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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ABasic 语言介语言介语言介语言介绍绍绍绍 

SQABasic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 SQABasic？？？？ 

SQABasic是 Rational 公司为开发 GUI 脚本而设计的一种语言。SQABasic
采用了工业标准的微软 Basic语言大多数的语法规则和核心命令。如果你已经熟

悉了微软的 Basic或者是 Visual Basic语言的话，学习 SQABasic将会变得很容

易。 
在 Basic 语言的支持下，SQABasic 又为 Rational TestStudio 和 Rational 

PerformanceStudio 的脚本添加了一些专用指令。 

 

SQABasic 新增命令新增命令新增命令新增命令   

数据池数据池数据池数据池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命令命令命令命令（（（（Datapool Commands）））） 
可以允许脚本回放时调用数据池中的数据，数据池可以使用 Testmanager创建。 

 
对象脚本命令对象脚本命令对象脚本命令对象脚本命令（（（（Object Scripting commandsObject Scripting commandsObject Scripting commandsObject Scripting commands））））    

包括读取和设置对象的属性，必须在脚本中手动添加，无法由 Robot自动生成。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定位命令定位命令定位命令定位命令（（（（Timing and Coordination CommandsTiming and Coordination CommandsTiming and Coordination CommandsTiming and Coordination Commands））））    

用于控制脚本的回放速度。 
使用记录命令使用记录命令使用记录命令使用记录命令（（（（User Action commandsUser Action commandsUser Action commandsUser Action commands））））    

用于记录使用者的操作，如，拉滚动条，打开菜单等。 
实用命令实用命令实用命令实用命令（（（（Utility commandsUtility commandsUtility commandsUtility commands））））    

进行一系列的不同操作，如调用其它脚本，控制回放级别，把输出结果送到

Logview等。 
判断点命令判断点命令判断点命令判断点命令（（（（Verification Point commands）））） 
比较用户设置的结果和回放结果的差异，判断判断点的成功或者失败。 
 

SQABasic 函数分类介绍函数分类介绍函数分类介绍函数分类介绍 

数组相关数组相关数组相关数组相关（（（（Arrays）））） 

实现数组有关操作，如初始化，返回数组上下边界等。举例：Erase:重新初始化

数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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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相关编译相关编译相关编译相关（（（（Compiler Directives）））） 

实现编译相关命令，如包含头文件，注释一行啊。举例：'$Include 

数据池命令数据池命令数据池命令数据池命令（（（（Datapool Commands) 
进行与数据池有关操作，如打开关闭数据池，读取数据池中数据等。举例：

SQADatapoolOpen，打开指定的数据池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时间时间时间时间（（（（Dates & Times）））） 

设置或读取有关日期时间参数，如读取当前时间/日期，设置当前时间/日期。 
举例：Timer，返回自午夜十二点起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定义函数定义函数定义函数定义函数（（（（Declarations）））） 

定义变量，常量，函数等操作，如Dim，定义一个变量。 

对话框控件定义对话框控件定义对话框控件定义对话框控件定义（（（（Dialog Box Definition）））） 

实现有关对话框及所含控件的操作，如定义对话框，定义按钮，定义滚动条等。 
举例：Begin Dialog，定义一个对话框。 

对话框操作对话框操作对话框操作对话框操作（（（（Dialog Box Services）））） 

实现对对话框及所含控件的一系列操作，如，显示对话框，设置列表框内容等。 
举例：DlgListBoxArray Function，返回列表框或组合框的内容。 

磁盘和目录控制磁盘和目录控制磁盘和目录控制磁盘和目录控制（（（（Disk and Directory Control）））） 

实现磁盘和目录的操作，如改变当前磁盘或目录。 
举例：ChDir，改变当前目录。 

动态数据交换动态数据交换动态数据交换动态数据交换（（（（Dynamic Data Exchange (DDE)）））） 

进行DDE有关操作。如，通过DDE与其它程序交换数据，传送命令等。 
举例：DDEPoke，通过DDE发送数据给另一程序。 

环境控制环境控制环境控制环境控制（（（（Environmental Control）））） 

进行环境相关操作，如运行其它程序，让操作系统处理消息等。 
举例：Environ，返回操作系统的环境变量。 

错误控制错误控制错误控制错误控制（（（（Error Handling）））） 

进行错误相关控制，如错误处理，返回错误行等。 
举例：Error Function，返回错误描述信息。 

文件控制文件控制文件控制文件控制（（（（File Control）））） 

实现有关文件控制操作。如，返回打开的文件的信息，复制文件内容等。 
举例：FileLen，返回文件字节长度。 

文件输入文件输入文件输入文件输入/输出输出输出输出（（（（File Input/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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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文件输入/输出操作，如打开/关闭文件，输出文件，打印文件等。 
举例：Put，向指定文件写入数据。 

