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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平台软件自动化测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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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GIS 平台软件规模不断增大导致的软件测试工作量加重，手工测试无法保证 GIS
平台软件高质量运行的问题，该文提出了一套适用于地理信息领域的软件自动化测试与监控
管理体系。在分析 GIS 软件测试流程和需求的基础上，结合 TeamCity、Sonar、WhiteBox
等 20 多个管理软件，研发了适用于 GIS 软件的自动化测试和持续集成系统，构成了软件测
试与监控的管理体系。这一自动化测试框架在 GIS 软件生产流程的应用表明，该框架可保障
GIS 平台软件的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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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automated testing framework for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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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ware testing can guarante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GIS platform. However,
manual testing has no longer an effective way due to the increasing testing workload caused by
the growing scale of the GIS platform. To resolve the problem, an automated testing and
continuous integra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rocess and
requirements of software testing. The framework was integrated more than 20 management
software, including TeamCity, Sornar, and WhiteBox, which was applied for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of GIS softwar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utomated testing framework could
guarantee the high quality of GIS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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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
软件测试是保障和提高软件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个广泛应用的 GIS 平台软件，软件开
发者和使用者必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以确保其正常工作。以往在 GIS 平台产品研发过
程中，软件测试工作量往往占总工作量的 40%以上。随着超图平台产品的不断完善，软件规
模的不断加大，平台软件总的有效代码数已经突破 500 万行，代码总量已经相当于半个
Linux。这么大体量的代码，单纯依靠过传统的手工测试是较难实现的；并且 GIS 平台软件
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如高并发、数据量大，使人工测试变得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为了提高测
[1]
试效率，越来越多的测试工作引入了自动化测试的思想和方法 。实践证明，软件自动化测
[2]
试技术提高了软件测试的速度和效率，节省了软件测试成本，缩短了产品发布周期 。自动
[3]
化测试可以减少人工干预，避免人为原因给测试工作带来的误差 。所以，采用自动化测试
方法和相应的测试框架成为了软件开发组织测试工作的重要支撑手段。本文给出了一种实
用、有效的自动化测试框架，并验证了该框架在自动化测试领域的实用性和优越性。
1 GIS 软件测试体系特点
GIS 平台软件因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着 GIS 测试体系不仅具备其他测试体系的特点，还
需满足如下要求：①能够验证高并发性；②能够验证数据安全性，严格保障地理数据的安全
性；③能够验证网络信息安全性；④能够随时更换不同的测试数据全方位验证功能的正确性
和承压性；⑤能够随时更换功能执行顺序，执行顺序不同，结果不同；⑥由于 GIS 数据量非
常大，因此性能测试指标的重要性与功能正确性同等重要。
2 自动化测试框架的开发原则
根据 GIS 软件测试体系特点，同时参考国内外主流测试技术的功能，本文在设计自动化
[4-5]
测试框架时，遵循以下原则 ：
[6]
1）实时，有针对性。GIS 平台软件采用敏捷的研发流程 ，开发人员每天需提交大量的代码。
原有测试原则是每个开发人员先手工测试自己的代码，测试通过后再提交到测试代码库，然

后每天全部集成到一起进行编译打包成一个版本统一测试，测试后发现和定位问题都很困
难。亟待能提交代码后立即测试，发现问题立即反馈给提交人的框架。
2）全自动化流程。在整个测试环节中尽量减少人工干预，从代码生产、测试、验证和打包
的整个流程都能自动完成。一个流程工作完毕后能够有序地进入到下一个流程中，无需人工
干预和驱动，既可节省人力和时间成本，又能提高工作效率。
[7-8]
3）数据与关键字驱动测试 。不能将数据与测试用例的执行顺序在自动化测试框架中固定，
需能够随时更改，做到数据驱动和关键字驱动，这样的框架能够更加灵活实用。测试框架易
于扩展、维护。测试框架实现高度模块化，可提高框架的维护性，并且该框架要易于扩展，
以适应不断更新的平台产品和不断变化的测试方式。
4）测试脚本所使用的测试语言与框架相互独立。对于 SuperMap GIS 平台产品，既有 Java
应用程序，也有.NET 应用程序，该测试框架应独立于测试脚本所使用的语言，不能统一规
定仅适用某一种语言。
5）框架简单易用。测试人员的精力应投入到设计高效实用的自动化测试案例上，真正对产
品功能和性能起到验证作用的是测试用例本身而非测试框架，不应该让框架的复杂性分散测
试人员的精力。
3 持续集成和自动化测试框架
3.1 框架概括
依据自动化测试的开发原则，首先分析软件生产的流程。软件从生产到发布，要经历代
码编写、提交、编译、审查、测试、打包、验证和发布等环节，各环节依次执行。在执行的
过程中任一环节都有可能报错，比如在“编译”过程中，若开发人员代码编写有问题，就会
造成编译出错，这就需要该测试框架能够针对性地提示产生错误的开发人员，使其立即修改。
针对流程和需求，利用包括开源、商业和自主研发的 20 多个管理软件，如 TeamCity、Sonar、
[9]
[10]
WhiteBox 等 ，本文研发了一套兼具自动化测试和持续集成 的软件测试与监控管理体系。
该体系由一个或多个自动化测试基础模块、自动化测试管理模块、自动化测试统计模块等组
成，用以管理整个 GIS 软件生产的所有活动。
研发的 GIS 平台软件自动化测试系统框架如图 1 所示，其中，英文部分为执行该操作所
使用的工具软件名称。

