可。

设计场景

场景（Scenario）



开始场景

停止场景

重置场景

查看虚拟用户组

运行/停止虚拟用户

等到迭代运行结束后再停止场景

等当前Action结束后，再停止场景

不等待，立即停止场景

Tools->option
场景控制

场景（Scenario）



运行

停止

Tools Option

逐步停止

场景控制

场景（Scenario）



暂停该虚拟用户，暂停的虚拟用户将影响事物的响应时间

重置该虚拟用户，使其回到“关闭”状态

初始化虚拟用户

帅选显示出来的虚拟用户

对该虚拟用户重新编号

不同的排序方式对虚拟用户进行排序

查看正在执行所分配脚本的虚拟用户

查看虚拟用户的脚本日志

场景控制

场景（Scenario）



各个VUser运行状态

关闭 挂起 初始化 就绪 正在运行

集合点

完成通过

完成失败

错误

逐步退出

退出

停止

查看场景

场景（Scenario）



表示场景正在运行还是关闭

负载发生器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个数

指每个虚拟用户运行期间，每秒所对测
试服务器的点击次数（HTTP请求）

场景开始到现在已经用的时间

场景运行到现在成功的次数

场景运行到现在失败的次数

场景运行到现在发生错误的次数

查看场景

场景（Scenario）



Click

Click

Click

查看场景

场景（Scenario）



操作演示 7-场景

•演示

•练习

场景

场景（Scenario）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server

Client
LR 11

IP IP IP

Client
LR 11

server

IP1 IP2 IP3

IP欺骗

IP欺骗技术



server

Client
LR 11

IP

IP
IP

server server

IP

server

Client
LR 11

IP1

IP2

IP3

server server

IP1
IP2 IP3

IP欺骗技术

IP欺骗



设置机器为固定IP，开始->所有程序->HP LoadRunner->Tools->IP Wizard(用管理员身份打开)

新建

以前保存的模式

重置原始设置

IP欺骗技术

IP欺骗

以管理身份登录



IP欺骗技术

IP欺骗



按进程

按线程

这里请选择按进程

IP欺骗技术

IP欺骗



IP欺骗技术

IP欺骗



运行

IP欺骗



操作演示 8-IP欺骗技术

• 演示

• 练习

IP欺骗技术

IP欺骗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server

Client1
LR 11

Client2
LR 11

Client3
LR 11

Client4
LR 11

VUsr1-VUsr300

VUsr301-VUsr700

VUs701-VUsr10000
VUsr1001-VUsr1300

负载均衡

主 副 副 副

原理



负载均衡

主机器配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负载均衡

副机器配置

仅需安装Load Generator



负载均衡

副机器配置

用第二个即可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负载均衡

Controller中配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运行起来即可看见具体情况



操作演示 9-负载均衡

• 演示

• 练习

负载均衡

负载均衡



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在组模式下，IP地址不允许多个

切换到百分比模式下

选择所有

负载均衡



切换回组模式

负载均衡



1. 选择多个场景
2. 点场景设置按键

单独为某个脚本设置RTS运行的脚本都使用相同的RTS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操作演示 10-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 演示

• 练习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自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apache ab压力测试

测试结果分析



测试结果分析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开始菜单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性能监视器



Available Bytes

Memory pages Input/sec

Page Faults/sec

0内存

备用内存

空闲内存

计算机可用于运行有效处理的有效
物理内存。应该不少于4M,如果低
于或者pages/second
持续处于峰值，考虑物理内存不够

可以使用的内存

防止以后内存看到以前内存
表上的空间总值

处理的工作集移到磁盘的，
但是可以调用的内存

解决硬页错误读取或写入磁盘的速度，
应该保持或者接近0

Memory pages/second
Memory pages Output/sec

每秒出错页面的的平均数量

硬错误（需要硬盘访问的）

软错误（物理内存的其他地方）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Memory



Available Bytes Page Faults/sec Memory pages/second

Memory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Disk Time

Average Disk Second/Read

所选磁盘驱动器在忙于读写请求服
务所用的时间百分比。正常值<10%

读取和写入请求的平均队列数，正常
值<0.5

Average Disk Queue Length

秒计算的在此盘上读取的平均时间

Average Disk Second/Write

秒计算的在此盘上写入的平均时间

寻道时间（Tseek）

旋转延迟时间（Trotation）

数据传输时间（Transfer）

磁盘服务时间

磁盘旋转一周所需时
间的1/2

+

+

=
可以忽略不计

DISK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需要读写的数据位置

寻道时间（Tseek）旋转延迟时间（Trotation）数据传输时间（Transfer）Disk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Local Disk

