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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课程大纲引言
0.1 目的
®

本大纲根据国际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对高级大纲（测试分析师）的要求进行编写，ISTQB 提供此大纲
的主要目的：
1. 国家认证委员会需将大纲翻译成当地语言并分发给培训机构，并可根据特定语言对大纲进行适
度润色、修改，以保证语句通顺可读。
2. 考试委员会可根据特定语言，按照高级大纲（测试分析师）的学习目标设计考题。
3. 培训机构需根据高级大纲（测试分析师）准备课程并选择最适宜的教学方法。
4. 需要认证的考生，根据高级大纲准备考试（作为培训课程的一部分或独立使用）。
5. 国际软件和系统工程领域，应以此大纲为基础，推进软件和系统测试蓬勃发展。并以此为基础
著书和出文章。
®

国际软件测试认证委员会 ISTQB 允许其他组织、机构在获得书面授权后使用此大纲内容。

0.2 概述
高级大纲由以下 3 个单独的部分组成：
 测试经理
 测试分析师
 技术测试分析师
高级大纲的概述文档[ISTQB_AL_OVIEW]包括以下信息：
 每个大纲的学习成果
 每个大纲摘要
 各大纲之间的关系
 认知程度描述（K 级别）
 附录

0.3 预期学习目标
预期学习目标是学习成果的前提保证，同时也被作为高级测试分析师认证考试题目编写的基础。被标记
为 K1 级的知识点，需要考生牢记、回忆、识别和认知。K2，K3，K4 级的知识点会在之后相关章节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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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过程 - 300 分钟.
关键字
具体测试用例（concrete test case ），出口准则 （exit criteria ），概要测试用例 （high-level test
case），逻辑测试用例（logical test case），详细测试用例（low-level test case），测试控制（test
control），测试设计（test design），测试执行（test execution），测试实施（test implementation），
测试计划（test planning）

测试过程的学习目标
1.2 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测试
TA-1.2.1

（K2）解释在不同的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测试分析师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介入时间和介入
程度上会有不同。

1.3 测试监视、计划和控制
TA-1.3.1

（K2）总结测试分析师为支持测试计划和控制过程而开展的活动

1.4 测试分析
TA-1.4.1

（K4）分析一个包括项目描述和生命周期模型的场景，确定测试分析师在测试分析和设计
阶段的主要任务。

1.5 测试设计
TA-1.5.1
（K2）解释利益相关者应该理解测试用例的原因
TA-1.5.2 （K4）分析一个项目场景，确定最合适的详细（实际）测试用例和概要（逻辑）测试用例。

1.6 测试实现
TA-1.6.1

（K2）描述典型的测试分析和设计的出口准则，解释满足这些准则对测试实施工作量的影
响。

1.7 测试执行
TA-1.7.1

（K3）针对一个给定的场景，确定执行测试时应采取的步骤和考虑因素。

1.8 评估出口准则和报告
TA-1.8.1

（K2）解释为什么准确的测试用例执行状态信息非常重要

1.9 测试结束活动
TA-1.9.1

（K2）举例说明在测试结束活动中测试分析师应该交付的工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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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介绍
®

在 ISTQB 基础级大纲中，基本的测试过程包括：
 计划和监控
 分析和设计
 实施和执行
 评估出口准则和报告
 测试结束活动
为了提供额外的细节和优化过程，高级大纲将一些活动分开进行考虑，以更好的满足软件开发生命周期，
同时提高测试监控的效率。下面是高级大纲中考虑的活动：
 计划和监控
 分析
 设计
 实施
 执行
 评估出口准则和报告
 测试结束活动
这些活动可以是顺序执行，其中有些活动也可以并行的执行。例如：设计可以和实施并行（例如：探索
性测试）。测试分析师主要关注测试和测试用例的正确性，以及设计并执行这些测试用例。虽然理解测
试过程中的其它步骤也很重要，但是测试分析师的主要工作通常集中在测试项目的分析、设计、实施和
执行活动。
在将本大纲中的测试观点引入组织、团队和任务的时候，高级测试人员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考虑不同的
软件开发生命周期和被测系统的类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会影响所采用的测试方法。

1.2 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的测试
长生命周期的测试方法应该在测试策略中进行定义。不同的生命周期，测试分析师介入的时间点是不一
样的，同时介入的测试分析师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可用的信息和期望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测试过
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测试分析师必须了解其它相关的组织领域信息，例如：
 需求工程和管理－需求评审
 项目管理－进度输入
 配置和变更管理－版本验证测试、版本控制
 软件开发－了解进一步的行动和对应的时间
 软件维护－缺陷管理、处理时间（例如：缺陷从发现到解决的时间）
 技术支持－对解决方法进行准确的记录
 生成技术文档（例如：数据库设计规格说明）－这些文档的输入以及对这些文档的评审
测试活动必须和选择的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模型相适应，它们可能是顺序、迭代或者是增量模型。例如，
®
在顺序 V 模型中，应用于系统测试级别的 ISTQB 基本测试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系统测试计划与项目计划同时进行，测试控制在系统测试执行和结束活动完成之后再结束。
 系统测试分析与设计，需要与需求规格说明、系统和架构设计规格说明（高层次的）和组件设
计规格说明（低层次的）等同时进行。
 系统测试环境（如测试台、测试装置）的部署应与系统测试执行工作一同在系统规划中启动，
并一直持续到开始系统测试执行的前几天（尽管大部分部署工作应与编码和组件测试同期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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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测试的入口准则已经全部满足（或放弃）时，系统测试执行才开始，这通常是指至少已
经完成了组件测试并且组件之间的集成测试也已经完成。系统测试的执行会一直持续到满足系
统测试的出口准则为止。
对系统测试出口准则的评估和系统测试结果的报告应贯穿于测试执行的整个过程，通常在项目
截止日期到来前会加大评估的频率。
在系统测试出口准则已经满足要求并且系统测试执行已宣告完成之后，系统测试结束活动才开
始。尽管这些活动有可能被推迟到验收测试结束之后或者整个项目活动结束之后才进行。

增量迭代开发模型中的任务之间的顺序可能会有所不同，也可能不包括某些任务。例如，迭代模型在每
个迭代中可能对标准的测试过程进行裁剪。分析和设计、实施和执行以及评估和报告可能是每个迭代都
要完成的，但是计划活动只在项目开始的时候进行，结束活动只在最后进行。在敏捷项目中，正式流程
使用的更少，同时更紧密的工作关系使得项目内的变更变得更加简单。敏捷是一个“轻量级”的过程，
它对完整的测试文档的要求更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快捷的沟通方式，例如“站立”会议（称为“站立”
会议，是因为这些会议很短，通常 10－15 分钟，所以大家不需要坐下来，每个人都积极参与）。
和其它的生命周期模型不同，敏捷项目需要测试分析师更早的介入。测试分析师应该在项目开始就介入，
在开发人员开始他们的架构和设计工作的时候与他们共同工作。不一定需要非常正式的评审，但是随着
软件的变化，评审需要持续的进行。测试分析师应该专注于一个项目，同时应该全程介入到项目中去。
在这种情况下，敏捷团队通常专注于一个项目，同时介入到项目的各个方面。
增量/迭代模型涵盖从适应软件演化过程变更的敏捷方法到具有增量/迭代特性的 V 模型（有时称为嵌入
式的迭代）。在嵌入式的迭代模型中，测试分析师需要介入标准的计划和设计活动。但是随着软件的持
续开发、测试、变更和部署，测试分析师将转变成更加互动的角色。
无论使用何种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测试人员都需要理解自己介入的目的和介入的时间。目前有很多混合
式的模型在使用，例如上面提到的 V 模型中的迭代。通常测试分析师必须明确哪种角色最有效，并为之
而努力，而不是依赖于模型中对测试介入时间的定义。

1.3 测试计划和监控
这一节关注测试计划和监控的过程

1.3.1 测试计划
测试计划的大部分内容会在测试工作的初始阶段开展，包括所有测试活动的识别和计划，以及用来满足
在测试策略中定义的任务和目标所需的资源。在测试计划阶段，测试分析师需要和测试经理一起考虑和
计划以下内容：








测试计划的确认不仅仅局限于功能性测试。测试计划应该考虑所有的测试类型，并为其制定进
度。例如：除了功能性测试，测试分析师可能需要负责易用性测试等。该测试类型就必须包含
在测试计划文档中。
和测试经理一起评审测试估算，确保为采购和测试环境的验证预留充足的时间
计划各种不同的测试配置。如果需要对各种处理器、操作系统、虚拟机、浏览器和其它相关因
素的组合配置进行测试，那么需要计划测试技术以提供足够覆盖率。
计划对文档的测试。用户在获得软件同时，还获得了相关的文档。文档应该准确有效。测试分
析师必须分配时间来对文档进行验证，还可能需要和技术写作人员一起准备屏幕截图和视频片
段。
计划对安装规程的测试。安装规程和备份恢复规程一样，必须进行充分测试。这些规程可能比
软件本身更关键。如果软件无法安装，那么根本谈不上使用。安装规程的测试有时会比较困难，
因为测试分析师经常是在没有最后的安装程序的情况下，在预先配置好的系统上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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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软件生命周期来计划测试。大部分的进度安排都无法通过顺序执行测试任务来完成，很多
任务通常需要并行执行（至少部分）。测试分析师必须了解所选择的生命周期，以及在软件设
计、开发和实现过程中自己的职责。这也包括分配时间进行确认和回归测试。
为识别和分析跨功能团队的风险分配充足的时间。虽然测试分析师并不负责组织风险管理活动，
但是测试分析师也需要积极地参与这些活动。

在测试依据、测试条件和测试用例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以至于他们之间存在各种联系。理解他们之间
的关系有利于有效的进行测试计划和控制。通常测试分析师是确定这些联系并将它们尽可能区分开的最
合适人选。

1.3.2 测试监控
虽然通常测试监控是测试经理的工作，但是测试分析师需要为控制提供必要的度量数据。
在软件开发生命周期中，需要收集各种量化数据（例如：计划活动的完成比例、完成覆盖率的比例、通
过/失败的测试用例的数目）。具体情况下，必须首先定义一个基线（例如，参考标准），然后将跟踪的
进度和基线进行比较。测试经理主要关注在汇总和报告总结后的度量信息，而测试分析师关注是为每个
度量数据收集信息。每个完成的测试用例、每个编写的缺陷报告、每个达到的里程碑都将会纳入到总的
项目度量数据。输入各种跟踪工具的信息尽可能的准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度量信息才能反映
项目的真实情况。
正确的度量数据能够保证经理管理项目（监视），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控制）。例如：软件的某个区
域发现了大量的缺陷，那么需要在这个区域的测试中投入更多的工作量。需求和风险的覆盖率信息（可
跟踪性）可以用于对剩余的工作进行优先级排序，并分配相应的资源。根本原因分析的信息可以用于确
定需要改进的区域。如果记录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可以很好的控制项目，同时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收到
准确的状态信息。在未来的项目中，也可以利用过去项目中所收集的数据有效地对项目进行规划。这些
准确的数据有很多用途，确保数据的准确、及时和客观也是测试分析师的工作的一部分。

1.4 测试分析
在测试计划阶段，确定了测试项目的范围。测试分析师将这个范围用于：
 分析测试依据
 识别测试条件
测试分析师为了更有效的进行测试分析，需要满足以下入口准则：
 应该有一个描述测试目标的文档可作为测试依据
 这个基础文档通过了评审，并已经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了相应的更新
 合理的预算和进度，用来完成针对该测试目标的测试工作
通常测试条件是通过分析测试依据和测试目标而获得的。有些情况下，文档可能不够新或者不存在，测
试条件可以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获得（例如：在讨论会或者项目计划时）。这些条件可以用于确定
测试的内容，以及在测试策略或者测试计划中体现的测试设计技术。
虽然通常的测试条件依赖于被测试的具体条目，但是测试分析师仍然有一些通用的考虑：
 通常定义不同详细程度的测试条件是比较合理的。开始的时候，识别概要的测试条件用来定义
通用的测试目标，例如“屏幕 X 的功能性”。然后，识别更详细的条件作为具体的测试用例的
基础，例如“屏幕 X 拒绝比正确的长度少一位的账户”。使用这种分级的方法定义测试条件有
助于确认高级别条目覆盖的充分性。
 如果已经定义了产品风险，那么测试条件必须保证识别每个产品风险并回溯到风险条目。
总的来说，在测试分析活动中，为了满足测试项目具体区域的测试需要，测试分析师需要了解必须
设计哪些具体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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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测试设计
依赖于测试计划中确定的范围，随着测试过程的继续，测试分析师开始设计测试用例，并实施与执行这
些用例。测试设计过程包括以下活动：
 确定详细（实际）测试用例或概要（逻辑）测试用例最适合在哪些地方使用。
 确定能够提供必要的测试覆盖率的测试用例设计技术。
 创建测试用例用于覆盖已经识别的测试条件。
在风险分析和测试计划中识别的优先级准则应该应用在从分析、设计到实施和执行的整个过程。
根剧需要设计的测试类型，用于设计工作的工具可用性可以作为测试设计的一个入口准则。
在设计测试时，以下方面需要重点关注：
 有些测试条目，最好只定义测试条件，而不是更进一步定义脚本化的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定
义的测试条件用来指导非脚本化的测试。
 明确的识别通过/失败准则。
 设计的测试用例不仅仅需要自己理解，也需要其它测试人员能够理解。如果设计者不是将来执
行测试的人，那么为了理解测试目标和相应测试的重要性，其它测试人员将需要阅读并理解之
前具体定义的测试。
 测试还必须被其它利益相关者所理解，例如：开发人员，他们将评审测试；审计员，他们将批
准这些测试。
 设计的测试应该覆盖所有软件与行为者（例如：最终用户、其它的系统等）之间的交互，而不
仅仅局限于用户可见的接口。流程内部的通信、批处理执行和其它的中断也和软件有交互并可
能存在缺陷，所以测试分析师必须设计测试以规避这些风险。
 设计的测试需要覆盖各种测试对象之间的接口。

1.5.1 实际和逻辑测试用例
测试分析师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针对给定的场景确定最好的测试用例类型。具体测试用例包括所有的详
细信息以及测试人员执行测试用例并验证结果所需要的规程（包括所有数据的需求）。在需求被很好的
定义、测试人员经验不够丰富以及测试需要被外部人员验证（例如：审计）时，具体测试用例非常有用。
具体测试用例提供了很好的可重现性（例如：其它测试人员将会获得同样的结果），但同时也需要大量
的维护工作，并限制了测试人员在执行时的创造性。
逻辑测试用例为测试提供了指导，但同时允许测试分析师在执行测试的时候对测试数据甚至测试规程进
行变化。相对于具体测试用例而言，逻辑测试用例提供了更好的覆盖率，因为每次执行他们的时候都有
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也降低了可重现性。逻辑测试用例更适合于以下场景：需求没有很好的定义、执行
测试的测试分析师具有丰富的测试和产品经验、不需要正式的文档（例如：不需要进行审计）。在需求
过程的早期，当需求还没有被完全定义时，就可以定义逻辑测试用例。当需求的定义更加完善和稳定后，
这些测试用例可以用来开发具体测试用例。在这种情况下，测试用例的创建是从逻辑到实际的顺序完成
的，测试执行的时候只使用具体测试用例。