图 1 持续集成和自动化测试框架流程图
Fig.1 Framework of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nd Automated Testing
流程说明如下：
1）开发人员使用 Eclipse 等开发工具编写代码，然后提交到 SVN 服务器上。
2）TeamCity 自动监测到新提交的代码，若 15 min 后没有其他人提交，TeamCity 将调
用脚本通过 JDK 或 GCC 等工具执行代码编译。
3）编译通过后，TeamCity 运行脚本调用 JUNIT 执行自动化测试，验证该功能的正确性。
该测试属于单元测试。

4）除每次提交代码后立即测试外，该框架会在每天凌晨 0 点自动启动编译全部代码，
通过 Ant 脚本将完整的软件包部署到一台单独的机器上，该机器模拟客户真实环境，拥有客
户类似的软硬件环境。
5）部署到指定机器后，接下来运行的就是确认测试。确认测试使用客户的真实数据，
将执行软件的全部功能，以确认整个包的正确性。
6）确认测试通过后，TeamCity 会调用打包工具 7Z，生成完整安装包，最后发布。
[11]
[12]
7）代码审查与管理是利用 SonarQube 或 Fisheye 等工具随时查看代码的提交情况，
检查代码的规则符合度，统计测试用例单元覆盖度和每个开发人员的代码编写数量和质量等
信息。
[13]
8）Wiki 用于交流的平台，便于经验的分享与交流。
整个持续集成均由 TeamCity 控制，所有环节的运行情况均可从自动化测试监控系统查
看。每天早上开发人员便会收到一封邮件，告知自动化测试的结果，对于发现的错误会立即
查找原因并修改。
3.2 代码审查
静态代码检查本身非常重要，比如 C++代码，对于变量应该赋初始值，若不赋初值，就
会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事后查找非常困难；再比如记录集 Recordset 用完
后需要释放，否则运行一段时间会出现崩溃，且出现这种崩溃时在 Debug 调试阶段定位相关
问题非常困难，错误指针会不确定地指向某一个没有问题的代码行。在静态代码检查中，除
了使用 SonarQube 或 Fisheye 等商业软件外，本文研发了 WhiteBox 和 CppCheck 两个工具。
当开发人员提交代码后，就会触发这个检查器的运行，静态检查代码的规则符合度，若发现
代码不符合规范，就会显示不符合规范的代码行，并发送错误信息给代码提交人。检查规划
[14]
部分内容如表 1 所示。
表 1 C++代码编写规范
Tab. 1 C++ Coding Specifications
规则名

规则含义
成员变量要在构造函数

MemberVariableMu

中赋予初始值，除非该成

stSetFirstValue

员变量是有构造函数的
对象类型

ReleaseMemoryInF
unction

MustReleaseRecord
set

函数中内存应该被释放，
除非是作为函数返回值，
或引用型参数等

记录集用完必须释放

说明
Debug 下没有问题，Release 下就是有问题；因为 Debug
下编译器会自动赋予默认值。这类问题出现后非常难
查，最开始预防好就能为后续节省很多时间
这类问题最主要的现象是有些代码分支没有释放内存，
如果一个函数稍稍复杂，很容易出现该问题；如果一次
调用，哪怕只有几个字节的内存泄露，服务器产品持续
调用一个月后，也很可能把内存耗光了
记录集占用了数据库的资源，若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
之后再 Query 将得不到记录集，服务器产品出现白图

内存的分配和释放要配
MemoryNewDelete
Match

对 ， 如 new 、 delete ，

如果不匹配，有可能会导致内存释放不彻底，等同于内

new[]、delete[]，malloc、 存泄露；还有可能导致程序崩溃
free

JudgeNotNullAfterQ
uery

记录集在查询得到后，要
判断是否为 NULL；不为
NULL 才能使用

如果传入进行查询的条件非法，查询返回的记录集指针
会为 NULL，如果不判断就直接使用，程序将出现崩溃

3.3 自动化测试
单纯运行单元自动化测试用例的框架有 4 种，即模块化测试框架、测试库框架、关键字
驱动的测试框架和数据驱动测试框架。模块化测试框架需要创建小而独立、可以描述的模块、
片断以及待测应用程序的脚本，这些树状结构的小脚本组合起来，就能组成用于特定测试用