金融函数金融函数金融函数金融函数（（（（Financial Functions）））） 

实现有关金融/财务信息，如，返回一段时间的利润回报等。 
举例：Rate，返回每一季的利润增长。 

流程控制流程控制流程控制流程控制（（（（Flow Control）））） 

实现脚本的流程控制，如调用子程序，跳转，循环等。 
举例：For...Next，实现for循环操作。 

数学函数数学函数数学函数数学函数（（（（Numeric and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实现一系列的数学运算，如绝对值，正旋，余旋，对数操作等。 
举例：Int，返回数字的整数部分。 

对象脚本命令对象脚本命令对象脚本命令对象脚本命令（（（（Object Scripting commands）））） 

实现读取和设置对象的属性，如查找特点的对象的属性，子对象的属性，返回属

性值。 
举例：SQAFindObject，查找指定对象。 

对象控制对象控制对象控制对象控制（（（（Objects）））） 

实现对对象的控制，如查找可用类，使用windows粘贴板等。 
举例：Clipboard，进入windows的粘贴板。 

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数据源（（（（ODBC）））） 

实现数据库相关控制。如，打开关闭数据源，执行SQL语言命令等。 
举例：SQLExecQuery，执行SQL语言命令。 

屏幕输入屏幕输入屏幕输入屏幕输入/输出输出输出输出（（（（Screen Input/Output）））） 

实现屏幕输入/输出操作，如，从文件或键盘中读入数据，输出数据到文件或屏

幕。 
举例：PasswordBox，提供一个密码输入对话框，隐藏密码。 

字符串转换字符串转换字符串转换字符串转换（（（（String Conversions）））） 

实现字符串转换的一些功能，如，将字符转化为一个数字，将一个数转换为双精

度型等。 
举例：CInt，将一个数通过四舍五入变为整型。 

字符串操作字符串操作字符串操作字符串操作（（（（String Manipulation）））） 

实现对字符串的一系列操作，如，将字符串大小写转换，比较字符串等。 
举例：StrComp，比较两个字符串。 

时间定位命令时间定位命令时间定位命令时间定位命令（（（（Timing and Coordination Comm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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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脚本的回放速度。如，设置脚本回放命令的等待时间，开始时间，并写

入日志中。 
举例：SetTime，设置脚本命令执行的间隔时间，以百分之一秒为单位。 

使用记录命令使用记录命令使用记录命令使用记录命令（（（（User Action commands）））） 

实现记录使用者的操作命令，如记录使用者打开菜单的过程，按按钮等。 
举例：ComboBox，执行对组合框的操作。 

实用命令实用命令实用命令实用命令（（（（Utility commands）））） 

实现一些操作命令，如拖动滚动条，工具栏操作等。 
举例：TabControl，实现对tab键的操作。 

变量命令变量命令变量命令变量命令（（（（Variants）））） 

实现判断变量状态，如变量是否为空，返回变量类型等。 
举例：VarType，返回变量类型。 

判断点命令判断点命令判断点命令判断点命令（（（（Verification Point commands）））） 

比较用户设置的结果和回放结果的差异，判断判断点的成功或者失败。如，确定

组合框的判断点，复选框的判断点。 
举例：EditBoxVP，确定一个编辑框的判断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QABasic 

SQABasic 基础基础基础基础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Commands）））） 

下面列出主要命令种类： 
命令 描述 用户可操作 
声明 用关键字进行声明，动作，定义。 

举例： 
Option Explicit 
GoTo ErrorRoutine 
Dim i As Integer 
Let i = 10 

 

否。由 SQABasic
预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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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程序（可

以参考函数定

义） 

由一行或者多行代码执行一项具体的任务，函数有

返回值。 
举例： 

i = Len(MyString) 
RtnVal = MyFunction(x) 
Call MyFunction(x) 

 

是。函数定义在

声明 Function和
End Function之
间。 

子程序 由一行或者多行代码执行一项具体的任务，子程序

没有返回值。 
举例：  
   MySubProc x 

Call MySubProc(x) 
 

是。子程序定义

在声明 Sub和
End Sub之间。 

 

参数参数参数参数（（（（Arguments）））） 

SQABasic 的函数和子程序都可以接受一个或多个的参数，区别是函数的参数用

圆括号和逗号间隔，而子程序只用逗号间隔。 
注：如果使用 CALL 方式时，都要使用括号。 
举例： 

Z=MyFunction(x) 

MySub x,y 

传值调用传值调用传值调用传值调用（（（（by value））））和传址调用和传址调用和传址调用和传址调用（（（（by reference）））） 
传值调用需要在相应的参数外加（），传址调用不用。 
举例： 
     Call MySub((x))      注：by valueby valueby valueby value 