1.5.2 测试用例的创建
通过使用测试策略和/或测试计划中标识的测试设计技术可以识别测试条件，测试用例的设计是对这些识
别出来的测试条件的逐步细化。根据使用的测试策略中的规定，测试用例应该可重复、可验证和可跟踪
（可以追溯到测试依据，例如：需求）。
测试用例的设计需要识别以下内容：
 目的
 前置条件，例如：项目或局部测试环境的需求以及交付的计划、系统的状态等
 测试数据的需求（既包括测试用例的输入数据，也包括执行测试用例时系统中必须已经存在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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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结果
后置条件，例如：受影响的数据，系统的状态，后续处理的触发等

测试用例的详细程度将会影响开发的成本以及执行的可重复性程度，所以应该在实际创建测试用例前就
定义好。不太详细的测试用例给测试分析师的测试执行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为研究可能的、有兴趣的区
域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降低了可重复性。
定义测试的期望结果是一个常见的挑战。手工的计算期望结果通常比较枯燥，并容易产生错误。如果可
能的话，最好是能找到或创建一个自动的测试准则。在识别期望结果时，测试人员不仅需要考虑屏幕上
的输出，还需要考虑后置条件的数据和环境。如果已经清晰的定义了测试依据，理论上识别正确的结果
将会比较简单。但是，测试依据经常是模糊的、矛盾的、缺少关键域的覆盖或者彻底缺失的。这种情况
下，测试分析师必须具备（或者能够获得）专业的技能。同时，即使具有完善的测试依据，各种影响因
素和系统响应之间复杂的交互也使得定义期望结果变得很困难。因此，测试准则是至关重要的。执行无
法判断结果是否正确的测试用例毫无意义，同时还会导致对系统生成错误的失效报告或错误的信心。
尽管测试依据会有所不同，但是上述活动适用于所有级别的测试。例如用户验收测试可能主要是基于需
求规格说明、用例（Use case）和定义的业务过程，而组件测试可能主要是基于详细设计规格说明。
虽然这些测试的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需要牢记在所有测试级别都可能发生这些活动。例如单元级
别的功能性测试是为了确认一个具体组件详细设计中所描述的功能的正确性；集成级别的测试是为了验
证组件间的交互以及通过他们之间的交互提供的功能。在系统测试级别，测试的对象应该是端到端的功
能。在测试分析和设计时，需要记住针对的测试级别和相应的测试目的。这将有助于确定所需要的详细
程度，同时确定可能使用的工具（例如：组件测试级别的驱动器和桩）。
在测试条件和测试用例的开发中，通常有不少文档输出作为测试的工作产品。在实际运用中，测试工作
产品的文档化范围会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如下因素：






项目风险（必须或没有必要记录在案）
文档给项目带来的附加收益
遵循的标准
使用的生命周期模型（例如，敏捷开发尽量使文档最少化）
测试分析和设计过程中，对测试依据的可追溯性的要求

根据测试范围的不同，测试分析和设计可能会关注测试对象的不同质量特性。ISO 25000[ISO 25000]
（替代了 ISO 9126）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信息。在测试硬件/软件系统时，可能需要额外的质量特性。可
以通过评审和静态分析来增强测试分析和测试设计的过程。事实上，实施测试分析和测试设计也是一种
静态测试，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基础文档的问题。在准备需求评审会议时，一个非常好的方
式就是基于需求规格说明进行测试分析和测试设计。通过阅读需求来创建符合需求的测试，同时也是一
种评估需求完备性的方法。该活动通常可以发现需求的不清晰、不可测试或者缺乏已定义的验收准则。
同样的，测试工作产品，例如测试用例、需求分析和测试计划也应该是评审对象。
有些项目，例如使用敏捷生命周期，可能只有很少的文档化的需求。这些项目中通常会有“用户故事”，
其中描述了少量的功能性。一个用户故事应该包括已定义的验收准则。一旦软件已经满足了验收准则，
这通常意味着它已经准备好（或者已经完成了）与其它功能进行集成，以展示它的功能性。
虽然测试基础架构的具体需求可能直到测试实施时才能最终确定下来，但是在测试设计时仍然可能需要
对其进行定义。需要牢记测试基础架构不仅仅包括测试对象和测试件，例如：基础架构可能包括房间、
设备、人员、软件、工具、外围设备、通讯设备、用户授权和其它运行测试需要的项。
根据项目参数的不同，测试分析和测试设计的出口准则可能会不同，但是这两部分讨论的所有条目都应
该包含在已经定义的出口准则中。可度量的出口准则，以及为后继步骤提供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和准备都
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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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测试实施
测试实施是测试设计的下一个步骤。它包括创建自动化的测试、组织测试执行的顺序（包括手工和自
动）、确定最终的测试数据和测试环境，以及形成一个包括资源分配的测试执行进度，这样可以为开始
测试用例执行做准备。这也包括针对特定的测试级别对其明显的和潜在的入口准则进行检查，并确认上
一个步骤中出口准则已经得到满足。如果跳过出口准则，这个测试级别或者测试过程中的某个步骤可实
现的工作量将会受到影响，可能导致进度延迟、质量下降和额外的工作量。在开始测试实施之前，确认
上一个步骤的所有出口准则是否已经满足是非常重要的。
在确定测试执行的顺序时，需要考虑多个因素。有些情况下，把测试用例组织成测试套件（例如：测试
用例组）是有意义的。这样有助于测试的组织，相关的测试用例可以一起执行。在使用基于风险的测试
策略时，风险优先级可能决定了测试用例的执行顺序。也有其它一些因素可能影响测试的顺序，例如：
合适的人、设备、数据和被测试的功能是否到位。部分代码发布并不少见，此时测试活动必须和被测试
对象是否可测相互协调。尤其是在增量生命周期模型中，测试分析师通过和开发团队沟通以确认软件按
照可测试的顺序交付非常重要。在测试实施时，测试分析师应该最终确定手工和自动化测试的运行顺序，
并认真检查需要按照特别顺序运行的测试限制。必须将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文档化，并进行检查。
测试用例和测试条件的详细程度会影响测试实施工作的详细程度和相关工作的复杂度。有些情况下涉及
到法规，测试必须提供符合相关标准的证据，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署的 DO-178B/ED 12B [RTCA
DO-178B/ED-12B]。
在前面提到，测试需要测试数据，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非常多的测试数据。在测试实施时，测试
分析师创建输入数据和测试环境，并录入数据库和其它类似的存放处。
测试实施也需要考虑测试环境。在测试执行之前，测试环境应该准备好，并通过验证。一个“满足需要”
的测试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测试环境能够有利于通过可控的测试发现相应的缺陷；在没有缺陷发生
的时候能够正常运行；如果需要的话，在高级别的测试中测试环境能够尽可能的接近产品或者终端用户
的环境。针对不可预测的变更、测试结果或者其它因素，测试环境在测试执行期间可能发生变化。如果
测试执行时测试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评估这些变化对已经运行的测试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在测试实施时，测试员必须明确相关人员有创建和维护测试环境的职责，同时保证所有的测试件、测试
支持工具和相关的流程是可用的。这包括配置管理、缺陷管理、测试记录和管理。另外，测试分析师必
须为出口准则评估和测试结果报告而收集数据的流程进行验证。
根据测试计划的决定，在各种测试实施方法之间进行平衡是明智的。例如基于风险的分析性测试策略经
常和动态测试策略同时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测试实施的工作量并不需要完全遵循已定义的脚本
（非脚本化）。
非脚本化测试并不应该是随机（ad hoc）测试或者是毫无目标的，因为这样测试的时间和测试的覆盖范
围都不可预知，除非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和被特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人员已经开发了多种基于经
验的技术，例如：攻击、错误猜测[Myers79]和探索性测试。测试分析、测试设计和测试执行仍然是需
要的，但是他们可能主要发生在测试执行阶段。在遵循这些动态测试策略时，每个测试的结果都会影响
后继测试的分析、设计和实施。虽然这些策略是轻量级的，并经常能够有效的发现缺陷，但是他们仍然
存在一些缺点。这些技术需要测试分析师具备专业的技能，因为测试的周期难于预测，覆盖率难于跟踪，
同时因为缺乏文档或者工具支持而导致可重复性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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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测试执行
一旦提交了测试对象并且满足了测试执行的入口准则，就可以开始测试执行。测试执行的依据是测试规
程，但可以给予测试人员一定的自由度，测试分析师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确保覆盖在测试过程中观察到的
额外感兴趣的测试场景和行为（对于在上述的额外情况中发现的任何失效，都必须描述与已经设计的测
试规程之间的差异，使得失效能够被复现）。脚本化和非脚本化（例如：探索性）测试技术的集成有助
于发现在脚本覆盖中遗漏的缺陷，同时避免测试用例的杀虫剂效应。
测试执行的核心活动是对比实际的测试结果和期望的测试结果。测试人员必须高度关注这些任务，否则，
如果测试结果未能识别出测试对象中的缺陷（漏报）或者错误地将正确的行为归在错误的一类（假报），
则测试设计和实施的工作可能是浪费时间。如果期望的结果和实际的测试结果不匹配，将产生一个事件。
必须仔细观察事件并确定产生的原因（产生事件的原因可能是测试对象中的一个缺陷，也可能不是），
同时要收集数据帮助解决事件。（更多参见第 6 章关于缺陷管理的内容）
当发现失效时，需要仔细的评估测试文档（测试规格说明、测试用例等）以确认文档的正确性。测试文
档本身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错误。如果测试文档是不正确的，应该对其进行纠正并重新运行相关的
测试。即使已经成功运行很多次测试的情况下，测试依据和测试对象的变化仍然可能导致错误的测试用
例。测试人员必须认识到：关注的结果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测试而造成的。
测试执行时，必须对测试结果进行适当的记录。没有对已经运行的测试结果进行记录可能导致重测以识
别正确的结果，这将会导致测试效率低下，同时带来延期。（注意，充分的日志记录可以帮助解决覆盖
和可重现方面的技术，例如，探索性测试）由于测试对象、测试件和测试环境都可能进行更新，所以测
试日志中应该识别具体的版本，同时包括具体的环境配置。针对测试执行，测试日志按照时间顺序提供
了相关的详细信息。
在测试过程发生的事件和单个测试都是日志的一部分，每个测试都应当唯一标识并且记录它的状态作为
测试执行的成果。任何影响测试执行的事件都要记录。应当详细记录信息用于度量测试覆盖率并且文档
化测试延迟、中断的原因。另外，需要记录信息以支持测试控制、测试过程报告、度量出口准则和测试
过程改进。
根据测试级别和测试策略的不同，测试日志会有所不同。例如组件测试采用自动化的方式，那么大部分
的日志信息都由自动化的测试生成。如果采用手工测试的方式，测试分析师将会根据测试执行的情况记
录信息，通常需要录入到一个跟踪测试执行信息的测试管理工具中。在有些情况下，根据法规或者审计
的需求，可能需要更详细的记录测试执行的信息。
有时，用户或者客户会参与测试执行。如果测试发现的缺陷很少，这将有助于他们对系统建立起信心。
通常这种假设在早期的测试级别中是无效的，但是在验收测试中可能是适合的。
在测试执行时，需要考虑以下方面：
 关注和探索“不相关”的异常。貌似不相关的现象或者结果经常是由潜伏在表象之下的缺陷造
成的（就像冰山一角）。
 检查产品并没有做任何不希望做的事情。检查产品是否按照预期进行工作是正常的测试关注点，
但是测试分析师还必须确信在完成一些它不应该完成的事情时没有发生不适当的行为（例如：
额外的不需要的功能）
 构建测试套件，并持续对其进行更新。代码会不断的变化，因而需要实现额外的测试以覆盖这
些新的功能，同时对软件的其它区域进行回归测试。在测试执行时经常会发现有差异，所以构
建测试套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为后继测试提供必要的记录。当软件提供给用户或者在市场上发布时，测试任务并没有终止。
通常会开发新的版本或者发布，所以应该保存相关知识并移交给负责后继测试的测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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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期望重新运行所有的手工测试。重新运行所有的手工测试是不现实的。当出现可疑的问题
时，测试分析师应该对之进行记录和研究，而不是期待通过随后的测试用例执行来发现这些问
题。
挖掘缺陷跟踪工具中的数据，以设计新的测试用例。针对非脚本化或者探索性测试中发现的缺
陷创建测试用例，并把他们添加到回归测试套件中。
在回归测试前发现缺陷。回归测试的时间通常都是有限的，所以在回归测试期间发现问题会导
致进度延迟。通常回归测试不会发现大量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测试之前已经被运行
过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回归测试应该被彻底的忽略，而只是在发现新的缺陷方面，回归测试
的有效性要比其它测试要低。

1.8 评估出口准则和报告
从测试过程的角度来看，测试过程监控需要收集合适的数据以满足报告的需求。这包括针对完成情况进
度的度量。在测试计划阶段定义了出口准则，这些准则应该被分成“必须”和“应该”的准则。例如，
出口准则可能描述“优先级为 1 或者 2 的缺陷“必须”关闭”，和“95%的测试用例“应该”测试通
过”。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满足“必须”的出口准则将导致出口准则的失败，而 93%的测试用例通过率
仍然可以允许项目进入下一个级别。必须清晰的定义出口准则，这样才可以对它们进行客观的评估。
测试分析师负责为测试经理提供针对满足出口准则评估测试过程所需要的信息，同时保证这些数据的正
确性。例如：如果针对测试用例的完成，测试管理系统提供以下状态：
 通过
 失败
 有条件的通过
那么测试分析师需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这些状态的具体含义，同时在使用这些状态时保持一致。“有条件
的通过”是否意味着发现了缺陷，但是这个缺陷并不影响系统的功能？如果是一个会导致用户疑惑的易
用性的缺陷呢？如果通过率是一个“必须”的出口准则，那么将一个测试用例算作“失败”而不是“有
条件的通过”将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必须考虑那些虽然被标为“失败”，但并不是由于缺陷引起
的测试用例（例如：没有正确的配置测试环境）。当有人对被跟踪的度量指标或者状态数据的使用出现
疑惑时，测试分析师必须和测试经理一起进行澄清，以保证被跟踪的信息的正确性以及在整个项目中的
一致性。
通常在测试周期中，测试分析师被要求提供状态报告，同时也会在测试结束时参与最终的测试报告编写。
这需要从缺陷和测试管理系统中收集度量数据，同时评估整个覆盖率和过程。测试分析师应该能够使用
这些工具，并为测试经理提供所需的额外信息。

