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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软件工程与测试技术的融合

    胡瑜 陈光柄
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

摘 要:自动测试系统在开发和维护过程中面临需求分析不透彻，进度难以控制和难以移植到新测

试平台等问题。随着自动测试系统逐渐以计算机为核心，上述问题集中到系统中的测试软件部分.目

前在软件工程领域针对软件开发过程控制有很好的思想方法可以借鉴，因此本文论述了融合测试技术

与软件工程，建立可重用可移植的开放式自动测试系统以解决当前测试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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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automatic test system, we often have the problems such as

ambiguous test requirements, out of hand project progress and hard to rehost legacy test program sets onto a

modern test platform. As the computer becomes the core of the automatic test system step by step, the issues

mentioned above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test software. How to use some good methodology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to construct reusable and transportable open automatic test systems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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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If 吕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自动测试系统历经三代发展阶段。从第一代针对某项具

体任务设计的专用系统，第二代采用标准化通用可程控测量仪器接口总线JEEE488及可

程控仪器和控制器的通用自动测试系统，到第三代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用计算机的软

硬件取代传统电子设备的大部分功能，由计算机、自动测试设备和测试软件三部分组成

的自动测试系统，计算机在测试系统的设计组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测试任

务的日益复杂和计算机性能日益增强，人们在测试中把越来越的任务交给计算机解决，

测试软件的规模与复杂性随之上升。在组建和维护自动测试系统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

集中于测试软件的开发和维护过程。因此，借助软件工程的先进方法解决现代自动测试
系统中面临的困难，既是自动测试系统发展的可行之路也是必然的趋势.

    本文就软件工程与测试技术的融合进行论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目

前在自动测试系统开发与维护中遇到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国外的解决措施，第三部分

论述采用软件工程的面向对象技术实现测试系统开发性、可移植性和可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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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测试系统开发与维护中的问题

    我国的自动测试技术尚处于初期阶段，各个研制单位针对不同的被测对象开发了不

同的测试系统，使得自动测试系统逐渐丰富起来。通常采用的开发步骤是:首先进行需

求分析，确定测试任务，然后选择测试仪器和控制器，设计测试接口适配器，最后编写

测试程序和用户手册。这样的开发方式导致测试程序严重依赖于具体的测试设备，惠普

公司曾因测试程序修改的难度太大而不得不放弃使用新型号的仪器。因此如果在开发和

使用自动测试系统中不解决好系统的开放性，将面临庞大的经费支出和低效率问题。美

国军方一份名为“国防部自动测试系统投资战略”的报告指出，从1980年到1992年，

美国国防部花费约350亿美元用于自动测试系统的研发，150亿美元用于相关的自动测

试系统支持，如果包括军工厂对测试设备的投资，那么用于自动测试系统的全部投资超

过1000亿美元。同时，美军测试软件的费用在总费用中占有很大比例。通常一个军用

自动测试系统的生命期约为20年，而测试软件从开发到升级的间隔时间仅有8年，由

于技术革新和设备陈旧，不得不重写和移植测试程序集到新的测试平台上。测试程序集

包括测试诊断程序，连接被测对象与测试设备的接口适配器和测试系统操作手册。根据

测试软件平均8年的使用时间，测试系统经过几年的使用后，随肴测试程序集慢慢增多，

很难准确定位程序中与陈旧设备相关的语句，再加上会使用新设备中比陈旧设备更丰富

的功能和新的测试需求生成，因此移植测试程序集并非易事。

国外的解决措施

    在自动测试系统的组建过程中，测试需求的定义非常关键。一方面，模糊或不完整

的需求分析会导致整个系统不能满足用户的测1t要求，另一方面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不

断更正补充测试需求，造成无法控制项目进度，延迟系统交付时间。为了解决测试需求

难以捕获，需求描述模糊的问题，美国军方提出了TeRM U be Test Requirements Model)
模型.即测试需求模型。该模型将测试需求定义为“就产品内部和产品外围呈现的物理

