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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P时代 桌⾯面应⽤用时代



QTP

缺点：基于VB开发，只能在windows上运⾏行行，调试麻烦，⽆无法识别动态js渲染的⻚页
⾯面，例例如flex布局 与 例例如react，vue等前端库，总之我《不不会⽤用》~ 

优点：⽀支持windows应⽤用 这点就够了了~（按键精灵 winrunner，autoit） 操作
windows GUI控件 

现在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还⽤用什什么windows  当然除了了游戏之外



⼯工作原理理

1）识别出要操作的对象控件。2）识别出对象控件后来完成该对象控件指定的⽅方法。



QTP==>SILKTEST

QTP mercury HP Micro 
Focus

爷爷 孙⼦

Extends



⼯工作原理理

针对 Web、移动、富客户端以及企业级应⽤用程序、功能强⼤大的测试⾃自动化。



企业级和windows应⽤用

利利⽤用之前QTP的技术积累，与.NET等技术开发的桌⾯面级的应⽤用⾃自动化测试。



WEB ⾃自动化测试

利利⽤用selenium-webdriver作为底层架构，进⾏行行⼆二次开发，⽐比如实现录制脚本，回放
功能，与云技术相结合，实现testcase与业务脚本⽆无缝连接运⾏行行。 

⽀支持云端虚拟化技术，⽆无需搭建测试环境，即可实现多浏览器器测试。 

能够监测脚本运⾏行行状态，及时通知客户（CI） 

但是太贵了了，也太重了了~



selenium--互联⽹网时代

Selenium Remote Control (RC) is a test tool that allows you to write automated web application UI tests in any 
programming language against any HTTP website using any mainstream JavaScript-enabled browser. 
Selenium RC comes in two parts.  

1. A server which automatically launches and kills browsers, and acts as a HTTP proxy for web requests 
from them. 

2. Client libraries for your favorite computer language.





⼯工作原理理

（1）测试⽤用例例通过Client Libraries的接⼝口向Selenium Server发送Http请求，要求和Selenium Server建
⽴立连接 
（2）Selenium Server的Launch启动浏览器器，把Selenium Core加载⼊入浏览器器⻚页⾯面中，并发浏览器器的代
理理设置为Selenium Server的Http Proxy。 
（3）测试⽤用例例通过Client Libraries的接⼝口向Selenium Server发送Http请求，Selenium Server对请求进
⾏行行解析，然后通过Http Proxy发送JS命令通知Selenium Core执⾏行行操作浏览器器的动作。 
（4）Selenium Core接收到指令后，执⾏行行操作 
（5）浏览器器收到新的⻚页⾯面请求信息，于是发送Http请求，请求新的web⻚页⾯面。Selenium Server会接收到
所有由它启动的浏览器器发动的请求。 
（6）Selenium Server接收到浏览器器发送的Http请求后，⾃自⼰己重组Http请求，获取对应的web⻚页⾯面 
（7）Selenium Server的Http Proxy把接收的Web⻚页⾯面返回给浏览器器



selenium2=webdriver+selenium



JsonWireProtocol
POST session/285b12e4-2b8a-4fe6-90e1-c35cba245956/url 
post_data {"url":"http://google.com"}  

POST /session/:sessionId/element/:id/click

https://github.com/SeleniumHQ/selenium/wiki/JsonWireProtocol#sessionsessionidelementidclick


问题？

相同之处？ 

不不同？



selenium总结

selenium webdriver
protractor

watir

webdriverio

nigtwatch

appium

webdrivercss

⼦子⼦子孙孙千千万



sikuli---图像对⽐比

Sikuli⼯工作原理理（以python为例例）： 

通过sikuli IDE，可以建⽴立sikuli脚本，其中包括Python源代码以及所需要的截图。Sikuli IDE执⾏行行脚本时，通过Python解析器器和java库的桥梁梁，核

⼼心部分解析是通过java库实现的分两个部分，java.awt.Robot⽤用来传递键盘和⿏鼠标的事件流到适当位置；给予OpenCV的C++引擎⽤用于在屏幕内搜

索制定的图⽚片。各部分的协调⼯工作，最终使得sikuli脚本得以运⾏行行





栗栗⼦子



airtest

airtest=（airtest framework + poco framework 
+IDE）



POCO

POCO⼲干了了什什么？

给各个游戏引擎
开发SDK，把控
件树数据dump出
来然后回传，这
样我们才能够在
他们的Inspector
⼯工具⾥里里看到游戏
内的控件树



Airtest framework

Airtest提供了了跨平台的API，包括安
装应⽤用、模拟输⼊入、断⾔言等。 基于
图像识别技术定位UI元素，你⽆无需嵌
⼊入任何代码即可进⾏行行⾃自动化测试。 
测试脚本运⾏行行后可以⾃自动⽣生成详细的
HTML测试报告，让你迅速定位失败
的测试点



backstopJS--视觉感知回归测试

BackstopJS automates visual regression testing of your responsive web UI by comparing DOM screenshots over time.