1.9 测试结束活动
一旦决定测试执行活动结束，应该保存最重要的测试结果并且需要传递给相关人员或者归档。这些都是
属于测试结束活动。测试分析师需要参与将工作产品交付给所需要的人。例如：应该将已知的、遗留的
或者接受的缺陷告诉要使用和对系统的使用提供支持的人。测试和测试环境应该提交给负责维护测试的
人。回归测试集（自动的或者手工的）也是一个工作产品。关于测试工作产品的信息必须清晰的文档化，
包括适当的链接和授予适当的访问权限。
测试分析师也应该参与回顾会议（“经验教训”）。回顾会议上，记录重要的经验（既包括在测试项目
中的，也包括贯穿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并有计划的对“好的”经验进行强化，对“坏的”经验
进行规避（至少要控制）。测试分析师是这些回顾会议所需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并能够提供正确的过程
改进信息。如果只有测试经理参加这样的会议，那么测试分析师必须通过测试经理把相关的信息传递过
去，以保证项目信息的正确性。
配置管理系统中的工作产品、结果、日志、报告和其它文档必须归档。这些任务常常由测试分析师来完
成，是非常重要的测试结束活动，尤其是这些信息在将来的项目中还需要继续使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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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测试经理通常来决定应该归档哪些信息，但是测试分析师也需要思考如果将来这个项目需要重新开
始，哪些信息是需要的。在项目结束的时候考虑这些信息要比将来这个项目重新开始时再来考虑，可以
节约大量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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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试管理：测试分析师的职责 – 90 分钟.
关键字
产品风险（product risk），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风险识别（risk identification），风险级别
（risk level），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风险缓解（risk mitigation），基于风险的测试（riskbased testing），风险监督（test monitoring），测试策略（test strategy）

测试管理的学习目标：测试分析师的职责
2.2 测试进度监控
TA-2.2.1

（K2）解释测试过程中必须跟踪的各种信息类型，以进行足够的项目监控

2.3 分布式测试，外包测试与内包测试
TA-2.3.1

（K2）举例说明在 24 小时持续工作的测试环境下进行良好的沟通

2.4 测试分析师在基于风险的测试中的任务
TA-2.4.1
议

（K3）在给定的项目环境中，参与风险识别，开展风险评估和提供合适的风险缓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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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介绍
测试分析师需要在很多领域与测试经理相互合作并为他提供数据，本节将关注测试分析师在测试过程中
作为主要贡献者的一些特定领域。测试经理将从测试分析师得到所需要的信息。

2.2 测试过程的监视和控制
测试进度主要从 5 个维度进行监视：
 产品（质量）风险
 缺陷
 测试
 覆盖率
 信心
在项目或者运营过程中，测试分析师可以且经常以特定的方式测度并报告产品风险、缺陷、测试和覆盖
率。尽管可以通过调查的方式测度信心，但它经常是以主观方式进行报告。收集信息以支持这些度量是
测试分析师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保证这些数据的正确性非常重要，因为不正确的数据会生成不正确的趋
势信息，也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更有甚者，不正确的数据将会导致不正确的管理决策，并损害测试
团队的可信性。
在采用基于风险的测试方法时，测试分析师需要跟踪：
 哪些风险已经通过测试得到了缓解
 哪些风险被认为是没有得到缓解
风险缓解的跟踪经常通过工具来实现，该工具也跟踪测试完成率（例如：测试管理工具）。这就要求将
识别的风险映射到测试条件，再映射到测试用例，假如执行该测试用例并通过了，那么风险就得到了缓
解。通过这种方式，更新测试用例就自动的更新了风险缓解信息。这既可以通过手工测试也可以通过自
动化测试的方式实现。
缺陷跟踪经常是通过缺陷跟踪工具来实现。在记录缺陷的同时，缺陷的特定分类信息也会记录在案。这
些信息用来生成趋势图表，以显示测试的进度与软件的质量。分类信息将会在缺陷管理章节进行详细讨
论。生命周期可能会影响记录的缺陷文档数量，以及用来记录信息的方法。
在开展测试活动过程中，测试用例的状态信息必须记录在案。这通常由测试管理工具来实现，在需要的
时候也可以通过手工的方式完成：
 测试用例创建状态（例如：已设计的，已评审的）
 测试用例执行状态（例如：通过的，失败的，被阻塞的，被忽略的）
 测试用例执行信息（例如：日期与时间，测试人员名字，使用的数据）
 测试用例执行附件（例如：屏幕截取，附属日志）
根据识别的风险项，测试用例应该被映射到它们验证的需求条目。测试分析师需要记住：假如测试用例
A 映射到需求 A，并且该测试用例是唯一映射到该需求，当测试用例 A 执行并且通过，那么针对需求 A
的验证就可以认为是完成了，这一点很重要。这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多
个测试用例才能完全验证需求，由于时间限制，只创建了部分测试用例。举个例子，假如需要 20 个测
试用例才能完全验证某个需求的实现，但只生成和执行了 10 个测试用例，此时需求覆盖率信息显示为
100%覆盖，而实际上只达到了 50%。正确的覆盖率跟踪与需求的评审状态跟踪可以用来对信心进行测
度。
信息记录的数量与详细程度依赖于多个因素，包括软件开发生命周期模型。例如，在敏捷项目中，由于
团队之间的紧密合作及更多的面对面沟通，记录的状态信息就会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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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布式测试，外包测试与内包测试
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测试工作都是由一个测试团队单独完成的，他们是项目团队成员的组成部分，
并且和项目团队的其他成员处在同一个工作场所。如果测试工作分散在不同地点，那么可以称之为分布
式测试，如果测试工作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称之为集中式测试。若测试工作在（有别于项目团队所在
地）一个（或多个）地点，由非项目成员承担，那么可以称之为外包测试。若测试工作由其他与项目团
队在项目同一地点的非项目成员承担，那么称之为内包测试。
当项目的工作是由分布在不同地点或者由多个公司的测试团队完成时，测试分析师必须特别关注有效的
沟通与信息共享。有些组织以“24 小时连续测试”的模式进行工作，在这种模式下，一个时区的测试团
队会将工作移交到另一个时区的测试团队，以保证测试工作可以连续进行。这就要求对测试分析师的移
交与接受工作进行专门的计划。良好的计划对于理解职责是重要的，但确保正确的信息可用更是至关重
要。
当口头交流不可行的时候，书面沟通将是必须的。这意味着邮件、状态报告与测试管理和缺陷跟踪工具
的有效使用是必须的。假如测试管理工具允许将测试任务指派给测试人员，那么它同样可以作为进度安
排的工具，并且以简单的方式在测试人员之间移交工作。在需要的时候，正确记录的缺陷可以移交给同
事进行后续的跟踪。对于无法依赖人与人之间直接交互的组织，有效使用这些沟通系统将是至关重要的。

2.4 测试分析师在基于风险的测试中的任务
2.4.1 概述
通常来说，测试经理全权负责基于风险的测试策略的建立与管理。测试经理经常会要求测试分析师参与
这些工作，以确保基于风险的测试方法可以正确实施。
测试分析师应该主动参与下面这些基于风险的测试活动：
 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
 风险缓解
这些任务以迭代的方式开展，并贯穿于项目生命周期以处理暴露出来的风险、变更优先级，以及有规律
地评估与沟通风险状态。
测试分析师应该在测试经理为项目建立的、基于风险的测试框架下工作。测试分析师应该贡献他们在业
务领域风险方面的知识，这些风险根植于项目中，例如与安全、商业和经济以及政治因素相关的风险。

2.4.2 风险识别
通过广泛邀请可能的项目干系人代表，这样在风险识别过程中会发现尽可能多的重要风险。由于测试分
析师经常在被测对象特定业务领域拥有独特的知识，因此他们特别适合指导业务专家和用户的评审，独
立的评估，以及使用风险模板开展风险研讨会，与潜在的和当前的用户开展头脑风暴，定义测试检查表
与收集以前类似系统或项目的经验。特别强调的，测试分析师应该与用户和其他领域专家紧密合作，以
确定测试中需要覆盖的业务风险区域。测试分析师识别潜在风险可在用户及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方面
提供特别的帮助。
项目中可能被识别的风险包括：
 软件功能的正确性问题，例如不正确的计算
 易用性问题，例如键盘快捷键不足
 易学性问题，例如在关键决策点缺少针对使用者的指南
测试特定质量特性的内容将在本大纲的第 4 章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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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是尽量识别尽可能多的相关风险，而风险评估是研究这些被识别出的风险，特别是将这些风险
明确分类并确定每个风险的可能性及影响。
确定风险级别通常涉及风险的评估，即针对每个风险条目，确定其可能性和影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一
般指被测系统中存在潜在问题的可能性，并且这些问题是系统处于生产阶段被发现的。换句话说，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起源于技术风险。技术测试分析师应该致力于发现和理解每个风险条目的潜在技术风险级
别，而测试分析师应该致力于理解风险发生时的潜在商业影响。
风险发生的影响是指风险的发生对用户、客户或其它项目干系人影响的严重性。换句话说，它起因于商
业风险。测试分析师应该致力于识别与评估每个风险项的潜在商业领域的或者用户影响。影响商业风险
的因素包括：
 受影响功能的使用频率
 商业损失
 潜在的金融、生态或社会方面的损失或法律责任
 民事或刑事法律制裁
 安全方面的考虑
 罚款，失去经营执照
 缺少合理的变通
 功能的可视性
 可视的失效导致负面宣传和潜在的形象受损
 客户流失
根据给定的有效风险信息，测试分析师需要根据测试经理建立的指南确定商业风险的级别。级别可以通
过定性（例如：低，中等，高）或者定量的方式进行分类。除非有一种方式可以以定义的尺度客观的测
度风险，否则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定量测度。准确的测度可能性/概率和成本/后果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因
此确定风险级别通常是以定性的方式开展的。数字也可以指定给定性值，但这并不代表是真正的定量测
度。例如，测试经理可能决定商业风险的分类取值是从 1 到 10，其中 1 代表最高，即影响商业的风险
最高。一旦指定了可能性（技术风险的评估）和影响（商业风险的评估），就可以将这些值相乘得到每
个风险项的风险级别。而这些风险级别可以用来对风险缓解活动进行优先级划分。一些基于风险的测试
®
模型，例如 PRISMA [vanVeenendaal12]，并没有组合风险值，它允许测试方法分开处理技术与商业
风险。

2.4.4 风险缓解
测试分析师在整个项目阶段，需要探索开展下面的活动：
 降低产品风险：其手段包括使用可以明确证明测试条目通过或失败的良好的设计测试用例，积
极参与软件工作产品的评审，例如，需求、设计和用户文档
 实施在测试策略和测试计划中所定义的适当的风险缓解活动
 根据项目演进过程中收集的额外信息，在需要的时候重新评估已知的风险，分别调整可能性和
影响程度，或者同时调整。
 根据测试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识别新的风险
针对人们谈论的产品（质量）风险，测试是减轻该类风险的一种方式。测试人员可以通过发现缺陷，根
据其提供的已知缺陷的认识和在发布之前修复缺陷的机会来降低风险。假如测试人员没有发现缺陷，则
测试活动确保了在特定条件下（即已经测试过的条件）被测系统能正确工作，从而也降低了风险。测试
分析师通过收集准确测试数据、创建和测试真实的用户场景以及开展或负责监督易用性研究的机会协助
确定风险的缓解方法。
2.4.4.1 测试优先级
风险级别也可以用于确定测试优先级。测试分析师可能认为一个会计系统内交易的准确性属于高风险区
域。因此，为了减轻风险，测试人员需要和其他业务领域专家紧密合作以收集一组样本数据来处理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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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其正确性。类似地，测试分析师可能认为新产品的易用性问题是个最大风险。测试分析师可以在集成
测试级别期间优先开展易用性测试，以在测试的早期帮助识别与解决易用性问题，而不是等到验收测试
才发现这些问题。必须在计划阶段尽早考虑优先级，这样才能保证在进度计划规定的时间内能够覆盖必
需的测试。
在某些情况下，所有高风险的测试都应该首先执行，当所有高风险的测试执行后，低风险的测试才会执
行。测试执行顺序应严格地根据风险级别来制定并执行（也称作“深度优先”），在其它情况下，测试
优先级可以根据抽样方法来制定。抽样方法就是选择一个根据不同风险权重的测试样本，使得测试样本
可以覆盖到所有已识别的风险。用风险覆盖率评估选出的测试样本，保证每个风险至少能被覆盖到一次
（通常称作“广度优先”）。
无论基于风险的测试是深度优先还是广度优先，分配给测试的时间都可能不足，无法执行所有的测试。
基于风险的测试使得测试人员能以剩余风险级别的方式向管理人员报告当前测试状态，让管理人员决定
是否要增加测试时间或将剩余的风险转移给用户/客户、服务/技术支持人员和/或运营人员。
2.4.4.2 为后续测试周期调整测试
在开始测试实施之前，风险评估不是一次性的活动，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个未来的计划测试周期都
需要考虑新的风险分析，并考虑下面的因素：
 任何新增的或有很大变化的产品风险
 测试中发现的不稳定或易产生错误的区域
 修复缺陷带来的风险
 测试中发现的典型缺陷
 已测试过，但测试不充分的区域（测试覆盖低）
假如分配了额外的测试时间，可以扩展风险覆盖到低级别的风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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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技术- 825 分钟
关键字：
边界值分析（BVA）（boundary value analysis (BVA)），因果图（cause-effect graphing），基于检查
表 测 试 （ checklist-based testing ） ， 分 类 树 方 法 （ classification tree method ） ， 组 合 测 试
（combinatorial testing），决策表测试（decision table testing），缺陷分类（defect taxonomy），基
于缺陷的技术（defect-based technique），域分析（domain analysis），错误推测（error guessing），
等价类划分（equivalence partitioning），基于经验的技术（experience-based technique），探索性测
试（exploratory testing），正交矩阵（orthogonal array），正交矩阵测试（orthogonal array testing），
结对测试（pairwise testing），基于需求的测试（requirements-based testing），基于规格说明的技术
（ specification-based technique ） ， 状 态 转 换 测 试 （ state transition testing ） ， 测 试 章 程 （ test
charter），用例测试（use case testing），用户故事测试（user story testing）

测试技术的学习目标
3.2 基于规格说明技术
TA-3.2.1 （K2）解释因果图的应用
TA-3.2.2 （K3）使用等价类划分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
要求。
TA-3.2.3 （K3）使用边界值分析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
要求。
TA-3.2.4 （K3）使用决策表分析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
要求。
TA-3.2.5 （K3）使用状态转换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要
求。
TA-3.2.6 （K3）使用分类树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要求。
TA-3.2.7 （K3）使用结对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要求。
TA-3.2.8 （K3）使用用例测试（use case）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
盖的要求。
TA-3.2.9 （K3）阐述在敏捷开发项目中如何利用用户故事来指导测试
TA-3.2.10 （K3）使用域分析的测试设计技术，对给定的规格说明项编写测试用例以达到测试覆盖的要
求。
TA-3.2.11 （K4）分析系统或需求规格说明，以确定发现缺陷的可能类型并选择合适的基于规格说明测
试技术。

