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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

您在使用 Python 吗？ 

开启测试自动化的未来

使用 Python 脚本迈进先进的测试自动化技术
传统上，测试自动化工程师都是使用 shell 脚本和自主开发的工具进行自动测

试。现在，测试团队可以使用 Python 更轻松、更稳健地完成他们的测试方案。

本文探讨了对三种编程语言进行集成话题，旨在帮助您踏入自动化测试世界的第

一步。

1. 理解 Python 的优势

2. Python 编程挑战

3. 使用 Python 进行测试

Python 简介
开发一套成功的测试方案的关键，在于为项目确定恰当的自动化工具。这些工具

对于电子产品开发的时间和效率极为关键。

测试自动化可在三个方面提升效率。首先，自动化替代了手动的人工重复，减少

了出错机会。其次，通过对一系列测试进行自动切换，可以加速定序测试。其效

率远远高于手动测试。第三，自动捕获数据和连续执行有利于提高精度。 

强大的 Python 工具
和程序库：

• Pytest：一个极为
通用的 Python 测试
框架

• NumPy：一个提供多
维阵列和高层数学函
数的程序库

• SciPy：一个利用大
量算法来扩展 NumPy 
功能的程序库

• Mathplotlib：一个在
数字绘图和数据分析
工具中使用的程序库

• Pythonnet：在 
Python 与 .NET CLR 
之间进行集成的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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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在测试工
程中的优势

1. 免费、开源

2. 易于学习

3. 强大的程序库

4. 与其他语言集成
良好

Python 是一款用于编写脚本的强大工具，可以用于自动化测试。Python 是一种运行

时语言，易于学习；但是针对全面的自动化测试，它在所需要的强大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和开发驱动程序方面略显不足。将 Python 与其他编程语言相结合，例如 C# 

和 .NET，测试自动化工程师可以得到两全其美的结果。

Python 的优势
测试工程师在为自动化选择一种编程语言之前，需要评测这种语言的优势。他们必须考

虑这种语言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可扩展性、易开发性和受欢迎程度，这些都会影响到第

三方可用资源和程序库的多样性。

Python 拥有全部这些属性，并且具有免费和开源优势。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Python，

并开始快速开发和发布 Python 代码。相比之下，企业的开发人员可能需要花费数天或

数周时间为企业的开发环境（如 Visual Studio）收集编译器和程序库。

Python 开源社区提供了广泛的程序库，以帮助测试工程师开始执行自动化测试。这些

便于访问的社区资源有助于工程师们解决常见的难题。Python 是一种运行时语言，不

需要编译器，因此属于一种脚本语言。它能在安装了 Python 解释器的所有设备上运

行。由于在开源社区得到了广泛使用，因此 Python 拥有杰出的跨平台支持能力。

与更复杂的语言相比，Python 非常便于快速学习。Python 的语法很少，具有良好的

可读性，因此工程师们即使没有丰富的编码经验，也能快速学会。图 1 所示的是一个典

型的入门程序‘Hello World’，使用了 C# 和 Python 来编码。

Python 的极简风格对于测试自动化具有诸多优势。测试步骤在本质上是呈线性的，一

次执行一个，按顺序执行。这种简单、易读的 Python 环境非常适合开发线性测试脚

本。熟悉脚本的资深测试工程师可以快速学会 Python 的语法。对于刚步入职场的大学

生而言，他们更容易熟悉 Python 代码，而不是 C++ 或 C#。对 Python 代码的需求

正在增加。据 indeed.com 统计，2018 年，对有经验的 Python 编程人员的需求量为 

46,000 人，而 C++ 和 C# 编程人员的人才缺口分别为 31,000 人和 27,000 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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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Python 在  2012 年还是最不常用的语言，到  2017 年已经超越 

JavaScript，成为了最流行的语言。Stack Overflow 已将 Python 列为“全球发展最快

的重要编程语言。” 2

图 2. Python 增长路线图，源自 Stack Overflow

图 1. 一个使用 C# 和 Python 编码的“Hello World!”入门程序

• c#:

 using System;
 namespace HelloWorld
 {

class Hello
{

     static void Main()
{

Console.WriteLine(“Hello World!”);

}
}

}

• Python:

print(“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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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计算变得简单
尽管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 Python 的功能却非常强大。它拥有专为创建测试而设计的

丰富套件。例如，Pytest 便是一个适用于各种测试框架的通用测试工具。这些套件可以

节省测试工程师的时间，减少错误，简化必须要为一系列测试所开发的计算代码。

熟悉 MATLAB 的工程师们将会非常欣赏 Python 的数值分析特性。与 MATLAB 不

同，Python 是开源、免费的，并且可以作为编程语言来使用。工程师们熟悉的所有 

MATLAB 特性均可在 Python 中执行，因此他们可以获得丰富的计算工具和算法。  

Python 可以轻松与 NumPy 和 SciPy 等计算程序库相结合，并能存储和解释结果，

这对更高级的运算非常必要。NumPy 添加了对科学计算工具的支持，包括多维阵列

对象。SciPy 程序库包含了高效的数值例程，包括进行数值集成和优化的例程。程序库

和程序套件是帮助工程师们开发 Python 的最强大的工具。

Python 编程挑战
Python 是开发脚本的绝佳工具，但测试工程师们也需要了解它的局限性。Python 的

最大缺点是其整体性能。作为一种解释性语言，Python 将始终比一些编译语言（如 

C#）要慢。在一些速度特别重要的关键任务中，这可能是一个问题。这种解释性代码的

另一个缺点是编译器并不检查破损代码。在将其引入开发环境之前，开发人员必须投入

更多精力，使用单元、系统和集成测试的方法对 Python 代码执行测试。

Python 数据对象可以动态输入和解释，这种特性非常有利于建立小型项目。不过针

对大型项目，这种优势很难继续保持。最后，虽然 Python 拥有设计 GUI 的程库库， 

但 C# 和 .NET 仍然是最好的 GUI 设计工具，尤其是在 Windows 环境下执行开发任

务时。

Python 在测试工
程中的挑战

1. 在一些性能关
键的领域，速度

较低

2. 缺少编译器

3. 运行时错误

4. 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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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语言相集成，从而克服自身的挑战