⼯工作原理理

backstopjs

Chromeheadless/ 
Puppeteer

PhantomJS/casperJS

Base Image
shot

node-

resemble.js 

compare



headless----⼀一股清流

理理解headless本质

我还是浏览器器,只不不过
不不渲染⻚页⾯面。



phantom

Chrome 
headless

Firefox 
headless

我只不不过是
提供了了环境



casperjs+Puppeteer+webdriver

⼯工作原理理基本都差不不多， 

不不同浏览器器启⽤用headless模式，暴暴露露出对外操作的接⼝口，使⽤用不不同的client对
接⼝口发出操作请求。



Appium



Client Proxy

IOS
WDA

android



cypress

https://docs.cypress.io/guides/
overview/key-
differences.html#Architecture





Cypress通过其专有的⾃动化api来控制浏览器。这意味着每个受⽀持的浏览器都需要⼀个新的
driver。这个driver是什么，chrome的话其实就是chrome headless 也就是底层的 chrome 
remote interface，截⾄2018年低，Firefox也开发出head less，微软和apple 也有计划开发
EdGE和safari对应的headless。他们计划通过利⽤Selenium WebDriver来⽀持⼀些⽼的浏览
器。Cypress的⾸席执⾏官表⽰，随着IE宣布Edge将利⽤webkite内核来开发下⼀代浏览器
时，跨浏览器测试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testcafe



   TestCafe通过代理服务器为测试站点提供服务。服务器将脚本注⼊页⾯，这些脚本可以检查
和控制页⾯上的元素。它做了⼀些聪明的事情，例如允许与本地alert操作、⽂件上传输⼊和
iframe交互。这意味着它适⽤于任何web浏览器，甚⾄包括移动设备和BrowserStack和
SauceLabs等云服务的集成。



DIFF

  Cypress实际上是在浏览器进程中运⾏您的测试代码，⽽TestCafe则是在Node中运⾏。这意
味着Cypress测试可以访问真实的DOM元素，但是在TestCafe中，测试和DOM之间的通信必
须序列化。



DIFF-2

由于TestCafe测试在node中运⾏，所以您可以在你的脚本中使⽤nodejs⼀些特性。例如设置和
清除数据库fixture，甚⾄启动和停⽌测试服务器都很有⽤。在Cypress中，您只能通过HTTP
与应⽤程序通信或执⾏shell命令。



DIFF-3

TestCafe使⽤标准的CSS选择器来定位元素，但是Cypress使⽤jQuery选择器，这些选择器具
有⼀些有⽤的额外功能，⽐如:parent和:first。另⼀⽅⾯，TestCafe为React、Angular、Vue和
Aurelia提供了特定于框架的扩展，可以使⽤组件名作为选择器。



DIFF-4

TestCafe为测试失败提供了很好的控制台log输出(就像在其他⼀些测试运⾏程序(如Jest)中看

到的那样)，它可以在上下⽂中显⽰了哪个断⾔失败。这在很⼤程度上缓解了在⼀个测试中拥

有多个断⾔的问题。



Cypress更进⼀步，它有⼀个专门的 Electron app，可以将你的测试脚本与被测试站点并排显

⽰。将⿏标悬停在测试步骤上，将显⽰该步骤的DOM快照。⼀个⾮常爽的特性是，当您更改

任何内容时，它会监视您的代码并重新运⾏测试。这为开发⼈员提供了⾮常棒的体验。开发和

测试⼏乎同步进⾏。



CLOUD SERVICES

不不管是cypress与testcafe未来肯定会⽀支持 

远程运⾏行行，在devops⼤大趋势之下，结合K8S 

在云端跑测试肯定更更加容易易与稳定，这些 

开源测试框架只是开源的如何使⽤用，想要 

更更好更更快质量量更更⾼高的服务，只能掏钱。



未来

对这些开源框架来说，服务即收⼊入，对我们来说质量量即未来，没有免费的午餐，要

么⾃自⼰己研发，要么依靠别⼈人掏钱。



开源部分 收费部分

⼩小⼚厂（1-100） 够⽤用即可

中⼚厂（100-2000） 需要进⾏行行⼆二次封装 提⾼高运⾏行行效率，给出各种质
量量分析

⼤大⼚厂（5000） ⾃自⼰己设计



历史回顾

合 分 合

⼯工具
浏览
器器，语
⾔言

语⾔言，平台



Q&A

⻬齐磊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