3.3 基于缺陷技术
TA-3.3.1 （K2）描述基于缺陷测试技术的应用，区分它与基于规格说明测试技术在使用上有什么不同。
TA-3.3.2 （K4）采用一个好的缺陷分类判断标准，分析一个具体的缺陷分类例子是否适用于给定的场景。

3.4 基于经验技术
TA-3.4.1 （K2）解释基于经验测试技术的原则，并列出与基于规格说明和基于缺陷技术相比较的优缺点。
TA-3.4.2 （K3）对一个给定的场景使用探索性测试并阐述如何报告一个测试结果。
TA-3.4.3 （K4）对于一个给定的项目情况，为达到特定目标，确定使用哪些基于规格说明、基于缺陷或
基于经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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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简介
本章涉及的测试设计技术包括如下类型：




基于规格说明（或基于行为，或黑盒）
基于缺陷
基于经验

这些技术都是互补的，并且可以使用在任何给定的测试活动和任何正在运行的测试级别。
注意:所有这三类测试设计技术可以用于测试功能性的和非功能性的质量特性。非功能性的测试技术将在
下一章节讨论。
在如下的章节中讨论的测试设计技术主要集中在如何选取最佳的测试数据（比如:等价类的划分）或如何
导出测试顺序（比如：状态模型）。通常是结合各种技术来编写完整的测试用例。

3.2 基于规格说明技术
基于规格说明的技术通过分析组件或系统的测试依据，而不关注它们的内部结构，来获得测试条件并导
出测试用例的一种方法。
基于规格说明的技术其共同特性有：



在测试设计过程中根据测试技术构建模型，例如状态转换图和决策表
从这些模型中能系统地导出测试条件。

有些技术还提供覆盖准则，用来度量测试设计和执行工作。完全满足覆盖准则并不意味着整个测试集的
完成，而是说明该模型在当前技术下，增加测试用例对提高测试覆盖率并没有帮助。
基于规格说明的测试通常是基于系统需求文档。因为需求规格说明中规定了系统的行为，特别在功能领
域，而从需求中得到的测试常常是测试系统行为的一部分。有时候有些需求并没有明确的写在文档里，
它们是隐含的需求，比如说，取代一个遗留系统的功能。
有不少基于规格说明的测试技术。这些技术针对不同的软件类型和场景。本节接下来将讨论这些技术的
适用范围、局限性、测试分析师可能遇到的困难、度量测试覆盖率的方法以及对应（能发现）的缺陷类
型。

3.2.1 等价类划分
等价类划分（EP）用于降低测试用例数，这类测试用例有效地测试软件的输入、输出、内部值和时间相
关值的处理。划分是用来创建等价类（通常称作等价类划分），等价类划分将数据分成不同的组，软件
会用相同的方式处理同组内的任何数据。假定要覆盖同一等价类中的所有数据，只需从这些数据中选取
一个代表值。
适用范围
这种技术可以用于任何测试级别，当程序会采用同样方式处理待测数据集合中的任何一个数据，而这些
数据是相互独立的时候尤其适用。也可简单划分有效等价类的和无效等价类（数据对被测软件来说是无
效的）。这种技术与边界值分析结合，测试数据扩展包含等价类的边界值之后威力更强。这种技术普遍
用于新版本或新发布的冒烟测试，因为它可以快速确定基本功能是否工作。

局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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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假设不当，等价类中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完全一样，采用这样的技术可能会遗留缺陷。所以小心划分
等价类非常重要。例如，输入可为正数，也可为负数的时候，最好将正数、负数划为两个不同的等价类，
因为计算机对正数负数的处理有可能不同。根据是否允许零，还有可能增加一个等价类。理解隐含的处
理方式以更好的划分等价类对测试分析师很重要。
覆盖率
覆盖率等于有被测代表值的等价类个数除以总的识别出的等价类个数。测试同一等价类的多个代表值不
会增加测试覆盖率。
缺陷类型
这种技术可以发现在处理不同数据时的功能缺陷。

3.2.2 边界值分析
边界值分析（BVA）用于测试有序等价类边界上的数据。有两种边界值分析法：二值测试法或三值测试
法。二值测试法，取一个边界值（正好在边界上的值），一个刚刚超过边界的值（可能的最小增幅）。
例如，如果等价类的值域是1到10，步长是0.5，上界的边界值为10和10.5，下界的边界值为1和0.5。边
界定义为等价类值域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三值测试法，取一个不超过边界、一个在边界上、一个超过边界的值。在上面的例子中，上界为9.5、
10和10.5，下界为：1.5、1和0.5。采用二值测试法还是三值测试法取决于被测项的风险大小。风险高
的采用三值测试法。
适用范围
该技术可用于任何级别的测试，尤其适用于有序的等价类。要求有序是因为要求在边界上和略超过于边
界。例如，一组数字的等价类是有序的，所有矩形组成的等价类是无序的并且没有边界值。除了数字范
围之外，边界值分析可以用于：
 非数值变量的数值特性（如，长度）
 循环（包括在用例中的循环）
 存储的数据结构
 物理对象（包括内存）
 由时间确定的活动
局限/困难
由于该技术的精确性取决于等价类划分的精确性，它的局限和困难与等价类相仿。测试分析师必须注意
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的增幅以便于精确地定义测试数据。只有有序的等价类可以做边界值分析，但这并
不妨碍对某个范围内有效输入的分析。例如，测试电子表格支持的单元格数量，一个包含可以允许的最
大单元格数量（边界）的等价类，而另一个等价类则从超过这个边界 1 个单元格（超过边界）开始。
.
覆盖率
覆盖率等于测试的边界条件总数除以识别的边界条件总数（二值测试法或三值测试法）。这就提供了边
界测试的覆盖百分率。
缺陷类型
边界值分析总能发现边界的位移或遗漏，也可能会发现额外的边界情况。这种技术可用于发现处理边界
值，尤其是小于和大于逻辑错误（即位移）的缺陷。它也可以用来寻找非功能性缺陷，例如负载限制的
容差（如，系统支持10,000个并发用户）。

3.2.3 决策表
决策表是用来测试组合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决策表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法来测试验证所有相关条件组
合和验证被测软件所有可能组合的操作。决策表测试的目标是确保每个条件、关系和约束的组合被测试
到。当试图测试每个可能的组合时，决策表可能会变得非常庞大。智能地将所有可能组合减少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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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组合，这种方法被称为精简的决策表测试。使用这种技术时，为生成不同的输出可以通过
移除与结果不相关的那些条件来减少组合，冗余的测试或不可能出现的那些条件组合的测试已被删除，
留下的是那些会产生不同输出的组合。采用完整的决策表，还是精简的决策表通常取决于风险。
[Copeland03]
适用范围
此技术一般适用于集成、系统和验收测试级别。根据代码的不同，如果组件是负责一组决策逻辑时，此
技术也可用于这类组件的组件测试。当需求定义采用流程图和业务规则表时，特别适合使用这种技术。
决策表也是需求定义的一种技术，有些需求规格规范说明已经采用了这种形式。即便需求不是以流程图
或决策表描述，条件组合可能用叙述的方式表达。重要的是在设计决策表时应该考虑所有的条件组合包
括那些没有写明但确实存在的条件组合。为了设计一个有效的决策表，测试人员必须能够获得在规范或
测试准则内所有条件组合的期望结果。只有当所有参与交互的条件都考虑到了，决策表才成为一个好的
测试设计工具。
局限/困难
找出所有参与交互的条件具有挑战性，尤其当需求定义不完善，或者根本不存在时。准备了一组条件但
发现期待的结果还是未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覆盖率
假定所有可能的条件组合都记录在列中，并且不存在复合条件，则决策表的最小测试覆盖是每列有一个
测试用例。从决策表导出测试用例时，考虑应该测试的边界条件也很重要。这些边界条件可能会导致对
需要充分测试的软件增加一定数量的测试用例。充分的边界值分析、等价类划分是与决策表技术相互补
充的。
典型的缺陷
典型的缺陷包括对特定条件组合不正确的处理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建立决策表的时候，可以发现在
规格规范说明中的缺陷。最常见的缺陷是遗漏（没有有关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如何反应的信息）和矛盾。
测试也能发现某些条件组合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

3.2.4 因果图
因果图可以从各种描述程序功能逻辑（规则）的资源中导出，如从用户故事、流程图等。因果图有助于
获得程序逻辑结构的概图，典型地用做决策表的基础。用因果图和/或决策表捕获决策可以让我们系统地
达到程序逻辑所需要的测试覆盖。
适用范围
因果图适用的测试级别和情况与决策表一样。尤其是因果图展示了条件组合引起的结果（因果关系）和
排斥的结果（非），多个条件均为真引起的特定结果（与）和某一条件为真引起的特定结果（或）。这
些关系通过因果图表达显然比通过描述更直观。
局限/困难
相比其它测试技术，学习因果图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求工具的支持。因果图的作者和读者必须
理解因果图的特定表达符号。
覆盖率
每个可能的因到果的线包括条件的组合都被测试到才能达到最小的覆盖。因果图包括对数据和逻辑流的
限制。
缺陷类型
因果图发现的缺陷类型与决策表发现的一样。另外，生成图像有助于定义测试依据所需的详细程度，从
而帮助改进测试依据的详细程度和质量，并帮助测试人员识别缺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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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状态转换测试
状态转换测试用于测试软件通过有效或无效的转换进入和退出定义的状态的能力。事件引起软件从一个
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并执行相应的行动。事件可以是满足某些影响转换路径的条件（有时也叫关条件
/guard conditions 或转换关/transition guards）。例如，用有效用户名和密码组合的登录事件与用无效
密码组合的登录事件引起的转换是不同的。
状态转换可以用显示所有状态间有效转换的状态转换图来追踪，也可以用显示所有有效和无效转换的状
态转换表来跟踪。
适用范围
状态转换测试用于测试有定义的状态和引起状态转换的事件（比如变化的屏幕）的软件。可以用于任一
测试级别。嵌入式软件，web软件和任何类型的状态转换软件都是这类测试技术的理想候选对象。控制
系统，比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也是这类测试的理想对象。
局限/困难
定义状态表或状态图时确定状态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当软件有一个用户界面，为用户显示的各种画面
经常被用来定义状态。嵌入式软件，状态可能会依赖于硬件所处的状态。
除了状态本身，状态转换测试的基本单位是单个转换，也为0-切换。简单测试所有转换，会发现一些状
态转换缺陷，通过测试转换序列可以发现更多的缺陷。连续两次转换的序列被称为1-切换，连续三次转
换序列是2-切换，等等。这些转换有时也被命名为N-1切换，其中N代表将走过的转换数目。例如，一个
单一的转换（0-切换），描述为一个1-1切换。 [Bath08]
覆盖率
相对与其他类型的测试技术而言，这个技术的测试覆盖率分层次。可接受的最低覆盖率是到过每个状态
和遍历每一个转换。 100％的转换覆盖（又称100％的0-切换覆盖或100％的逻辑分支覆盖）将保证访问
了每个状态和遍历每个状态转换，除非系统设计或状态转换模型（图或表）有缺陷。根据状态和转换之
间的关系，它可能需要不止一次穿越一些转换以执行一次其他转换。
“n-切换覆盖”指覆盖状态转换的数目。比如：100%的1-切换覆盖要求每个由两次成功转换组成的有效
序列至少被测试了一次。这样的测试可以发现100%的0-切换覆盖遗漏的失效。
“往返覆盖”在转换序列形成循环的情况下适用。实现100％往返覆盖意味着从任何状态出发又回到原
来相同状态的所有循环被测试到。这必须测试循环中包含的所有状态。
尝试包括所有无效的转换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覆盖率。覆盖要求和状态转换测试的覆盖集必须确定是否
包括无效的转换。
缺陷类型
典型的缺陷，包括在目前状态不正确的处理，这可能是以前的状态处理不正确的或不支持的转换、没有
出口的状态、所需的状态与转换不存在等情况所引起的结果。在创建状态机模型时可能发现在规格说明
文档中的缺陷。此种技术可以发现的缺陷中最常见的类型是遗漏（没有提供在某些情况下应该发生什么
的信息）和矛盾。

3.2.6 组合测试技术
当软件测试使用多个参数，每个参数有多个值，值的组合太多，以至于要完全测试这些组合在时间上根
本不可行，这时可以采用组合测试技术。这里的参数必须是独立的和兼容的，任何参数的任何选项可以
与任何其他参数的任何选项组合。如果某些选项是不相容的，则分类树允许某些组合被排除在外。这并
不假设组合中的因素互不影响，他们可以影响，但其影响是可接受的。
组合测试提供了一种手段，确定了适合这些组合的子集实现了预定的覆盖水平。测试分析师可以选择在
组合中的值，可以是单个值、成对值、三个值或以上[Copeland03]。有许多工具可用来帮助完成这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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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测试分析（详见www.pairwise.org）。这些工具需要列出参数和他们的值（成对的和正交阵列）或
以图形的形式表示（分类树）[Grochtmann94]。成对测试是用于测试双变量组合的方法。正交阵列预定
义的精确计算的数据表，测试分析师可以选取测试值取代数组中的变量，生成组合集合，以实现定义的
测试覆盖水平[Koomen06]。分类树工具可以让测试分析师决定组合的大小（即两个值的组合，三个值
组合等）。
适用范围
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测试情形体现了参数组合太多的问题。有些测试用例有许多参数，每个参数有一系列
可取值。比如屏幕有几个输入字段，这时，测试用例的输入数据就是参数值的组合。还有一些系统的配
置是多维的，因此形成了很大的配置空间。在这两种情况下，组合测试可以识别出一个大小适当的子集。
如果参数可以取很多值，应该先通过等价类分析或其他的选择机制来减少每个参数的测试值，然后再使
用组合测试来降低组合的测试值子集。
这些技术通常应用在集成测试级别、系统测试级别和系统集成测试级别。
局限/困难
这些技术的主要限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几个测试结果代表了所有测试结果和预期。如果某些参数之
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交互，假如没有测试到这样的组合，就可能遗漏某些缺陷。这些技术很难向一个非
技术性人员解释，因为他们可能不明白这些用于减少测试工作量的逻辑。
有时很难确定参数和它们各自的值。手动寻找一个组合的最小集合并满足一定程度的覆盖很困难。通常
会使用工具去找组合的最小集合。有些工具支持在最终选择时强迫加入或排除一些（分）组合。测试分
析师根据领域知识或产品使用信息可用该功能强调或不强调某些因素。
覆盖率
覆盖分多层。覆盖率最低的被称为 1-维（1-wise）或单覆盖，它要求每个参数的每个值至少在所选择的
组合中出现一次。下一个更高层的覆盖被称为 2-维（2-wise）或成对覆盖，它要求任意两个参数的每一
对值至少包含在一个组合中。以此类推到 n-维覆盖，这就要求选定组合中包括任何 n 参数值的所有子组
合。n 越大，要达到 100％的覆盖率的组合也就越多。这种技术的最小覆盖是对工具生成的每个组合编
一个测试用例。.
缺陷类型
这类测试发现的常见缺陷为：与多个参数值组合相关的缺陷。