Disk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RAID0：无差错控制带区组

RAID1：镜像结构

RAID2：带海明码校验

RAID3：带奇偶校验码的并行传输

RAID4：带奇偶校验码的独立磁盘结构

RAID5：分布式奇偶校验码的独立磁盘结构

RAID6：带有两种分布存储的奇偶校验码的独立磁盘结构

RAID7：优化的高速数据传输结构

RAID10：高可靠与高效的磁盘结构，是一个Raid 0与Raid1的组合体

Disk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Processor

CPU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Processor Time

%User Time

%Privileged Time

处理器用来执行非闲置线程时间的百分比，持续>80%就存在问题了

处理器处于用户模式的时间百分比（应用程序、环境分系统、整数分系统）占整个

Processor Time很大，应用程序就出现问题了

处理器处于特权模式的时间百分比（调用Windows系统服务）

CPU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测试结果分析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常用命令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uptime命令能够打印系统总共运行了多长时间和系统的平均负载。uptime命令可以显

示的信息显示依次为：现在时间、系统已经运行了多长时间、目前有多少登陆用户、

系统在过去的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内的平均负载。



CPU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模块 类型 度量方法 衡量标准

CPU 使用情况 1. 通过 vmstat命令统计 l-id的计数
2. 通过 sar -u命令统计 l-%idle的计数
3. 通过 dstat命令统计 l-idl的计数
4. 通过 mpstat -P ALL命令统计 l-

%idle的计数
5. 通过 ps命令统计 cpu的计数

注意：>=50%
告警：>=70%
严重：>=90%

CPU 满载 1. vmstat 的r计数 >CPU逻辑颗粒
2. sar -q,”runq-sz” >CPU逻辑颗粒
3. dstat -p,”run” >CPU逻辑颗粒

运行队列大于1时，证明有一定的
负债了，但是这个计数也不绝对，
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他资源来断定
CPU已经满负荷运行

CPU 错误 1. 通过pert工具去捕获处理器的错
误信息，需处理器支持

需处理器支持



进程三态模式
运行态

就绪态 等待态

等待事件结束

CPU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进程五态模式
运行态

就绪态

终止态

新建态

挂起等待态

等待态

挂起就绪态

挂

起 选
中

落
选

等待事件结束

等待事件结束

挂

起

解

除

挂

起

CPU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vmstat interval count

interval:多长时间输出一次

count：次数

vmstat 5 3

r：可运行的内核线程平均数

b：每秒VMM等待队列的核心线程平均数

in：在某一段时间间隔中观察到的每秒设备中断数

cs：在某一段时间间隔中观察到的每秒上下文切换数

us：用户方式下花费的百分比

sy：CPU在系统方式下执行一个进程花费的百分比

id：没有使用本地磁盘I/O时CPU空闲或等待时间百分比
wa：详细显示了暂挂本地磁盘I/O和NFS加载的磁盘的CPU百分比

CPU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用来获得有关进程、虚存、页面交换空间及 CPU活
动的信息。这些信息反映了系统的负载情况



>ps -ef

最近CPU使用情况

>ps -au

自从进程启动以来，分配给进程的百分比=

进程CPU时间/进程持续时间*100%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CPU



>top

CPU实时情况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CPU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CPU

使用情况

dstat –p,”run”要用apt-get install dstat安装
apt-get 工具可以从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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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满载



Memory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模块 类型 度量方法 衡量标准

内存 使用
情况

1. free 命令查看使用情况
2. vmstat命令查看使用情况
3. sar -r命令查看使用情况
4. ps 命令查看使用情况

注意：>=50%
告警：>=70%
严重：>=80%

内存 满载 1. vmstat 的 si/so 比例辅助swapd和
free利用

2. sar -W 查看此缺页数
3. 查看日志内核有无OOM机制kill进

程
4. dmesg |grep kill

1. so数值大，且swapd已经占比很高，
内存肯定已经饱和。

2. sar命令此缺页多意味已经在不停地
和swap打交道，证明内存已经饱和。

3. 当内存不够用会触发内核的OOM机
制

内存 错误 1. 查看内核有无physical failures
2. 通过工具如valgrid等进行检查

有计数



SWAP:交换分区，物理内存使用完毕，将磁盘空间（即SWAP）当做内存来使用;