Z=MyFunction((x))   注：by valueby valueby valueby value 

Z=MyFunction(x)     注：by referenceby referenceby referenceby reference 

     Call MySub ((x),y)    注：x，by valueby valueby valueby value；；；；yyyy，，，，by referenceby referenceby referenceby reference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Data Types）））） 

  SQABasic支持的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数据类型 

（（（（Data Type）））） 
类型符号类型符号类型符号类型符号 

（（（（Type Character）））） 
存储空间存储空间存储空间存储空间 

（（（（Storage Size））））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Range）））） 
Interger 

(短整型) 

% 2 bytes 

 

 

Long 

(长整型) 

& 

 

4 bytes 

 

 

Single 

(单精度浮点数) 

 

! 4 bytes 

 

-3.402E38 to -1.401E-45 

(正数) 

1.401E-45 to 3.402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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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 

Double 

(双精度浮点数) 

# 8bytes 

 

-1.797E308 to -4.94E-324 

(正数) 

4.94E-324 to 1.797E308 

(负数) 

Currency  

 

@  

 

8 bytes 

(fixed) 

-922,337,203,685,477.5808 

to 

922,337,203,685,477.5807 

String 

(可变长度) 

 

$  

 

0 to about 32 KB 0 字符 to 32,767 字符 

 

String 

(固定长度) 

 

None 1 to about 32 KB 

 

1 字符 to 32,767 字符 

 

Object  

 

None n/a n/a 

Variant 

 

None 

 

 占用空间和数值范围由具体

使用情况确定。如：被用作整

型就按整型计算。 

User-Defined 

 

None 

 

由每个元素决定 由用户定义的每个元素的类

型决定 

 

数组数组数组数组（（（（Arrays）））） 

定义数组定义数组定义数组定义数组：：：： 
Dim MyArray(1 To 100) As String 
定义一个下标从 1到 100的数组。 
使用数组使用数组使用数组使用数组：：：： 
ArrayName(i,j)= x. 
赋值给数组中的一个元素。  
 

表达式和操作符表达式和操作符表达式和操作符表达式和操作符（（（（Expressions and Operators））））   

数字运算符：^,-,+,*,/,\(整数除),Mod 
字符串运算符：&或者＋ 
比较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Not,And,Or,Xor,Eqv,Imp 

出错处理出错处理出错处理出错处理（（（（Trappable Errors）））） 

SQABasic提供的错误处理命令： 

Command Description 

Err statement 设置错误处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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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 function 捕捉到错误后返回 
Error statement 模拟运行期错误 
Error function 返回错误消息 
On Error statement 描述错误处理 
 

SQABasic脚本脚本脚本脚本（（（（SQABasic scripts）））） 

脚本是什么脚本是什么脚本是什么脚本是什么？？？？ 

脚本是一种 ASCII 格式的包含 SQABasic命令的文件。一个编译过的脚本可

以通过 Robot回放。 
当录制脚本时，Robot会把你的操作转换为一系列的 SQABasic命令并储存

在脚本中，当你回放脚本时，Robot就会重放你录制的命令。 
脚本源文件脚本源文件脚本源文件脚本源文件(.rec) 

在编译时自动保存。 
脚本脚本脚本脚本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可执行文件(.sbx) 

Robot的执行文件。 
脚本结构脚本结构脚本结构脚本结构 

典型的由 main子例程构成的脚本可以分成四个通用部分。 
1， 初始化 

2， 窗口还原（可选） 

3， 脚本实体（设置上下文，作者行为，判断点） 

4， 关闭 

脚本举例： 

初始化 

Sub Main 
Dim Result As Integer 
'Initially Recorded: 06/16/98 16:09:16 
'Script Name: CdOrder 
 

窗口还原(可选) 
 

' Restore all windows to their size and position during recording 
StartSaveWindowPositions 
Window SetPosition, "Caption=Program Manager", 
"Coords=0,0,1024,768;Status=NORMAL" 
Window SetPosition, "Caption=Exploring - 
C:\Classics\AccessData", 
"Coords=-32000,-32000,160,24;Status=MINIMIZED" 
Window SetPosition, "Caption=Untitled - Notepad", 
"Coords=76,18,558,418;Status=NORMAL" 
Window SetPosition, "Caption=Microsoft Excel - Book1", 
"Coords=363,247,639,460;Status=NORMAL" 
Window SetContext, "Caption=Microsoft Excel - Boo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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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 SetPosition, "Caption=Book1;ChildWindow", 
"Coords=-6,-25,639,349;Status=NORMAL" 
Window SetPosition, "Class=Shell_TrayWnd", 
"Coords=-2,740,1028,30;Status=NORMAL" 
EndSaveWindowPositions 
 