3.2.7 用例测试
用例测试模拟系统行为提供事务性的、基于场景的测试。用例定义了参与者和系统之间为达到某种目的
进行的互动。参与者可以是用户也可以是外部系统。
适用范围
用例测试一般被用于系统测试和验收测试级别。视集成水平高低也可以被用于集成测试，视组件的行为
甚至也可以被用于组件测试。用例测试常作为性能测试的基础，因为它更接近系统的真实使用。用例中
描述的场景有可能会被分配给虚拟用户来生成系统实际的负载。
局限/困难
用例必须与真实使用相吻合才能保证测试的有效性。这类信息应该来自用户或用户代表。用例如果不精
确的反映实际用户的行为就降低了用例的价值。精确定义不同的替代路径（流）对测试的覆盖率很重要。
用例可以作为指导书，但不是完整的测试定义，因为它也许不能提供所有需求的清晰定义。在其它建模
过程中用例也是非常用用的，比如从用例描述到画出流程图、从用例描述到改善测试的正确性以及对用
例本身的验证。
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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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的最小覆盖为：每个主路径（正向）一个测试用例，每个替代路径（流）一个测试用例，替代路径
包括例外和失效路径，替代路径有时也表示为主路径的扩展。覆盖率百分比为测试的路径除以主路径和
替代路径的和。
缺陷类型
缺陷包括定义的场景处理不当、错过的替代路径处理、现有条件下处理不正确或处理不恰当或不正确的
错误报告。

3.2.8 用户故事测试
在一些敏捷方法中，如Scrum，需求是以用户故事的形式呈现，主要描述在一个迭代中可以设计、开发、
测试和演示的小的功能单元[Cohn04]。这些用户故事包括要实现的功能描述、非功能性标准以及用户故
事完成所必须满足的验收标准。
适用范围
用户故事主要用于敏捷和类似迭代和增量的环境。它们用于功能测试和非功能测试。用于所有级别的测
试，期望开发人员在交付代码给下一级测试（例如，集成测试，性能测试）之前向测试团队成员演示为
用户故事实现的功能。
局限/困难
因为故事是功能的小增量，有可能要求有驱动程序和桩，以实现交付的功能件测试。这通常需要编程能
力和使用有助于测试的工具，比如API测试工具。创建驱动程序和桩通常是开发人员的责任，虽然技术
测试分析师也可以参与编码，并利用API测试工具。如果像大部分敏捷项目那样使用持续集成模型，对
驱动和桩的需求降至最低。
覆盖率
用户故事的最低覆盖为验证每个定义的验收标准都已满足。
缺陷类型
通常是该软件没有提供指定功能的功能性缺陷。也可能在新故事与已经存在的功能集成时出现问题。因
为故事可以独立开发，所以可能会发现性能、接口和错误处理的问题。对测试分析师而言执行个体的功
能测试和随时进行新故事发布的集成测试是非常重要的。

3.2.9 域分析
域是一个定义的值的集。集可以是一个单变量的值域范围（一维域，例如，“在24岁以上和66岁以下的
男子”），或是相互作用的几个变量的值域（多维域，如范围“男性年龄在24以上66岁以下，体重在69
公斤以上，90公斤以下”）。每个多维域的测试用例对于每个参与的变量都必须定义相应的值。
一维域的分析通常使用等价类划分和边界值分析。一旦定义了区域，测试分析师从每个区域中选取一个
界内值（IN），一个界外值（OUT），一个边界值（ON），一个刚好出边界的值（OFF）。通过确定
这些值，也就是根据这些边界条件测试每个区域 [Black07]。
在多维域的情况下，用等价类和边界值等方法生成的测试用例数会随着变量数增长呈指数上升，而采用
域分析方法测试用例数呈线性增长。此外，这种形式化的方法结合了缺陷理论（失效模式），这正是等
价类划分和边界值分析所缺乏的，所以即便采用了规模较小的测试集，仍能发现多维域的缺陷，而较大
的启发式测试集反而可能会遗漏这些缺陷。当处理多维域，测试模型可以构建一个决策表（或“域矩
阵”）。如果是超过3维的多维域，确定测试用例输入值可能需要计算机支持。
适用范围
域分析结合决策表、等价类和边界值可以生成较小的测试集，该集覆盖了重要的和容易失效的区域。这
种技术常常用在潜在互动变量太多，决策表变得很庞大的时候。任何测试级别都可以使用域分析，但大
部分时候用在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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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困难
做完整的域分析需要对软件有非常深入的理解，以确定不同域和域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如果一个域无
法识别或确认，则测试会明显不足，但由于OFF和OUT变量可能会降落在未被发现的域，使得这些域很
容易被发现。当和开发人员一起定义测试范围时，域分析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技术。
覆盖
域分析中的最小覆盖是对应于每个域的IN、ON、OFF和OUT值都有一个测试用例。当值出现重叠时
（例如，一个域的输出值是在另一个域的输入值），没有必要重复测试。正因为如此，平均到每个域的
具体测试用例数往往是小于四的。

典型缺陷
发现的缺陷包括域内的功能性问题、边界值处理，变量交互问题和错误处理（特别是当值不在有效区域
内时）。

3.2.10 不同技术的组合
有时可以组合不同的技术创建测试用例。例如，对决策表中所确定的条件还可能做等价类划分，以发现
可能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的多种方式。测试用例不仅覆盖每个条件组合，当条件分成等价类后，可以生成
额外的测试用例覆盖等价类。当选择特定的技术时，测试分析师应考虑技术的适用范围，限制和困难，
测试覆盖和缺陷探测目标。有些情况下可能不存在单一的“最佳”技术。假定有足够的时间和正确运用
技术的技能，组合各种技术后，往往能提供最完整的覆盖。

3.3 基于缺陷的技术
3.3.1 基于缺陷的技术
基于缺陷的测试设计技术是以发现的缺陷类型为基础，根据已知的缺陷类型来系统地获取测试用例的技
术。与基于规格说明的测试，即从规格说明导出测试用例的技术不同，基于缺陷的测试根据缺陷分类
（也可以是分类列表）导出测试用例，而这个分类也许和要测试的软件本身完全无关。分类可以包括缺
陷类型、根源、失效症状和其他缺陷相关数据等清单。基于缺陷的测试也可以把识别的风险和风险场景
清单作为测试的基础。该测试技术允许测试人员针对特定的缺陷类型，也可以通过对已知和常见的特定
类型缺陷的分类系统地测试。测试分析师运用分类数据决定测试目标，找出特定类型的缺陷。通过这些
信息，测试分析师生成能触发失效的测试用例和测试条件，如果缺陷存在的话。

适用范围
基于缺陷的测试可以用于任何测试级别，通常用于系统测试居多。对不同类型的软件有标准的缺陷分类。
这种与产品类型无关的测试有助于利用工业标准知识获得特定的测试。坚持使用工业标准分类，就可以
对所有项目，甚至是在整个组织内对缺陷有关的度量进行跟踪。

限制/困难
存在多个缺陷分类，但也许只是关注某类测试，比如易用性。重要的是要采用已有的适合被测软件的分
类法。新的创新软件有可能没有现成的分类法。有些组织对可能的或常见的缺陷有自己的分类法。不管
采用什么分类法，重要的是在开始测试之前定义期望的覆盖。

覆盖
基于缺陷的技术也提供覆盖准则，以决定测试是否可以结束。作为比较特殊的技术，基于缺陷技术相比
基于规格说明的技术，其覆盖准则的系统性要弱一些。它先给出覆盖通则，而具体覆盖的界限如何定才
有意义则要酌情而定。覆盖准则并不意味整个测试集已完成，仅仅指所考虑的缺陷已不需要做基于此技
术的任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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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类型
发现的缺陷类型通常取决于所使用的分类法。如果采用用户界面类，大多数发现的缺陷可能与用户界面
相关，但作为副产品在具体测试中可以发现其它缺陷。

3.3.2 缺陷分类法
缺陷分类法是分类的缺陷类型列表。这些列表可以很通用，作为高层次的指南，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
例如，一个用户界面缺陷的分类可能包含通用项如功能、错误处理、图形显示和性能。详细分类包括了
所有可能的用户界面对象（特别是图形用户界面）的列表，并可以指定这些对象有哪些不当处理：




文本字段
o 不接受有效数据
o 接受无效数据
o 未验证输入长度
o 未检出特殊字符
o 用户的错误消息不够详细
o 用户无法纠正错误数据
o 规则不适用
日期字段
o 不接受有效日期
o 没拒绝无效日期
o 未验证日期范围
o 精密数据处理不正确（例如，hh:mm:ss）
o 用户无法纠正错误数据
o 规则不适用（例如，结束日期必须大于起始日期）

有许多缺陷分类，从可以购买到的正式分类到那些由各种组织为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分类。内部开发的缺
陷分类，也可用于针对特定组织内的常见缺陷。当创建一个新的缺陷分类，或为客户定制一个缺陷分类
时，首先确定目标或分类的目的很重要。例如，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识别已在生产系统中发现的用户界面
问题或识别输入字段处理的相关问题。
创建一个分类的步骤：
1. 创建目标，并确定所需的详细级别
2. 选择一个给定的分类作为基础
3. 定义在组织内部和/或从外部实践中经历过的值和共同的缺陷
分类越详细，开发和维护它的时间也就越多，但它会带来测试结果的高复用性。详细分类可以是有冗余
的，这让测试团队能够分解测试但不损失信息或覆盖。
一旦选择了适当的分类，就可以用来生成测试条件和测试用例。以风险为基础的分类，可以帮助测试把
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风险领域。分类也可用于非功能性测试，例如，易用性、性能等。分类列表可以从
各种刊物、IEEE、互联网中获得。

3.4 基于经验的测试技术
基于经验的测试利用测试人员的技能和直觉，以及他在类似应用程序或技术方面的经验。这些测试能有
效地发现缺陷，但不像其他技术那样适用于实现特定的测试覆盖率或生成可重复使用的测试程序。在系
统文件质量很差，测试时间被严格限制或测试团队对被测系统的了解非常资深专业的情况下，基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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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试相对于结构化的方法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基于经验的测试可能不适用于需要详细测试文档、
重复性高或能够准确评估测试覆盖率的测试。
当使用动态和启发式方法时，测试人员通常使用基于经验的测试，而且测试方法不是预先计划的，更多
是对事件的反应。此外，执行和评价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并发任务。一些结构化的测试方法相对于基于经
验的方法而言是不完全动态的，即创建测试不是在测试人员执行测试的同时进行。
注意：虽然针对此技术也有些覆盖的想法在讨论，但基于经验的技术不具有正式的覆盖准则。

3.4.1 错误推测法
当使用错误推测法时，测试分析师运用经验来猜测代码在设计和开发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错误。当识别了
预期的错误以后，测试分析师选出最好的方法来诱发缺陷。例如，如果测试分析师预计该软件在无效的
密码输入时将出现失效，测试将被设计成输入各种不同的值来验证密码字段错误是否存在并形成导致测
试运行时产生失效的缺陷。
除了作为测试技术，错误推测法也可以用在风险分析上，以确定潜在的失效模式。 [Myers79]
适用范围
错误推测法主要用于集成和系统测试，但可以用于任何测试级别。这种技术经常与其他技术一起使用以
扩大现有测试用例的范围。错误推测法也可以在新版本发布后，在执行更严格的测试和脚本测试之前使
用，用以有效地检测常见的失误和错误。清单和分类有助于指导测试。
局限/困难
覆盖率难以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测试分析师的能力和经验。这种方法最好由经验丰富、熟悉被测试
代码常见缺陷类型的测试人员来使用。错误推测法很常用，但经常没有记录，因此可能不如其他形式的
测试有利于重现。
覆盖率
当使用分类法时，覆盖由适当的数据故障和缺陷类型来决定。没有分类的话，覆盖受限于测试人员的经
验知识以及可用的测试时间。这种技术的错误发现量将取决于测试人员能否把握好问题区域。
缺陷类型
典型的缺陷通常在测试分析师定义的特定分类或“猜测”中，而这些缺陷用基于规格说明的测试方法可
能不会被发现。

3.4.2 基于检查表的测试
当采用基于检查表的检测技术时，经验丰富的测试分析师使用一个高层次的、广义的检查清单，罗列针
对产品验证需要注意的、检查的或提醒的事项，或验证产品的规则或标准。这些清单的建立基于一系列
标准、经验和其他因素。用户界面标准检查表作为测试应用程序的基础，是基于检查表测试的一个例子。
适用范围
一个熟悉被测软件或熟悉检查表覆盖的领域并具有经验丰富的测试团队在项目中采用基于检查表的测试
是非常有效的（例如，测试分析师有可能熟悉用户界面测试，但不熟悉特定的被测软件，同样可以成功
的运用用户界面检查表）。因为检查表是高层次的，而且往往缺乏通用测试用例和测试过程中的具体步
骤，测试人员的知识可以用来填补空白。从检查表中删除具体步骤，不仅维护成本低，而且可以应用到
多个类似的版本。检查表可用于任何级别的测试。也可用于回归测试和冒烟测试。
局限/困难
高级别检查表的特性可能会影响测试结果的重复性。不同测试人员对检查表的理解有可能不一样，从而
完成检查事项的方式也不一样。即使使用相同的检查表，也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可能会导致覆盖
面更广，但重复性有时会被牺牲。检查表也可能导致对达到的覆盖水平过于自信，然而实际上基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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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测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测试人员的判断。检查表可以从更详细的测试用例中导出，往往随着时间的
推移越来越大。检查表需要维护以确保该清单覆盖了被测试软件的重要方面。
覆盖率
覆盖率与检查表一样，但因为检查表比较抽象，会因执行检查表的测试分析师而出现不同的结果。
缺陷类型
用这种方法发现的典型缺陷包括通过数据的改变、顺序内步骤的变化或工作流程变更而引起的失效。由
于在测试过程中允许组合新的测试数据和流程，使用检查表可以帮助测试保持新鲜度。