例的脚本。测试库框架与模块化测试脚本框架类似，并具有同样的优点；不同的是测试库框
架把待测应用程序分解为过程和函数而非脚本，该框架需要创建描述模块、片断以及待测应
用程序的功能库文件。关键字驱动框架需要开发数据表和关键字，这些数据表和关键字独立
于执行它们的测试自动化工具，并可以用来驱动待测应用程序和数据的测试脚本代码。数据
驱动测试框架通过捕获工具或者手工生成的代码脚本被载入到变量中，在这个框架中，变量
不仅被用来存放输入值，还被用来存放输出的验证值，整个程序中，测试脚本来读取数值文
件，记载测试状态和信息。
依据上文提到的自动化测试框架的开发原则，结合 GIS 平台软件的自身特点，本文采用
关键字驱动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方式。将自动化测试用例存放到不同的测试机器上，每个测
试用例有自己的优先级，所有的测试用例信息都存放在一个公共的表中，每个用例用到的测
试数据文件名称和路径也存放到一个公共的 xml 文件中，更改测试数据仅需更改这个指定的
文字即可。JUnit 自动化测试框架会先从数据库中读出测试用例信息，然后生成一个待执行
的序列，按照这个序列依次执行测试用例，执行过程如图 2 所示。
XML File
测试数据文件
Data Driver
数据驱动

Launch
Test
测试发起

Test Case Lib
测试用例库

Execute test
测试执行

Nunit
测试框架

DataTable
测试用例关键字
表

Keyword driven
关键字驱动

Test Data
测试数据

图 2 关键字驱动和数据驱动执行过程图
Fig. 2 Execution Process Driven by Keywords or Data
4 性能自动化测试框架
对于 GIS 平台软件，功能的正确性固然重要，但性能也是决定一个软件是否可用的重要
[15]
指标 。性能的评判标准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为客户的可接受程度，但因人而异，
[16]
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 。比如一幅地图缩小一次需要 3 s，有人认为可接受，有人认为
很慢不能接受。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对比测试方法，即同一功能在同样的环境下执行同
样的操作，将本文软件与业内主流软件的耗时进行对比。
采用 python 作为自动化测试的脚本驱动语言，利用数据驱动与关键字驱动混合的方式。
脚本里依次编写所要执行的测试案例的关键字，数据库表中存放每个测试用例使用的测试数
据，同时脚本要记录每个功能完成的起止时间，将测试结果写入到一个的数据库表中。对于
组件产品，数据库中仅记录执行某一功能所耗费的超止时间；对于服务器产品，需要记录 5
个指标，即“90%用户时间”“吞吐率”“点击率”“内存使用率”和“CPU 占用率”，然后对
这 5 个指标按重要性的高低，采用加权平均的方式计算得出平均分，实时展现结果。
评价性能时，系统根据执行耗时的不同会给出一个分值，性能高者定义为 100 分，性能
低者根据耗时与性能高者的倍数关系确定分值。如执行 FindPath 功能，A 软件用时 2 ms，B
软件用时 0.5 ms，那么 B 软件的得分即为 100 分，A 软件得分为 25 分。
5 自动化测试框架在 GIS 平台软件中的应用
配合敏捷开发流程，SuperMap 的平台产品已在此测试框架下 7×24 小时不间断运行,实
现了代码编写、提交、编译、审查、测试、打包、验证、发布的全自动化流程。
目前功能自动化测试用例的编写主要包括：软件新增的接口和函数，测试时或是用户使
用时发现的缺陷，测试人员模拟用户使用过程设计的一套自动化测试用例。所有的测试情况
和统计值都可实时展示，每个团队都可看到自己团队以及其他团队的测试情况。

6 结束语
自动化测试框架的全面使用，使 SuperMap GIS 平台软件的测试人员将注意力从原始而
繁重的手工测试转变成了自动化测试框架的开发、自动化测试用例和测试场景的设计工作。
此工作对测试人员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产品的质量保障工作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依靠该自动化框架来完成 GIS 平台软件的测试，使一个 500 多万行的代码测试从不可能
完成到 72 h 内全部测试完成。同时该框架可以有效避免同一个缺陷在不同的版本里反复出
现，可极大减少人工干预，提高测试的稳定性。另外该框架能够执行多用户多进程压力测试，
这是人工测试所不能做到的。目前该框架运行稳定，为 GIS 平台软件的高质量保架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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