VMM:虚拟内存：操作系统将内存分页（Pages），VMM可能比实际内存大，多出来的部分

放在硬盘上;

Active/inactive:活动/不活动的内存。被Process使用过的为活动的内存;

cache:将最近使用过的文件放在内存中;

buffer:暂存的数据;

Kernel Usage of Memory:内核使用的内存;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Memory



si 自上次取样以来从磁盘

交换出来的比特数

so 自上次取样以来交换到

磁盘的比特数

>vmstat interval count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Memory

磁盘
Mem
ory

si

so



>vmstat -s

获得系统摘要信息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Memory



>procinfo

物理内存与swap交换区的详细信息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Memory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Memory

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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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y

满载



Disk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模块 类型 度量方法 衡量标准

IO 使用情况 1. iostat -xz,”%util”
2. sar -d,”%util”
3. iotop的利用率很高
4. cat /proc/pid/sched| grep iowat

注意：>=40%
告警：>=60%
严重：>=80%

IO 满载 1. iosat -xnz 1,”avgqu-sz”>1
2. iostat await > 70

IO已经有满载的嫌疑

IO 错误 1. dmesg查看io错误
2. smartctl /dev/sda

有信息



>iostat interval count 
如果没有这个命令，请安装sysstat-7.02-3.el5.i386

>iostat –d sta1

BlK-read/s:每秒物理磁盘的读取数据量

BlK-wrtn/s:每秒物理磁盘的写入数据量

BlK-read:总的物理磁盘的读取数据量

BlK-wrtn:总的物理磁盘的写入数据量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Disk



>sar –d 3 3

Disk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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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使用情况

1.默认情况下，为了防止统计数据文件 /var/log/sa/saDD 迅速增大，/usr/lib/sa/sadc 没有记录每个块设备的
统计信息。
2.可以在 -d -x -X 参数后添加取样参数获得即时统计信息。
3.带有 -x -X 选项的 sar 命令从来不能记录到二进制统计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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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出错满载



Network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模块 类型 度量方法 衡量标准

网络 使用情况 1. sar -n DEV 的收发计数大于网卡的上限
2. ifconfig RX/TX 带宽超过网卡的上限
3. cat /proc/net/dev 的速率超过上限
4. nicstat 的util 基本满负荷

收发包的吞吐率达到网卡的
上限
有延迟
有丢包
有堵塞

网络 满载 1. ifconfig 中dropped有计数
2. netstat -s中segments retransmited”有计

数
3. sar -n EDEV中txdrop有计数

统计的丢包有计数说明已经
满了

网络 错误 1. ifconfig中“errors”
2. netstat -I,”RX-ERR”/”TX-ERR”
3. sar -n EDEV,”rxerr/s ”txerr/s” 
4. ip -s link,”errors”

错误有计数



>ping

-c:指定了信息包数

-s:指定的信息包的长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NetWork



>netstat

-a:显示所有的socket信息

-c:每隔1s就重新显示一遍，直到用户中断它

-i:显示所有网络接口的信息，格式同ifconfig 

-n:以网络IP地址代替名称，显示出网络连接

情形

-r:显示核心路由表，格式同rout -e

-t:显示TCP协议的连接情况

-u:显示UDP协议的连接情况

-v:显示正在进行的工作

显示路由器的相关信息

NetWork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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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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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错误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NetWork