3.4.3 探索性测试
探索性测试的特点是测试人员边学习有关的产品和它的缺陷，边计划、设计和执行测试，并报告结果。
测试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动态调整测试目标并准备少量文档。 [Whittaker09]
适用范围
良好的探索性测试是有计划的、互动的和创造性的。这种技术只需要少量的有关被测系统的文档，通常
使用在没有文档或文档不适用于其他测试技术的时候。探索性测试常作为其他测试技术的补充或作为开
发额外测试用例的基础。
局限/困难
探索性测试很难管理和安排时间表。覆盖率是零星的，可重复性差。在测试会话中使用章程指定覆盖区
域，使用时间盒（time-boxing）规定测试所允许的时间，是一个用于管理探索性测试的方法。在测试会
话或一系列会话结束时，测试经理可能会举行一次汇报会，收集测试结果，并决定下次测试会话的章程。
汇报会不适合大型测试团队或大型项目。
另一个困难是在测试管理系统中准确地跟踪探索性会话，有时创建测试用例其实就是探索性会话，这允
许对分配给探索性测试的时间和计划的测试覆盖与其它测试工作量一起进行跟踪。
由于探索性测试的可重复性差，这也导致发生问题时，需要记录步骤来重现失效。有些组织使用具有捕
获/回放功能的自动化测试工具，记录探索性测试所采取的步骤。这提供了探索会话（或任何基于经验的
测试会话）所有活动的完整记录。通过细节的挖掘，找到失效的真正原因可能很乏味，但至少有一个涉
及所有步骤的记录。
覆盖率
可以创建章程指定任务、目标和交付，然后计划试探性会话以实现这些目标。章程也可以确定测试的重
点，什么是测试会话的范围，哪些资源应致力于完成计划的测试。会话可以用来把重点放在特定的缺陷
类型和无需形式化脚本就可以测试的其他潜在问题区域。
缺陷类型
探索性测试中发现的典型缺陷是脚本化功能测试所遗漏的场景问题，功能边界之间的问题和与工作流程
相关的问题。探索性测试有时也能发现性能和安全问题。

3.4.4 运用最佳技术
基于缺陷和经验的技术需要将有关缺陷知识和其他测试经验应用到目标测试中，以提高缺陷发现率。形
式从没有预先计划的“快速测试”到有计划的测试会话到脚本化的测试。他们几乎总是有用的，但在下
列情况下有特别的价值：
 无规格说明
 被测系统文档质量很差
 没有足够的时间允许设计和创建测试
 测试人员有丰富的领域和/或专业知识和经验
2012 版
© International Software Testing Qualifications Board

第 33 页 / 共 56 页

2012 年 10 月 19 日

测试人员认证
高级大纲-- 测试分析师




多样化脚本测试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测试覆盖率
对操作失效进行分析

基于缺陷和经验的测试与基于规格说明的技术结合使用非常有用，因为他们通过其它测试技术可以弥补
测试覆盖中的弱点。正如基于规格说明的技术，没有哪一个技术完美到可以适用所有情况。重要的是测
试分析师要了解每种技术的优缺点，并能考虑项目类型、进度、获取的信息、测试人员的技能和其他可
以影响选择的因素，选择最好的技术或技术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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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试软件质量特性- 120 分钟
关键字
可达性测试（无障碍辅助性测试）（accessibility testing）、准确性测试（accuracy testing）、吸引性
（attractiveness）、启发式评估（heuristic evaluation）、互操作性测试（interoperability testing）、
易学性（learnability）、易操作性（operability）、适合性测试（suitability testing）、软件易用性度量
调查表（SUMI-Software Usability Measurement Inventory）、易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易用性
测试（usability testing ） 、网站分 析和 度量 调 查表 （WAMMI-Website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Inventory）

测试软件质量特性的学习目标
4.2 业务领域测试的质量特性
TA-4.2.1
TA-4.2.2
TA-4.2.3
TA-4.2.4

（K2）举例解释哪些测试技术适用于测试准确性、适合性、互操作性和兼容性特性。
（K2）定义准确性、适合性和互操作性特性的典型缺陷。
（K2）在软件生命周期中定义何时应当进行准确性、适合性和互操作性特性的测试。
（K4）对于给定的项目背景，概述能够同时验证和确认实现易用性需求并满足用户期望的
合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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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简介
上一章中对测试人员可用的具体测试技术进行了描述，本章考虑如何将这些技术运用于评估软件应用或
软件系统的主要质量特性。
本大纲对可能被测试分析师评估的质量特性进行讨论，那些被技术测试分析师评估的质量特性将被包含
在高级技术测试分析师大纲中。本大纲使用了 ISO9126 以及其他诸如 ISO25000 [ISO25000]系列（已
经取代了 ISO9126）标准中提供的有关产品质量特性的描述来作为指导。ISO 质量特性被分成多种产品
质量特性（属性），每一种质量特性可能有多种子特性（子属性）。下表列出了这些特性和子特性，同
时指出了测试分析师和技术测试分析师大纲中分别覆盖到的特性/子特性：
特性
功能性
可靠性
易用性
效率
维护性
可移植性

子特性
准确性，适合性，互操作性，依从性
安全性
成熟度（健壮性），容错性，易恢复性，依
从性
易理解性，易学性，易操作性，吸引性，依
从性
性能（时间行为），资源利用性，依从性
易分析性，易改变性，稳定性，易测试性，
依从性
适应性，易安装性，共存性，易替换性，依
从性

测试分析师
X

技术测试分析师
X
X

X
X
X
X

测试分析师应当专注于软件质量特性中的功能性和易用性。可达性测试（无障碍辅助性测试）也应当由
测试分析师执行。虽然无障碍辅助性没有被列为一个子特性，但是他经常也被认为是易用性测试的一部
分。其他的质量特性通常被认为由技术测试分析师负责测试。虽然在不同的组织中工作的安排可能会有
®
所变化，但是在 ISTQB 大纲中我们遵照以上描述。
依从性被显示为每一个质量特性的子特性。在特定的安全关键或者受控环境中，每种质量特性都可能必
须遵从特定的标准和规则（例如：功能依从性可能指功能性需要遵从特定的标准。比如使用一种特殊的
通讯协议从而可以从芯片发送/接收数据）。因为这些标准会根据行业的不同有很大的变化，本大纲不会
在此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讨论。如果测试分析师正在一个受到依从性需求影响的环境中工作，理解这些依
从性需求并且保证测试以及测试文档都能满足依从性需求是很重要的。
对于在本章节中提到的所有质量特性和子特性，都必须进行典型风险识别从而生成合适的测试策略并使
其文档化。对质量特性进行测试需要特别注意生命周期时间、所需工具、软件、文档可用性和专用技术。
如果没有计划针对每种特性的处理策略，测试者可能无法进行充分的计划、提升和完善以及在进度表中
为执行测试分配时间。对一些测试，比如易用性测试，可能需要分配专门的人力资源、大量的计划、专
用的实验室、特殊的工具和专门的测试技巧，多数时候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易用性
测试可由易用性测试或用户体验专家组成的独立的易用性测试团队执行。
质量特性和子特性测试必须被集成到总测试进度表中并为其分配足够的资源。下文将讨论每种特性的特
定的需求、针对的具体问题并可能产生于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不同时间。
虽然测试分析师可能不用负责测试那些需要运用更多技术方法才能进行测试的质量特性，但是了解其他
的质量特性并且理解他们和测试分析师所关注的质量特性在测试中的重叠部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
一个在性能测试中失败的产品，如果其反应速度太慢而使得用户无法有效使用，那么该产品也有很大概
率会在易用性测试中失败。类似的，和某些组件有互操作性问题的产品很可能无法进行可移植性测试，
因为当环境变化后可能会掩盖一些更基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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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业务领域测试的质量特性
测试分析师主要关注功能测试，而功能测试主要关注产品能做“什么”。功能测试的测试基础通常是需
求文档或者规格说明文档、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或者隐含的需求。功能测试可能会受到软件开发生命周
期的影响，也会根据不同的测试级别有所变化。例如，在集成测试中进行的功能测试将会对一组接口模
块进行功能性测试，而这组模块实现某个单一指定功能。而在系统测试级别中，功能测试包括应用程序
整体的功能性测试。在综合系统中，功能测试主要集中于贯穿集成系统的端到端测试。在敏捷开发环境
中，功能测试的范围通常被限定为特定迭代或者冲刺中所完成的功能，但是一个迭代的回归测试可能会
覆盖所有已发布功能。
在功能测试中使用了多种测试技术（参见第三章），功能测试可以由专职的测试人员或领域专家执行，
也可以由开发人员执行（通常是在组件测试级别）。
除了本章节覆盖到的功能测试以外，测试分析师负责范围内还有两个被认为是属于非功能测试范畴的质
量特性（专注于产品所提交的功能工作的“怎样”）。这两个非功能属性是易用性和可达性（无障碍辅
助性）。
本章节涉及以下质量特性：
 功能质量子特性
o 准确性
o 适合性
o 互操作性
 非功能质量特性
o 易用性
o 可达性（无障碍辅助性）

4.2.1 准确性测试
功能准确性包括测试应用程序与具体或者隐含需求的一致性，也可能包括计算的准确性。准确性测试中
使用了许多在第三章中描述的测试技术，并经常使用规格说明或者旧系统（先前的系统）作为测试准则。
准确性测试的目标是找出那些对数据或者状况的错误处理。准确性测试可以在软件生命周期中的任何阶
段执行。

4.2.2 适合性测试
适合性测试涉及对一组功能是否与其预定的特定任务相吻合进行评估和确认。适合性测试可以基于用例。
适合性测试通常在系统测试阶段进行，但是也可能在集成测试阶段的后期进行。在适合性测试中发现问
题表示系统将无法按照用户认为可接受的方式来满足用户需求。

4.2.3 互操作性测试
互操作性测试对两个或多个系统或组件之间的信息可交互程度以及交互后的信息可使用程度进行测试。
互操作性测试必须覆盖所有计划的目标环境（包括不同的硬件、软件、中间件和操作系统等）以保证数
据交换能够正常工作。在实际情况中，可能只用比较少的可行的环境，在这类情况下可以有选择性的挑
选具有代表性的一组环境进行互操作性测试。具体实施互操作性测试首先需要识别和配置计划目标环境
组合，使其对测试团队可用。使用选定的那些可访问环境中各种数据交换点的功能性测试用例来对这些
环境进行测试。
互操作性和软件系统相互之间交互的差异程度有关。具有良好互操作性的软件无需大量变更就可以和许
多其他的系统进行交互。需要进行变更的数量以及实现这些变更所需的工作量可以被作为互操作性的度
量。
例如，软件互操作性测试可能集中于以下设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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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业界通讯标准，比如 XML
自动检测系统的交互通讯需求的能力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互操作性测试对于开发商业现货（COTS）软件和工具以及综合系统的组织可能特别重要。
在组件集成和系统测试阶段执行互操作性测试时，测试重点集中在系统和它的环境之间的交互。在系统
集成级别，这类测试被用来确定开发的系统与其它系统的交互是否良好和充分。因为系统可能在多个级
别上进行交互，测试分析师必须理解这些交互并且能够创造出各种交互发生的条件。例如，如果两个系
统将会交换数据，测试分析师必须能够生成必要的执行数据交换所需的数据和事务。非常重要的是要记
住需求文档中可能不会清晰的描述所有的交互，许多交互将只会在系统架构和设计文档中被定义。测试
分析师必须具备检查这些文档的能力，并做好准备通过这些文档找出系统间以及系统和它的环境间的数
据交换点，从而保证测试能够覆盖所有这些数据交换点。在互操作性测试中决策表、状态转换图、用例
测试和组合测试技术都是适用的。典型的缺陷包括进行交互的组件之间错误的数据交换。

4.2.4 易用性测试
要理解“为什么用户在使用系统时会有困难？”是很重要的。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意识到“用户”可
以指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可以是 IT 专家、孩子、残疾人。
一些国立学院（例如英国皇家国立盲人学院）建议网页应该被设计成易于伤残人士、盲人、弱视者、行
动障碍者、失聪者和认知能力缺失者访问的方式。检查应用程序和网站对以上用户的易用性也可以提高
其对其余所有用户的易用性。后文中会进一步对可达性（无障碍辅助性）进行讨论。
易用性测试是测试用户使用系统或学习使用系统以在指定环境中达到指定目标的容易程度。易用性测试
测度以下内容：
 有效性 – 软件产品使用户可以在指定使用环境中精确和完整的实现指定目标的能力
 效率 – 软件产品使用户可以根据指定使用环境中投入一定的资源获得相应有效性的能力
 满意度 – 软件产品在特指定使用环境满足用户的能力
需要测度的属性包括：
 易理解性 – 影响用户认识逻辑概念和其应用所需投入的软件属性
 易学性 – 影响用户学习应用所需投入的软件属性
 易操作性 – 影响用户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所需投入的软件属性
 吸引性 – 软件吸引用户的能力
易用性测试通常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形成性易用性测试 – 在设计和原型阶段中迭代的进行，通过识别设计中的易用性缺陷来帮助指
导（或者“形成”）设计
 总结性易用性测试 – 在实现后进行测试，对易用性进行测度并且对已完成组件或系统中的易用
性问题进行识别
易用性测试者的技能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专业技能或知识：
 社会学
 心理学
 需要遵循的国内标准（包括可达性/无障碍辅助性标准）
 人体工程学
4.2.4.1 进行易用性测试
应当尽可能在接近系统实际使用条件下对系统的实际实现进行确认。这可能包括建立一个具有摄像机、
模拟办公室、评审小组和用户等在内的易用性实验室，开发人员对真实用户使用实际系统的效果进行观
察。正式的易用性测试通常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用户”（可以是真实用户或者用户代表）参与，让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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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按照设定的脚本或者根据指示进行操作。其它自由形式的测试允许用户对软件进行尝试，以便观察
者发现用户是和很容易还是非常困难地弄清楚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
许多易用性测试可以由测试分析师在其他测试中执行，例如功能系统测试。为了找到一致的、能在软件
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发现和报告易用性问题的方法，易用性指导原则很有帮助。如果没有易用性指导原
则，很难确定什么是“无法接受的”易用性问题。例如，用户必须点击 10 次鼠标才能登录一个应用程
序是否合理？如果没有具体的指导原则，当开发人员想要用该软件是在按“设计”在工作为理由关闭缺
陷时，软件测试分析师会面临困境。在需求中定义可验证的易用性规格说明很重要，同时拥有可应用于
所有相似项目的一套易用性指导原则也很重要。指导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说明书的可达性（无障碍
辅助性）、明确的提示、完成一项活动的点击数、错误信息、处理提示（某些类型的提示告诉用户系统
正在进行处理，因此无法同时接受更多的输入）、屏幕布局的指导原则、颜色和声音的使用以及其它影
响用户体验的因素。
4.2.4.2 易用性测试规格说明
易用性测试的主要技术包括：
 审查、评估或评审
 与原型的动态交互
 验证和确认实际实现
 调查表和调查问卷
审查、评估或评审
从易用性的角度对需求规格说明和设计进行审查或者评审可以提高用户的参与度，且是一种低成本的、
能在早期发现问题的手段。启发式评估（系统化对用户接口设计进行易用性审查）可以被用来发现设计
中的易用性问题，因此启发式评估可以被作为迭代设计过程中的一部分。这包括一小部分评估者对接口
进行检查并且判断其与公认的易用性原则（“启发式”）的一致性。例如，对于某个特定屏幕上提供的
功能，截屏通常会比叙述性描述更容易解释和理解。可视化对于适当的文档易用性评审是十分重要的。
与原型的动态交互
当原型被建立以后，测试分析师应当在原型上工作并且帮助开发人员将用户反馈加入到设计中，从而让
原型不断演化。这样，原型可以被进一步提升并且用户可以对最终产品的外观和感觉获得更真实的看法。
验证和确认实际实现
如果需求中定义了软件易用性特性（例如，为了达到特定目标鼠标的点击次数），应当创建测试用例来
验证软件实现中已经包括了这些易用性特性。
对于实际实现的确认，功能系统测试可以被开发成为易用性测试场景。这些测试场景测度特定的易用性
特性，例如易学性或易操作性，而不是功能性结果。
易用性测试场景可以被开发成具体的测试语法和语义。语法是指接口的结构或语法（例如，在输入字段
中可以输入什么），而语义是指接口的含义和目的（例如，提供给用户的合理且有意义的系统信息和输
出）。
黑盒测试技术（例如，在章节 3.2 中列出的技术），特别是可以用 UML （统一建模语言）或纯文本定
义的用例有时会被应用于易用性测试。
易用性测试场景也需要包括用户使用说明，测试前和测试后的访谈（目的是为了给予指导和接收反馈）
的时间分配以及实施会话的约定协议。协议中包括了对如何进行测试、时间、笔录以及会话日志和访谈
记录、所使用的问卷调查方法等的描述。
调查表和调查问卷
调查表和调查问卷技术可被应用于收集有关用户在系统中行为的意见和反馈。标准化和公开的调查表允
许用以前的易用性度量数据库进行基准化分析，例如 SUMI（软件易用性度量调查表）和 WAMMI（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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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分析和度量调查表）。此外，由于 SUMI 提供了具体的易用性测量标准，这可以提供一套完成/验收标
准。