脚本实体（设置上

下文，作者行为，

判断点） 

 

' Start the application-under-test 
StartApplication "C:\Classics Online\Classics.exe" 
' Select the title of the CD to purchase 
Window SetContext, "Name=frmMain", "" 
TreeView Click, "Name=treMain;\;ItemText=Bach->Brandenburg 
Concertos Nos. 1 3", "" 
PushButton Click, "Name=cmdOrder" 
' Login 
Window SetContext, "Name=frmOrderLogin", "" 
PushButton Click, "Name=cmdOK" 
' Specify the number of CDs to purchase 
Window SetContext, "Name=frmOrder", "" 
EditBox Left_Drag, "Name=txtQuantity", 
"Coords=25,10,-120,11" 
InputKeys "2" 
' Provide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ComboBox Click, "Name=comboCardType", "Coords=104,7" 
ComboListBox Click, "ObjectIndex=1", "Text=MasterCard" 
EditBox Click, "Name=txtCreditCard", "Coords=49,11" 
InputKeys "1535399178421813" 
EditBox Click, "Name=txtExpirationDate", "Coords=11,5" 
InputKeys "12/31/00" 
' Verify that the correct CD is being purchased 
Result = EditBoxVP (CompareText, "Name=txtAlbumInfo", 
"VP=TitleText;Type=CaseSensitive") 
' Verify that the number of CDs being purchased is correct 
Result = EditBoxVP (CompareText, "Name=txtQuantity", 
"VP=QuantityText;Type=CaseInsensitive") 
' Verify the correct total purchas price 
Result = LabelVP (CompareProperties, "Name=lblTotal", 
"VP=CostObjProp") 
' Close the application-under-test 
PushButton Click, "Name=cmdCancel" 
Window SetContext, "Name=frmMain", "" 
Window CloseWin, "", "" 
 

关闭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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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上下文对象上下文对象上下文对象上下文（（（（Object Context）））） 

让 Robot 去识别编辑框，对话框或者其它你测试的控件，Robot 必须知道这

些控件所在的窗口。Robot 通过设置上下文去找到这个窗口。 

确定上下文有两种方法： 

1， 通过Window SetContext, Window SetTestContext, 或者Window 

ResetTestContext。通过这种方法，Robot确定的上下文，Robot将在这个上

下文中寻找控件，直到下一个这种命令出现。 

2，通过SQABasic的命令recMethod来设置，只对设置的内容有效，以后的命令不

受影响。 

定制脚本定制脚本定制脚本定制脚本（（（（Customizing Scripts）））） 

使用库文件使用库文件使用库文件使用库文件 
声明一个声明一个声明一个声明一个库文件库文件库文件库文件 
使用Declare加关键字BasicLib去声明。举例如下： 

Declare Sub MySub BasicLib "MyLib" (arg1 As String, arg2 As Integer) 

声明了一个子程序MySub存在于库文件MyLib中 

在哪里定义库文件在哪里定义库文件在哪里定义库文件在哪里定义库文件？？？？ 
你可以在使用到这个库文件，头文件或者模块中定义它。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DLL 
Robot可以调用保存在DLL库中的子程序,但是没有提供创建DLL的工具。 

声明一个声明一个声明一个声明一个DLL文件中的子程序文件中的子程序文件中的子程序文件中的子程序 
使用Declare加关键字Lib去声明。举例如下： 

Declare Sub MySub Lib "MyDLL" (ByVal arg1 As String, ByVal arg2 As Integer) 

声明了存在在DLL库“MyDLL”中的子程序MySub。 

在哪里定义在哪里定义在哪里定义在哪里定义DLL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你可以在使用到这个库文件，头文件或者模块中定义它。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QABasic 头文件头文件头文件头文件（（（（Using SQABasic Header Files）））） 

你可以使用头文件完成大部分的定义工作，包括定义常量，变量，子程序和

函数等。头文件的定义可以应用在任何使用'$Include包含它的模块中。 

SQABasic 支持两种头文件： 

1，头文件存放在SQABas32目录中，可以被所有的项目使用。 

2，头文件存放在一个项目中，只能被这个项目中的脚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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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文件和头文件使用举例库文件和头文件使用举例库文件和头文件使用举例库文件和头文件使用举例，，，，图如下图如下图如下图如下：：：：    

 

脚本TestDB5调用头文件MyHeader.sbh并声明了库文件MyLibrary.sbl和其中的

函数GetProp。库文件调用了头文件MyHeader.sbh，头文件MyHeader.sbh定义了

两个变量value和TESTID。 

 

使用模板文件使用模板文件使用模板文件使用模板文件（（（（Using the Template File）））） 

模板文件（*.tpl）将会自动把如注释，include加入到你新建的脚本中，但是

它不会添加到新建的头文件和库文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