使用情况

nicstat是一个工具，需要另外安装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Linux性能监视工具——Nmon性能分析

http://nmon.sourceforge.net/pmwiki.php



系统分析报告

注意

系统分析数据必须是场景运行时候捕获到的数据。LoadRunner运行的时候

可以捕获，也可以自己编写scrips脚本捕获



Windows系统分析报告

测试结果分析

Linux系统分析报告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虚拟用户图

基本分析方法

图的合并

用户事务图

WEB资源图

网页元素细分



Results->Analyze Result

运行完毕自动收集资料

保存的名称

保存结果的路径

每执行一次场景
就生成一个报告

每执行一次场景，讲执行后的结果
覆盖前面一个结果

基本分析方法

在设置场景工具中



测试结果分析
工具->选项

仅查看经过处理的完整数据，但是不查看摘要数据

仅查看摘要数据

处理完整数据时，查看摘要数据

使用内聚数据聚合公式聚合数据，已优化性能

使用内聚数据聚合公式仅仅聚合与Web相关的数据

用户自定义来设置聚合数据

基本分析方法
在分析工具中



设置聚合数据的类型

制定聚合图的属性

仅聚合Web数据，这里设置聚合粒度

基本分析方法



设置过滤条件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基本分析方法
只有蓝色的是可以添加的



最大运行用户数

总吞吐量

平均吞吐量（Bytes/秒）

总点击率

平均每秒点击率

查看HTTP摘要

事务名 事务运行平均时间事务运行最短时间 事务运行最长时间

标准方差

90%所花费的时间

通过事务数

停止事务数 失败事务数

配置SLA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运行的虚拟用户变化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每秒点击率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吞吐量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交易概述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平均交易反馈时间

基本分析方法
添加统计图



生成标准Word报告

基本分析方法



基本分析方法

0 1.354 66.116 1.960 1.331 802,527 174.004 600

分析：Action Transaction是否正常



操作演示 12-结果分析

• 分享

• 练习

基本分析方法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虚拟用户图

基本分析方法

图的合并

用户事务图

WEB资源图

网页元素细分



叠加

关联

平铺

分析图合并

图的合并



叠加

图的合并

查看共用一个 X 轴的 2 个图表的内容



平铺

图的合并
查看共用一个 X 轴的 2 个图表 (一个位于另一个之上) 的内容。



关联

图的合并

绘制两个图表的 Y 轴，彼此对应。



在需要关联的图上点右键，选择Auto Correlate

趋势

最佳

功能

图的合并

分析图关联



选择要关联的图，点生成

图的合并



钻取技术

图的合并



操作演示 13-图的合并

• 分享

• 练习

图的合并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图的合并

基本分析方法

虚拟用户图

用户事务图

WEB资源图

网页元素细分



虚拟用户图
正在运行的虚拟用户

运行的
VUser应该
与设置的
VUser保持
一致



虚拟用户图
虚拟用户概要图



虚拟用户图
集合点图

集合点释放的
VUser数小于设
置的Vuser，说
明存在性能问
题。



操作演示 14-虚拟用户图

• 分享

• 练习

虚拟用户图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图的合并

基本分析方法

用户事务图

虚拟用户图

WEB资源图

网页元素细分



用户事务图

综合事务图

正常

（Fail+Stop）/（ Fail+Stop +Pass）*100%<5%



用户事务图

综合事务图 （Fail+Stop）/（ Fail+Stop +Pass）*100%<5%



用户事务图

平均事务响应时间

正常



用户事务图

平均事务响应时间

不正常



用户事务图

每秒通过事务数(TPS)

不正确



用户事务图

每秒通过事务数的总数



用户事务图

事务性能摘要图



用户事务图

事务性能摘要图

Min Ave

60.534

Max



用户事务图

负载响应时间与负载分析图

“正在运行的虚拟
用户”与“平均事
务响应时间”的组
合



用户事务图

事务响应时间（百分比模式）

比如要求响应时
间在2秒，可以看
见98%的事务可
以达到。



用户事务图

事务响应时间分布图



用户事务图

事务响应时间分布图
如果像这样拖着长长的尾巴说明性能有问题了。



操作演示 15-用户事务图

• 分享

• 练习

用户事务图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图的合并

基本分析方法

WEB资源图

虚拟用户图

用户事务图

网页元素细分



WEB资源图

点击率图

事务，站在用户的角度；Web资源，站在服务器的角度



WEB资源图

点击率图



WEB资源图

吞吐量 应该与点击率保持一样



WEB资源图
每秒HTTP响应次数
点击率、吞吐率、每秒HTTP响应次数应该保持一致



WEB资源图
每秒连接数
每秒新建立的TCP/IP连接



WEB资源图
每秒连接数
有问题的连接



WEB资源图
每秒连接数
正在崩溃的连接



操作演示 16-WEB资源图

• 分享

• 练习

WEB资源图



通过Analyses来分析

图的合并

基本分析方法

网页元素细分

虚拟用户图

用户事务图

WEB资源图



网页元素细分
组件细分



网页元素细分
组件细分（随时间变化）



网页元素细分
下载时间细分



网页元素细分 下载时间细分

名词 解释

DNS_Resolution DNS解析：显示使用最近的DNS服务器将DNS名称解析为IP地址所需要的时间。“DNS查找”度量是
指示DNS解析问题或DNS服务器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器。