4.2.5 可达性 / 无障碍辅助性测试
为包括残疾人在内，有特殊使用需求或限制的用户考虑软件可达性 / 无障碍辅助性是十分重要的。可达
性 /无障碍辅助性测试应当考虑相关的标准，例如网页内容可达性 / 无障碍辅助性指南，以及法律法规，
例如残疾歧视行为（英国，澳大利亚）和条款 508（美国）。可达性 / 无障碍辅助性同易用性一样，必
须在设计阶段就被考虑。可达性 / 无障碍辅助性测试经常开始于集成测试级别，贯穿整个系统测试级别
直至验收测试级别。缺陷通常在软件无法满足指定规则或标准时可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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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审-165 分钟
关键词
无

评审的学习目标
5.1 简介
TA-5.1.1

（K2）解释为何评审准备对测试分析师来说是重要的。

5.2 在评审中使用检查表
TA-5.2.1
TA-5.2.2

（K4）依据大纲中提供的检查表（checklist）信息，对一个用例或用户界面进行分析并发
现问题。
（K4）依据大纲中提供的检查表（checklist）信息，对一个需求说明或用户故事进行分析
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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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简介
一个成功的评审过程需要计划、参与以及追踪。测试分析师需要积极参与到评审过程中去并提供独到见
解。他们需要接受正式的评审培训，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在评审过程中独立的角色。所有的评审参与者都
需要认可良好的评审可能到来的收益。如果操作得当，评审可以成为提升交付质量的诸多因素中性价比
最高的，贡献最大的一个。
无论进行何种类型的评审，测试分析师都必须安排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这里的时间主要用来熟悉评审
材料、检查引用材料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检查待评材料中可能的缺失。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在实
际评审中，测试分析师就很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文档编辑上，而不能有效地参与到评审中去，从而导
致评审团队的时间不能最大化被利用，也无法提出最佳的反馈信息。一个好的评审包含对文案的理解，
发现缺失内容，以及评估文案产品描述与开发中/已开发完成产品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当评审一个集成
测试级别的测试计划时，测试分析师需要考虑都有哪些模块会在此次测试中被集成。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才能开始集成？有哪些必须记录在案的模块之间的依赖？是否有测试数据用于测试模块之间的集成点？
需要指出的是，评审不是独立于被评材料的过程，评审必须考虑被评审部分与系统中其它部分的交互关
系。
评审对象的作者很容易会感觉到是在被批评。测试分析师应当确保用“与作者一起尽量构建最好的作品”
作为出发点来提出评审意见。通过使用一些方法，评审建议就可以更有建设性，并成为针对被评审材料
的意见而非针对作者本人的意见。例如，如果一个描述是含糊不清的，那我们最好说“对这部分，我不
太明白如何执行测试以确认是否正确的完成了需求，你能帮我增进理解吗？”而不是说：“这个需求太
含糊不清了，根本没人能帮我搞得清楚！”测试分析师在评审中的职责是保证评审对象中的信息可以足
够支撑测试活动。如果缺乏这些有效的信息，或者信息不够清晰，或者表述的信息不够具体，那我们实
际上就可能发现了一个需要作者做出修改的缺陷。通过使用积极正面的方法而非批评的方式，我们的意
见会更容易被接受，评审会议将会更富有成效。

5.2 在评审中使用检查表
在评审中，检查表可以提醒参与者不要忘记对检查表上列出的项目进行评审。同时检查表也可以帮助减
少评审的个体指向性，例如，“这是我们在每个评审中使用的同样表格，我们可不是仅仅针对你的文档
进行评审。”检查表可以是一般的、具有普遍性的，适用于所有的评审，也可以是聚焦在某些特定质量
特性、领域和文档类型的。例如，一个通用检查表可以用于检查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文档属性，如文档应
该有唯一的标识，文档应该不包含对尚未确定的内容的引用，适当的格式以及类似的一致性项目。一个
明确的需求文档检查表可能包括对“shall（必须）”和“should（应该）”这类词汇使用恰当性的检查，
还可能包括对需求可测性性的检查等等。同样的，不同类型的需求文档需要使用的检查表也不同。一个
针对“叙述性需求文档”的检查表和一个针对“基于图表需求文档”的检查表，应该有不同的评审标准。
检查表也可以针对开发人员、架构师、测试人员的技能。对测试分析师来说，需要在测试能力的检查内
容上更加深入。检查表可能需要包含下面列出的项目。
针对需求、用例、用户故事的检查表内容与针对代码、架构的检查表是不同的。针对需求的检查表需要
包含下列内容：
 各个需求的可测试性
 各个需求的验收准则
 一个用例的调用结构（如果有的话）
 各个需求、用例、用户故事需要有唯一的标识
 各个需求、用例、用户故事需要版本号
 每个业务需求/市场需求到需求的可追溯性
 需求与用例之间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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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仅仅是作为一个例子。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需求不具备可测试性，那就意味着测试分析师
无法确定测试的方法，也就意味需求的缺陷。例如，类似“软件应该是与用户非常友好的”这种需求描
述不具备可测试性。测试分析师如何确定一个软件到底是用户友好的，还是用户非常友好的？相应的，
如果需求表述为“软件必须符合易用性标准文档中描述的易用性标准”，而如果该易用性标准又是存在
的，那么这个需求具备可测试性。而这个需求又是一个全局需求，因为该需求适用于界面中的所有元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测对象是一个非核心应用，则这个需求就可以很轻易的派生出大量的测试用例。
建立需求、标准文档与测试用例之间的追溯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关联的易用性标准发生了变动，
测试用例可能需要随之被重新评审或更新。
如果测试人员无法确定测试是否通过，或者无法构建出能够执行通过或者失败的测试，那与该测试有关
的需求同样也不具备可测试性。例如，“系统应该全年 365（或 366）天，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均 100%可用”就是不可测试需求。
.
一个简单的、针对用例评审的检查表可能包括以下问题：
 是否清晰定义了主要路径（场景）？
 是否识别、完成了所有的可选分支（场景）并有错误处理？
 是否定义了所有用户界面信息？
 是否只有一个唯一主路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一个用例应该只有一个主路径，否则就应该拆分
为多个用例）？
 每个路径都可测试？
一个简单的、针对应用程序的用户界面易用性检查表可能包括：
 每个界面元素及其相关功能都已经定义了吗？
 所有的错误处理信息都已经定义了吗？
 所有的用户提示信息都已经定义并保持一致了吗？
 界面元素的 Tab 顺序（指按键盘 Tab 键后的焦点跳转次序——译者）已经被定义了吗？
 鼠标操作都有键盘替代操作吗？
 快捷组合键是否已经定义了？（例如，剪切和粘贴操作）
 界面元素之间是否有依赖关系（例如某些数据应该在某些数据展示后再出现）？
 是否设定了屏幕布局？
 屏幕布局是否符合规定的需求？
 当系统正在执行某项操作时，是否有进度条？
 界面是否符合最少鼠标点击需求（如果存在这种需求）？
 浏览流程在逻辑上是否与用例中描述的信息符合？
 界面中的信息是否符合易学性需求？
 是否有针对用户的帮助文档信息？
 是否有针对用户的鼠标浮动提示信息？
 用户是否认为界面是“有吸引力的”（基于主观评估）？
 界面色彩的运用是否与其他应用程序一致？是否与组织标准一致？
 声音效果的使用是否合适？声音效果是否可配置？
 界面是否符合本地化需求？
 用户是否可以明白如何操作软件（易理解性）（基于主观评估）？
 用户是否可以记住如何操作软件（易学性）（基于主观评估）？
在敏捷项目中，需求经常是采用用户故事的形式表述。这些故事代表小单位的可展现功能。与一个用例
可以是一个跨越多个功能部分的事务不同，一个用户故事更加独立并且通常根据开发时间来限定范围。
一个用于用户故事的检查表可能包括：
 这个故事是否与本次迭代/冲刺的目标一致？
 验收标准是否已经被定义并具有可测试性？
 功能是否被清晰的定义了？
 这个故事与其他故事之间是否有依赖性？
 是否已经对故事设定了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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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否包含至少一个功能点？

当然，如果这个故事定义了一个新的界面，那么除了使用通用的故事检查表（例如上面的这个）以外,还
应当使用一个具体的用户界面检查表。
可以根据下述信息定制一个检查表：
 组织机构（例如考虑公司的政策，标准，约定）
 项目/开发因素（例如，重点，技术标准，风险）
 评审目标（例如，针对特定的编程语言采用适合的代码评审）
好的检查表可以帮助发现问题，同时对于没有在检查表中被引用的内容，检查表也能帮助开始着手进行
讨论。组合运用不同的检查表是保证评审质量和交付高质量产品的重要途径。运用基础级大纲中列出的
标准检查表以及开发组织自己的检查表可以帮助测试分析师更有效地进行评审。
更多关于评审和审查的信息可以参考[Gilb93] 和 [Wieger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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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缺陷管理—120 分钟
关键词
缺 陷 分 类 （ Defect taxonomy ） ， 阶 段 遏 制 （ phase containment ） ， 根 本 原 因 分 析 （ root cause
analysis）

缺陷管理的学习目标
6.2 何时缺陷会被发现？
TA-6.2.1

（K2）解释阶段遏制为何可以降低成本

6.3 缺陷报告的字段
TA-6.3.1

（K2）解释描述一个非功能缺陷的文档应该包含的内容

6.4 缺陷分类
TA-6.4.1

（K4）对于给定的缺陷，识别、收集并记录分类信息

6.5 缺陷原因分析
TA-6.5.1

（K2）解释根本原因分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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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简介
测试分析师从业务、用户需求等角度对系统的行为进行评估，例如，当用户看到某个提示信息或者行为
时是否知道应该如何做。测试分析师通过对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的比对判断系统行为是否正确。一个异
常（也称为事件）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意外现象。一个异常可能是由缺陷引起的失效。一个异常通常可
能导致生成一个缺陷报告，但也可能不会。而缺陷就是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6.2 缺陷何时会被发现？
静态测试可以发现缺陷，而缺陷的反应，即失效可以通过动态测试被发现。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每个阶
段都应提供发现和排除潜在失效的方法。例如，在开发阶段，代码评审和设计评审可以用于发现缺陷。
在动态测试中，测试用例可用于发现失效。
越早发现和修正软件缺陷，系统质量整体成本越低。例如，在还不具备动态测试条件之前，就可以用静
态测试发现缺陷。这也是静态测试是效费比更高的测试方法的原因之一。
缺陷追踪系统应可以允许测试分析师记录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缺陷被引入，以及在哪个阶段缺陷被发
现。如果缺陷的引入和缺陷的发现在同一个阶段，那么就实现了缺陷的阶段遏制。这表明缺陷在同一个
阶段被引入和发现，而没有“逃脱”并隐藏到后面的阶段。例如，一个错误的需求在需求评审中被发现
和纠正，就是一个缺陷阶段遏制的例子。这不仅意味着需求评审是有效的，而且这也有效避免了需求缺
陷导致的额外工作以及给组织带来的昂贵成本。如果一个不正确的需求从需求评审中“逃脱”并接着被
开发人员实现，并被测试分析师测试，最终在用户验收阶段被用户发现，那么所有这个错误需求导致的
工作都是在浪费资源（这还没考虑由此导致的用户对系统信心的损失）。
阶段遏制（phase containment）是降低缺陷成本的有效措施。

6.3 缺陷报告的字段
缺陷报告的字段（参数）应该提供有关缺陷的足够信息，从而使这个缺陷报告具有可操作性。一个可操
作的缺陷报告是：
 完整的——报告中包含所有必要的信息
 简洁的——报告中不包含不必要的信息
 准确的——报告中的信息准确、清晰的表述了预期结果、实际结果以及重现缺陷的必要步骤
 客观的——报告是专业的书面对事实的描述
缺陷报告中记录的信息应该分成不同的数据字段。被清晰定义的字段越多，报告缺陷就越容易，同时制
作趋势报告和其他汇总报告越容易。如果某个字段的输入选项是确定的，那么使用下拉菜单就可以减少
录入缺陷的时间。不过要注意的是下拉菜单只在备选输入的数量有限时可提高效率，而当备选选项数量
过多需要大量滚动时下拉菜单的效率会降低。不同类型的缺陷报告需要不同的信息，缺陷管理系统需要
足够灵活以便为不同类型的缺陷配置不同的字段。数据应当被记录在不同的字段中，理想状态下应当对
数据进行确认，以避免输入错误并保证缺陷报告的有效性。
缺陷报告的编写目的是由于在功能性测试和非功能性测试中发现了失效。缺陷报告中的信息应该着眼于
清晰地描述问题发现的场景，包括重现该场景所需要的步骤、数据，以及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非功能
性缺陷的报告需要包含更多关于环境、性能参数（负载规模数据）、操作步骤顺序以及预期结果等的细
节信息。当我们用于记录一个易用性失效时，记录用户期望软件的操作就非常重要了。例如，如果易用
性标准规定一个操作必须在四次鼠标点击内完成，那么缺陷报告就要描述实际系统中用户需要执行多少
次点击才能完成操作。如果没有类似的易用性需求，或者需求文档没有覆盖这些软件的非功能特性，测
试人员可以请“适当的人员”来参与测试以确定软件的易用性是否可以被接收。在这种情况下，“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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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的期望结果必须在缺陷报告中清晰地表述出来。由于非功能性需求经常会被需求文档遗漏，所
以描述非功能性失效时常遇到如何记录“预期的”结果和“实际的”行为的挑战。
虽然通常编写缺陷报告的目的是为了修复问题，但是缺陷信息也必须可以被用于支持精确的分类、风险
分析以及过程改进。

