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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非常感谢您选择使用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自动测试系统软件平台

TestCenter！  
我们将以最大限度满足您的需求为己任，为您提供高品质的测量软件，同时带给您一流的售后

服务。我们的一贯宗旨是“质量优良，服务周到”，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是我们对用户的承诺，

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垂询，联系方式： 

服务咨询  0532-86889847 
技术支持  0532-86880796 
质量监督  0532-86886614 
传        真  0532-86897258 
网        址  www.ceyear.com 
电子信箱  eiqd@ceyear.com 
地         址  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 98 号 
邮         编  266555 
本手册介绍了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自动测试系统软件平台 TestCenter 的

用途、使用方法等内容，以帮助您尽快熟悉和掌握软件的操作方法和使用要点。为方便您熟练使用

该软件，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正确按照手册指导操作。 
由于时间紧迫和笔者水平有限，文字中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各位用户批评指正！由于我们的

工作失误给您造成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声

明： 

 
本手册是《TestCenter 用户手册》第一版，版本号是 V6.0 。 
本手册中的内容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本手册内容及所用术语最终解

释权属于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手册版权属于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何单位或个人非经本所

授权，不得对本手册内容进行修改或篡改，并且不得以赢利为目的对本手

册进行复制、传播，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对侵权者追究法律

责任的权利。 
 

 

 

                                   编者 

                               2021 年 2 月

http://www.ceye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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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TestCenter 主要功能特点 
TestCenter 为测试系统软件的设计、开发与交付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支持所见即所

得的测试程序开发方式、支持仪器互换、可集成多种主流编程语言编写的测试模块、提供全面

的二次编程接口。  

TestCenter 的主要功能特点如下： 

1. 集成开发环境 

2. 测试执行环境 

3. 测试资源配置 

4. 基于插件的组装式开发 

5. 实时数据计算及 MATLAB 支持 

6. 测试数据存储与管理 

7. 测试通道校准 

8. 测试报表生成 

9. 丰富、可扩展的插件库 

10. 可集成主流编程语言编写的测试模块 

11. 测试程序发布 

12. 二次开发 

1. 集成开发环境 

TestCenter 为测试系统软件的开发提供了集成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利用统一简约的

界面为自动测试系统各要素提供完整视图，方便用户对被测件（UUT）、测试通道、测试资源、

测试程序、校准程序、测试数据以及校准数据进行统一的开发、组织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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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 

2. 测试执行环境 

TestCenter 测试执行器用于执行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开发的测试程序。测试执行

器界面简洁明了，适合测试操作人员使用。同时利用 TestCenter 提供的二次开发功能，用户

还可自行开发执行界面，满足您的个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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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estCenter 测试执行环境 

 

图 3 二次开发操作员界面 

3. 测试资源配置 

TestCenter 可以配置和组织测试系统的硬件资源，软件资源以及逻辑资源。使用逻辑资

源可以使测试程序与具体的硬件隔离，从而实现仪器互换功能。  

4. 基于插件的组装式开发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为用户提供可视化、组装式的开发环境。TestCenter 将测试

序列的开发方式由编码型转变为插件组装型，用户只需从插件库中拖放所需插件并组装它们即

可快速完成测试序列的开发。TestCenter 针对不同的测试需求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插件和行业

应用插件，并且插件可以持续更新和扩充，以满足用户持续增长的测试需求。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用户还可以方便进行循环、跳转、分支执行、条件执行及其它复杂流程设计。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还提供断点设置、单步运行等功能，方便用户进行测试序列调试。

平台实现的软总线和插件库，使得自动测试系统软件工程师也能够像硬件工程师一样在一个软

件背板上通过组装插件来快速生成应用软件。利用该平台一系列自动测试系统应用软件可以被

高效开发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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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拖放式组装形式 

5. 实时数据计算及 MATLAB 支持 

利用 TestCenter 的表达式功能及内置的 100 多种数学函数，您可在测试时对数据进行 
实时运算。可用的数学函数包括逻辑运算、位运算、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字符串函数、数组

函数等。另外 TestCenter 还提供有 MATLAB 插件，可直接运行 MATLAB 脚本，方便您使用

或继承已有的高级算法。  

 

图 5 Matlab 插件 

6. 测试数据存储与管理 

测试数据存储与管理主要包括测试数据存储、测试数据查询、校准数据管理等功能。

TestCenter 提供了数据库插件，帮助用户将测试数据存储到关系型数据库中，数据库插件如

下图所示。  



TestCenter 主要功能特点 

15 

 