Connection 连接/显示与包含指定URL是WEB服务器建立初始连接所需要的时间，连接度量是一个跟好的网络问
题指示器，此外他还可以表明服务器是否对请求做出响应。

SSL_Handsshaking SSL握手：显示建立SSL连接（包括客户端Hello、服务器Hello、客户端公用密钥传输、服务器证书传
输和其他部分可选阶段）所用的时间。自此点之后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所有通信都将会被加密。
“SSL握手”度量适用于Https通信。

First_Buffer 第一次缓冲：显示从初始Http请求到成功收回来自Web服务器的第一次缓冲时间为止所经过的时间。
“第一次缓冲”度量是很好的Web服务器延迟和网络滞后指示器。缓冲区大小为8KB，因此第一次
缓冲时间可能就是完成元素下载所需的时间。

Receive 接收：显示服务器接受最后一个字节并结束下载之前经过的时间。“接受”度量是很好的网络质量
指示器，用于查看用来计算接受速率的时间/大小比例。

FTP_Authentication FTP验证：显示验证客户端所用的时间，如果使用FTP，则服务器在开始处理客户端指令之前，必须
验证该客户端。“FTP验证”只适用于FTP通信协议。

Client_Time 客户端时间：显示因浏览器思考时间或其他与客户端有关的延迟而使客户机上的请求发生延迟时，
所经过的平均时间。（前端）

Error_Time 错误时间：显示从发出HTTP请求到返回错误的信息（仅限于HTTP请求）这期间经过的平均时间。



网页元素细分
下载时间细分（随时间变化）



网页元素细分
第一次缓冲时间细分

第一缓冲时间：成功接收到从WEB服务器返回第一

段时间内每个网页组件的相关服务器/网络时间



网页元素细分
第一次缓冲时间细分（随时间变化）



网页元素细分
已下载组件大小图



操作演示 17-网页元素细分

• 分享

• 练习

网页元素细分



自性能测试
虚拟用户（Vuser）

参数化

事务、集合点和思考时间

场景（Scenario）

关联

IP欺骗

负载均衡

多场景运行时间RTS设置

测试结果分析

apache ab压力测试



安装

apache ab压力测试

1、下载稳定版2.2.31，不要下载2.4

2、安装到计算机内

3、通过命令 >netstat -aon|findstr "80"查看80端口有无冲突
如果有冲突，打开apache目录下的conf/httpd.conf 搜索 "Listen 80" ，修改为Listen 
8088；

4、httpd -k install 输入该命令后查看服务是否安装成功，开始-->运行-->services.msc-->
确定 在%APACHE_HOME%下

建立目录test



使用-基本用法

apache ab压力测试
必须在命令行中进行测试

>ab [options] [http://]hostname[:port]/path

比如

>ab -n 5000 -c 200 http://localhost/index.php
表示总共访问http://localhost/index.php这个脚本5000次，
200并发同时执行

ab常用参数的介绍：
-n ：总共的请求执行数，缺省是1；
-c：并发数，缺省是1；
-t：测试所进行的总时间，秒为单位，缺省50000s
-p：POST时的数据文件
-w: 以HTML表的格式输出结果



查看结果

apache ab压力测试

必须在命令行中进行测试

ab -n 1000 -c 100 -w http://localhost:8000/register/>>C:\Apache22\test\1.html

100次并发，共测试了1000次，没有失败的并发



使用-POST用法

apache ab压力测试

加上两个参数-p和-T

ab -n 1000 -c 100 -p test.txt -w -T "multipart/form-data; boundary=---------------------------
57501844228274" http://127.0.0.1:8000/login_action/ >>C:\Apache22\test\1.html

建立文件test.txt，输入 username=cindy&password=123456



使用-POST用法

apache ab压力测试



操作演示 20-apache ab压力测试

• 分享

• 练习

apache ab压力测试



Thank You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