6.4 缺陷分类
在缺陷的生命周期中，可以从多个层次对缺陷进行分类。合理的缺陷分类是好的缺陷报告中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缺陷分类可以用于缺陷的聚类、评估测试的有效性、评估开发过程的有效性以及对趋势做出判
断。
对于新发现的缺陷，一般可以包含下列分类信息：
 在什么项目活动中发现的缺陷— 例如评审、审计、审查、编码、测试
 在哪个项目阶段（如果可以确定的话）引入的缺陷— 例如需求、设计、详细设计、编码
 在哪个项目阶段发现的缺陷 — 需求、设计、详细设计、编码、代码评审、单元测试、集成测试、
系统测试、验收测试
 缺陷的可能原因 — 例如需求、设计、接口、代码、数据
 可重现性 — 例如一次性、偶尔、可复现
 症状 — 例如崩溃、挂起、用户界面错误、系统错误、性能问题
一旦缺陷被进一步分析，更深入的分类就成为可能：
 根本原因 — 是什么错误导致了缺陷，例如流程、代码错误、用户错误、测试错误、配置错误、
数据错误、第三方软件、外部软件问题、文档错误等
 来源 —— 哪些工作产品导致了错误，例如需求文档、设计文档、详细设计文档、架构设计说明、
数据库设计、用户手册、测试文档
 类型 —— 例如逻辑问题、计算问题、时间问题、数据处理、升级。
在缺陷被修改后（或者被暂缓，或者确认失败），将有更多的分类信息可用，例如：
 解决方式 —— 例如代码修改、文档变更、暂缓、不是问题、重复的缺陷
 修正措施 —— 例如需求评审、代码评审、单元测试、配置文档、数据准备、不做修改等
除了前述的这些分类信息之外，缺陷还经常需要加上严重程度和优先级两个信息。此外，对于某些项目，
还需要考虑缺陷对安全性、项目进度、项目成本、项目风险以及项目质量的影响。这些分类信息会帮助
确定缺陷到底多快被修复。
根据最后解决方案对问题进行最终的分类，缺陷经常被按照他们的解决方案被分类，例如已修复/已确认
的、已关闭/不是缺陷、已延迟、打开/未解决的等。这种分类通常在生命周期内跟踪整个项目的缺陷。
不同的组织，所使用的缺陷分类方法通常是不同的。上文列出的仅仅是业界普遍使用的一些例子。对于
分类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应该确保分类方法的有效性。使用过多的分类参数会导致新建和维护
缺陷报告的时间成本大幅度提升，所以，需要在维护缺陷报告的分类指标数据所需工作量与分类带来的
效果之间做出权衡。在选择这类工具时，可以收集自定义分类值往往是一个重要指标。

6.5 根本原因分析
根本原因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导致缺陷的根本原因，并且为过程改进提供支持数据，从而消除那些导
致相当大比例缺陷的根本原因。一般是由对缺陷进行调查并且修改问题，或确定不修改问题或者是问题
无法修改的人员来进行根本原因分析，通常是开发人员。确定一个可能的备选根本原因的清单的工作，
通常是由测试分析师来完成，测试分析师需要对可能导致缺陷的原因做一些猜测。一旦缺陷的修复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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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完成，测试分析师需要对开发人员所写的根本原因进行确认。在根本原因被确认那些点上，通常我们
还会进一步确定和确认在哪个阶段该缺陷被引入的。
典型的根本原因包括：
 不清晰的需求
 需求缺失
 错误的需求
 错误的设计实现
 错误的界面实现
 代码逻辑错误
 计算错误
 硬件错误
 接口错误
 无效的数据
缺陷的根本原因信息被汇集起来后，可以分析出哪些是会导致缺陷的普遍问题。例如，如果有大量的缺
陷是由于不清晰的需求导致的，那么就很有理由进行更有效果的需求评审了。同样，如果不同的开发组
都遇到了接口实现的问题，那么进行跨越不同开发组并与设计人员一起的会议就很有必要了。
在过程改进中，使用根本原因信息可以帮助组织监控有效的过程改进所带来的收益，并且可以将属于特
定根本原因的缺陷成本量化。这有助于为过程改进申请资金，以用于工具和设备采购，或者改变项目的
®
进度计划。在 ISTQB 专家级大纲“测试过程改进”[ISTQB_EL_ITP]中，对根本原因分析有更详尽的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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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测试工具—45 分钟
关键词
关键词驱动测试（keyword-driven testing）,测试数据准备工具（test data preparation tool）,测试设计
工具（test design tool）,测试执行工具（test execution tool）

测试工具的学习目标
7.2 测试工具和自动化
TA-7.2.1
TA-7.2.2
TA-7.2.3

（K2）讲解使用测试数据准备工具、测试设计工具和测试执行工具的益处
（K2）讲解测试分析师在关键字驱动自动化测试中的作用
（K2）讲解针对自动化测试执行失败的故障排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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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简介
测试工具能显著提高测试工作的效率和精度，前提是采用合适的工具并且以合适的方法使用工具。对具
有良好管理的测试机构而言，必须对测试工具进行有效管理。测试工具的复杂性和应用性变化非常广，
并且测试工具市场也在不断变化中。通常可用的工具除了来自商业工具厂商外，还有很多免费的或共享
的工具提供方。

7.2 测试工具和自动化
测试分析师的许多工作都需要有效地使用工具，知道用哪个工具，何时用。这样不仅能提高测试分析师
的效率，而且在允许的时间内能帮助提供更好的测试覆盖率。

7.2.1 测试设计工具
测试设计工具用来帮助生成测试所需的测试用例和测试数据。这些工具可以针对特定格式的需求文档、
模型（例如 UML）或由测试分析师提供的输入进行处理，测试设计工具通常被设计和构造成能与特定
格式和特定产品协同工作，例如特定的需求管理工具。
测试设计工具能为测试分析师提供信息，用来决定测试类型，以达到预定的测试覆盖率、信心、或产品
风险缓解活动。例如，分类树工具基于选定的覆盖准则能产生（并且显示）测试用例组合集合以达到完
全覆盖，测试分析师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确定必须执行的测试用例。

7.2.2 测试数据准备工具
测试数据准备工具提供以下几方面优势。一些测试数据准备工具能分析诸如需求文档、或者甚至源代码
来决定测试中的数据，以达到覆盖水平。其它测试数据准备工具能从实际系统获取数据，然后对其“清
洗”或“匿名化”以去除任何个人隐私信息，同时保证数据的内部完整性。处理后的数据能用于测试，
并可避免安全漏洞或误用个人隐私信息的风险。这对于需要大规模的真实数据场合是非常重要的。另外
一些数据生成工具能通过给定输入参数集合来生成测试数据（例如，用于随机测试中）。其中有些需要
测试分析师分析数据库结构来决定需要输入的内容。

7.2.3 自动测试执行工具
在所有测试级别中，测试分析师主要使用测试执行工具运行测试和检查测试结果。使用测试执行工具的
目的有以下几种：
 为了削减成本（在工作和/或时间方面）
 为了运行更多的测试
 为了在多种环境中运行相同的测试
 为了使测试执行更具可重复性
 为了运行那些靠人工无法运行的测试（例如，大规模数据确认测试）
这些目的通常重叠成主要目的：提高覆盖率，同时降低成本。
7.2.3.1 适用性
在自动化回归测试中，测试执行工具的投资回报通常是最高的，主要是因为回归测试只需低级别维护并
且被重复执行。自动冒烟测试中也可以有效地使用自动化，因为会频繁的使用冒烟测试并且需要快速的
获得结果，尽管维护成本可能更高，但能通过自动化途径来评估持续集成环境中的新构建。
测试执行工具通常用于系统和集成测试级别中。有些工具也可能用于组件测试级别，特别是 API 测试工
具。凭借最适用的工具将有助于提高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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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测试自动化工具基础
测试执行工具是通过执行一组编程语言写的指令来工作的，这种编程语言通常称为脚本语言。工具的指
令是非常详细的，包括特定的输入、输入的顺序、使用特定值作为输入和期望的输出。这能使得详细脚
本能在被测软件（SUT）中变化自如，特别当工具与图形用户界面（GUI）进行交互时。
大部分测试执行工具包括一个比较器，用于比较实际的结果与保存的期望结果。
7.2.3.3 测试自动化实施
测试执行自动化（类似编程）的趋势从详细的低层指令向更高层语言、应用库、宏和子程序方向发展。
关键字驱动和动词驱动（action word-driven）设计技术捕获一系列指令并通过特定的“关键字”或“动
词”来引用这些指令。这使得测试分析师可以用人类语言编写测试用例，而忽略底层的编程语言和低级
别函数。当被测软件的功能和接口改变时，采用这种模块化编写技术将更容易维护。[Bath08] 下面将讨
论有关自动化脚本中使用关键字的更多内容。
模型能用来指导关键字或动词的产生。通过观察业务流程模型，通常业务流程模型已经包含在需求文档
中，测试分析师确定必须进行测试的关键业务流程。同时确定流程的步骤，包括在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的决策点，这些决策点可以成为动词，并从关键字或动词电子表格中获得和使用测试自动化。业务流
程建模是一种文档化业务流程的方法，能用来识别这些关键流程和决策点。可以人工建模或通过工具来
建模，工具建模是基于业务规则和流程描述作为输入的操作。
7.2.3.4 提高自动化成功的工作
当决定测试自动化，必须评估每个候选的测试用例或候选的测试套件，以观察是否值得自动化。许多失
败的自动化项目是由于轻易地采用人工测试用例来自动化，没有检查是否能从自动化获得实际收益。对
给定的测试用例集（测试套件），可以通过优化来采用包括人工、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测试。
当实施测试执行自动化项目时，应考虑下列方面：
可能的益处：
 自动化测试执行时间将变得更可预测
 使用自动化测试后，在项目后期的回归测试和缺陷确认将变得更快和更可靠
 通过使用自动化工具，加快测试人员或测试团队的地位和技术的增长
 自动化对迭代和增量开发生命周期特别有帮助，可以对每一个构建或迭代提供更好的回归测试
 某些测试类型的覆盖仅当采用自动化工具才有可能（例如，大规模数据确认工作）
 对大规模数据输入、转换和比较测试工作，测试执行自动化比人工测试有更高的性价比，提供
更快和一致的输入和确认。
可能的风险：
 不完全的、无效的或不正确的人工测试可能被“原封不动”自动化
 当被测软件变更时，测试件可能很难维护，且需要许多的更改
 直接由测试人员参与测试的执行可能会减少和导致较少的缺陷发现
 测试团队可能没有足够的技能来有效地使用自动化工具
 非关键的对整个测试覆盖没有贡献的测试可能被自动化了，因为它们存在且稳定
 当软件稳定后，测试可能成为徒劳无功了（杀虫剂悖论）
在测试执行自动化工具展开阶段，原封不动的对人工测试用例自动化通常是不明智的，应重新定义测试
用例以更好地使用自动化。这包括格式化测试用例、考虑重用模式、通过使用变量替代硬编码数值来扩
展输入、以及利用测试工具的所有益处。测试执行工具通常有能力横贯复合测试、聚合测试、重复测试
和改变执行次序，以及提供分析和报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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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测试执行自动化工具，要产生高效率的和有效的测试（脚本）和测试套件，编程技能是必须的。
如果没有很仔细的设计，通常大型的自动化测试套件的更新和管理是非常困难的。适当的测试工具、编
程技术和设计技术的培训，对于确保测试工具能发挥最大效益是非常重要的。
在测试计划阶段，花时间定期人工执行自动化测试用例以获得测试工作的知识、验证正确的操作，以及
评审输入数据正确性和覆盖是很重要的。
7.2.3.5 关键词驱动自动化
关键字（有时被称为动词）经常（但不局限于）用来表示系统的高层业务交互（例如，“取消订单”）。
每个关键字一般用来表示在测试中操作者和系统之间的一组详细交互。关键字序列（包括相关的测试数
据）用于特定的测试用例。[Buwalda01]
测试自动化中，一个关键字可被实现为一个或多个可执行的测试脚本。工具读入用关键字序列编写的测
试用例，调用相应的测试脚本来实现关键字功能。脚本被实现成高层模块方法，能够更容易映射到特定
关键字。当然，实现这些模块脚本是需要编程技能的。
关键词驱动测试自动化的主要优点：
 关键字关联到特定应用或业务领域，能被领域专家定义。可以使得编制测试用例规范说明的任
务更有效。
 主要的领域专家能从自动化测试用例执行（一旦关键字像脚本一样执行）中获益，而无需了解
底层的自动化代码。
 使用关键字编写测试用例更容易维护，因为在被测软件细节变更后很少需要修改。
 测试用例规范说明独立于它们的实现。可以使用各种脚本语言和工具来实现关键字。
自动化脚本（实际的自动化代码）使用的关键字/动词信息通常由开发者或技术测试分析师来编写，而测
试分析师则创建和维护关键字/动词数据。当关键字驱动自动化在系统测试阶段进行时，代码开发应尽早
地在集成阶段开始。在迭代环境下，测试自动化开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一旦创建了输入关键字和数据，测试分析师通常负责执行关键词驱动测试用例，并且分析任何可能发生
的失效。当发现一个异常时，测试分析师必须调查失效的原因，以确定问题是出在关键字、输入数据、
自动化脚本本身，还是出在被测试的应用。通常故障排除步骤的第一步是人工使用相同的数据执行相同
的测试，观察失效是否在应用本身。如果这步没有显示失效，测试分析师应该检查导致失效的测试序列，
以确定问题是否发生在前面的步骤（有可能通过产生不正确的数据），但直到后面的过程才显现出问题
来。如果测试分析师不能确定失效的原因，故障排除信息将转给技术测试分析师或开发人员做进一步分
析。
7.2.3.6 自动化工作失败的原因
测试执行自动化项目常常不能达到它们的目标。这些失败有可能是由于测试工具的使用灵活性不够，测
试团队的编程技能不足，或让测试执行自动化解决一个不切实际的问题。认识到所有测试执行自动化像
软件开发项目一样，需要管理、努力、技能和专注是非常重要的。要花时间在创建可支撑的架构，遵循
恰当的设计实践，提供配置管理，以及遵循好的编程实践。自动化测试脚本可能存在缺陷，因此必须被
测试。为了性能，脚本有可能需要调优。除了开发人员外，使用工具执行脚本的人通常也必须考虑工具
的可用性。有可能需要设计工具和使用者之间的接口，以提供访问测试用例的途径，逻辑上是给测试员
使用，但也为工具提供了可存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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