Python 的缺点可以通过与其他语言相集成来解决。这样可以把 Python 的脚本编写优

势与其他语言的优势和速度融合起来。测试团队可以使用 Python 来开发自动测试脚

本，同时对于那些性能关键型和特定设备的驱动程序代码，则仍然使用其他语言，比如 

C#。这可以通过 Pythonnet 之类的工具来实现，它是一个将 Python 集成到 .NET 代

码中的工具套件。

这个 .NET 框架运行时环境被称为 CLR（通用语言运行时），它负责执行 .NET 程

序。Pythonnet 可让编程人员将 Python 代码添加到 .NET 应用程序中，实现与 .NET 

CLR 环境的无缝交互。 IronPython 提供了与 .NET 更紧密的、解释性的集成，但

与 Pythonnet 相比牺牲了速度优势。图 3 示出了 IronPython 如何通过 Python 对 

Windows 表格和按钮进行编程。在这里，使用预期的参考表把 CLR 导入到了项目中。

图 3. 利用 IronPython，可以通过 Python 对 Windows 表格进行编程3

“Python for .NET 套
件使 Python 编程人
员几乎可以与 .NET 
通用语言运行时

（CLR）无缝集成，
为 .NET 开发人员提
供了功能强大的应

用程序编程工具。

它还允许 Python 
代码与 CLR 进行
交互，也可以把 
Python 嵌入到 .NET 
应用程序中。”

- Pythonnet 主页

“

另外，了解集成并不仅限于 Python 和 .NET，这一点也很重要。大多数流行的编程语

言都支持 Python 集成。由于 Python 具有跨平台支持，拥有大量的中间件产品，并且

采用了面向对象的风格，支持动态输入/绑定功能，因此它是与 windows 编程语言相结

合的一个良好选择。另一个集成工具 Jython，也可以与 Java 平台实现类似集成。对

于开发人员来说，必须选择一种最适合自身需求的语言，并了解该语言的集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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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ython 执行测试
在这个真实示例中，我们来看看测试工程师如何使用 Python 与现有的测试程序相结合，

以便建立一个新的集成的自动化测试。在无线通信中，随着多模设备的增多也增加了对多

模测试的需求，此时，需要同时测试 Wi-Fi 环境和蜂窝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的多模设备

都在同时使用 Wi-Fi 和蜂窝通信。以前的无线网络设备都是在 Wi-Fi 或蜂窝环境中单独进

行测试的。

集成多个测试

测试工程师结合两个独立的设计程序创建了一个集成的蜂窝和 Wi-Fi 仿真系统，并且用一

个自动化测试工作流程进行管理。虽然这两个系统的设计初衷并不是一定要集成到一个测

试环境中，但通过使用脚本，测试工程师成功地将这两个系统融为了一体。

该解决方案的组合步骤如下：

1. 首先，两个产品完全使用 C# 进行编码。

2. 在第二个产品中使用 Python 编写自动脚本。

3. 在测试环境中使用 Pythonnet 套件，将第二个产品的 python 代码集成到 C# 代
码库。 

通过上述配置，最终的测试工具得以在真实统一的测试环境中验证多模设备的特性。

图 4 展示了对该测试设备进行自动配置的一小部分代码，包括设置 IP、Wi-Fi 时隙、AP 信

道等。这段代码是该解决方案中集成的众多 Python 文件之一。测试平台常常会定义一些预

置的基类（base classes），用以在一个共享框架中创建定制的测试步骤。

如图  4  所示，所定义的“CompanyChass isConf igura t ion”类别会采用或继承

“TestStep”。一旦测试平台定义了一个基类，开发人员在创建自动化测试程序时，就无需

再担心代码架构的问题。继承使工程师在测试平台中可以重用代码，无需为每个测试重新编

写代码，从而减少了为新测试开发代码所需的时间。

在定义完类别后，“运行（Run）”函数将会接管。它会调用设置代码，然后执行目标测试

序列。完成各个测试步骤后，如果测试出现故障，测试脚本会向测试工程师发出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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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文件自身很短，但通过使用由 C# 编程的引擎来执行，能够胜任繁重的任务。不

过，它是一个附加脚本，还需要与 Python 和 C＃ 的集成相结合，进而构成一个面向 Wifi 

和蜂窝环境的统一的测试平台。这种集成缩短了测试时间，提供了一个更真实、更健康的环

境，提高了测试工程师的生产率和测试质量。

图 4. 一个集成的无线测试平台 — 基于 Python 代码与 C# 引擎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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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自动化测试有助于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帮助公司保持竞争力。测试团队和工程师们必

须要知道如何编写代码，以及当前有哪些最佳的自动化测试开发工具可以选择。

很多公司正在转向 Python 等语言，以便简化脚本编写。Python 带来了大量优势。它

易于学习、开源，并有强大的程序库作为支持。其缺点可通过与能够更快地执行运行时

环境、拥有更强大的驱动程序开发环境的编译器（如 C＃）相集成来克服。

要想拥抱自动化的潮流，测试工程师必须要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测试团队应该寻找一个

能够集成多种编程语言的、统一的测试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在设计和制造周

期中实现自动和加速测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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