量而言，测试需求就是对测试行为的约束"。在这个定义下，抛除了以往在需求分析中

包含的测试系统实现方式和诊断擂求，使侧试需求的界定更为清晰.此外，该模型有自

身的语法描述测试需求，避免了摇求分析中的歧义和矛盾，并且通过可视化的表现方式，

更容易检查出是否完整地捕获了用户的测试要求。

    由于自动测试系统中有大f的测试程序集需要移植，于是出现了商业化的移植软

件。这些移植软件都具有把原有的测试程序代码翻译为另一种编程语言下的测试程序的

能力。当需要移植的测试程序集很多时，商业移植软件可以大大降低移植的工作量。

基于面向对象方法的自动测试系统开发维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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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商业移植软件可以减轻测试系统移植的工作量，移植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仍

以美国为例，在1999年，国防部计划移植的测试程序集数量为:海军573个，陆军1385

个，需资助4.5亿美元，空军超过2400个，需资助6亿美元。而每年工商业界需要高达

10亿美元用于移植老旧的测试程序。如果我国的测试行业从一开始就选择好的设计方法

组建系统，少走类似于美国的弯路，就可以加快我国测试技术的发展。

    由于现代测试系统以计算机为核心，甚至提出了“软件就是仪器”的口号，在测试

系统开发和维护中遇到的困难大多可以归结为软件开发和维护中的困难。其实在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研制大型软件中就发生了“软件危机”，技术复杂性和管理复杂性随软件规

模增大指数上升，软件可靠性没有保障、软件维护费用不断上升、进度无法预测、成本

增长无法控制、程序人员无限度地增加，为此，在1968年提出了“软件工程”的概念，

以保证开发与生产出具有良好软件质量和费用合算的产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在软件

工程领域兴起了面向对象方法进行软件分析、设计和实现，它是一种把面向对象的思想

运用于软件开发过程，指导开发活动的系统方法。面向对象方法以对象为中心，以类和

继承为构造机制来认识、理解和刻画客观世界，并且设计和构造相应的软件系统。用面

向对象方法开发的软件，其结构基于客观世界界定的对象结构，因此与传统的软件相比

较，软件本身的内容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重用性和扩充性都得到了提高，并且能

够支持需求的变化。

    目前在国内外有基于面向对象的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omputer Aided Software
Engineering, CASE)商业Z具，这些T -具通常符合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 UML)标准。UML是一种可视化建模语言，它的每一种符号都有明确的语义，
能建立起精确、无歧义和完整的模型，解决了需求分析中需求模糊和难以捕获用户要求

的问题。而且UML模型与编程语言的映射是双向的，一方面能够从UML模型自动生

成编程语言源代码，另一方面也可以进行逆向工程，由编程语言源代码重新构造UML

模型。基于UML的软件开发过程是一个迭代、增量的过程，软件的开发生命周期如下

图所示:

过 程 工 作 流

  业务建栩
        描乖

分 析 和 设计

        实班
        侧 城

        实旅

支 持 口〔作 流

配甘 和变 化 甘刃里

    项 目管 理

        王下匆电

图t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在图l中，以组建自动测试系统为例，初始阶段主要确定项目的范围和目标.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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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里曰巴曰曰曰巴口里口口口..

行可行性分析。细化阶段对测试的问题领域和功能作详细分析，画出自动测试系统的用

例图，建立测试系统的基础结构，制定整个自动测试系统的组建计划。构造阶段是一个

测试系统的具体实现过程，包括形成测试程序集，分系统连接。移交阶段一般不再开发

新的功能，而主要是系统的测试、培训等。每一次迭代都产生可移交给用户使用的软件，

即可持续地发布系统体系结构的可执行版本，增强了系统开发中的健壮性。

    因此利用基于UML的CASE软件开发和维护自动测试系统，只需要建立UML模

型就可以自动生成所选择的某种编程语言的源程序和相关的文档，使得测试人员不必同

时维护文档和源程序，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测试系统的需求分析和建模上。并且大部分

CASE软件都提供了集成编辑器、项目管理、版本控制和生成HTML文档等，实现了测

试系统组建过程的可视和可控。

结束语

    综上所述，采用面向对象方法开发和维护自动测试系统，从本质上开放了测试系统

的结构，不仅可以方便地重用已经成熟的测试方法，而且能够方便地在系统中插入新技

术和新设备，为提高系统的开发效率和降低研发维护成本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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