图 6 数据库插件 

7. 测试通道校准 

TestCenter 提供了通道建模和基于通道的校准数据管理功能。利用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 
校准数据编辑器可对校准数据进行查看、编辑。结合 TestCenter 提供的校准数据记录插件和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您可进行通道校准，从而提高测试准确度。  

8. 测试报表生成 

TestCenter 提供了丰富的报表生成功能。用户可使用 TestCenter 内置的通用报表生成

功能创建 HTML、XML、ATML 等格式的测试报表，这种格式的报表仅需使用浏览器即可浏览，

方便在局域网或 Internet 上进行共享。TestCenter 还提供了 Word 报表插件、Excel 报表插

件，支持自定义报表样式，以满足特定需求。  

9. 丰富、可扩展的插件库 

TestCenter 针对不同的测试需求提供了种类丰富、功能齐全的插件库。插件库被设计为

可更新和扩充，以满足用户持续增长的测试需求。TestCenter 内置了 IVI 规范定义的 8 大类

仪器控制插件，可以控制符合 IVI 规范的仪器。TestCenter 标配的其它插件可以帮助用户完

成自动测试系统中常用的功能，如等待插件可帮助系统实现延时功能、循环数据生成插件可生

成多种形式的循环数据、通信插件可完成 TCP/UDP 通信、数据库插件可将测试数据写入主流

关系型数据库中。利用 TestCenter 提供的插件开发指南、插件代码模板、二次开发 API，用

户可自行开发插件。通过提供、扩充不同用途的插件使得 TestCenter 软件平台可以适用于武

器装备整机、模块以及电路板多个级别的绝大部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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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丰富可扩展的插件库 

10. 可集成主流编程语言编写的测试模块 

TestCenter 可以集成多种主流开发工具开发的测试程序，包括：C/C++、 
VisualStudio.NET、NI LabVIEW、NI LabWindows/CVI、JavaScript/VBScript。 该功

能允许用户选用自己熟悉的开发工具开发测试程序、保护已有的软件资产，并为未来新型开发

工具预留了支持。  

 

图 8 可集成主流编程语言 

11. 测试程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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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软件发布程序包括安装模块编辑器（TCIModuleEditor.exe）和安装程序编辑器

（TCInstaller.exe）。帮助用户将开发好的测试程序、测试序列、TestCenter 运行时及其它

必要的软件资源打包，方便用户进行测试程序的发布。  

12. 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工具及 API 为用户提供了二次开发功能。二次开发工具包括：操作员界面二次

开发控件库、Visual Studio.Net 环境的插件开发模板、Visual Studio.Net 环境的操作员界

面开发模板。API 包括 Visual Studio.Net 环境的应用编程接口。同时 TestCenter 还提供详

细的二次开发文档供您查阅。利用这些工具和文档您可以进行插件、操作员界面的二次开发工

作。TestCenter 平台内置有经典操作员界面，可满足对操作员界面无特殊要求的典型应用。

如果需要根据项目或客户要求提供个性化的操作员界面，可利用 TestCenter 提供的界面库、

第三方控件库和 TestCenter API 进行操作员界面的定制开发。  

 

图 9 二次开发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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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卸载、启动 

1. 安装 

运行 TestCenter 的安装程序(setup.exe)，安装过程将自动开始。安装完毕后在开始 > 
程序菜单里将出现 TestCenter 文件夹。 

安装程序将自动安装：  

• 微软.NET 框架 4.0 版本。 

• TestCenter 插件模板 for Visual Studio.Net 2010。 

• TestCenter 控件库 for Visual Studio.Net 2010。 

如需控制仪器，建议按以下顺序安装：  

• Visa 库  

• IVI 共享库  

• NI ICP 软件包（如使用 NI 的驱动程序，建议安装）  

2. 卸载 

TestCenter 提供了卸载功能。在开始菜单里将找到 TestCenter 文件夹，点击

Uninstall TestCenter 即可自动完成卸载。 

3. 启动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可启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序列执行器。启动 这两个软

件时会弹出登录窗口。系统内置有四个用户：操作员、调试员、开发员、管理员。默认密码均

为空。  

3.1.  启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 

• 选择开始 > 程序 > TestCenter > TestCenter 

3.2. 启动测试程序执行器 

• 选择开始 > 程序 > TestCenter > 测试程序执行器 





 

21 

第三章 用户管理 

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用于管理 TestCenter 软件平台的授权访问。在启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

时您需要提供用户名和密码，如图 10 所示。 

在 TestCenter 中用户属于权限组，不同权限组拥有不同权限。TestCenter 内置 4 个权

限组：操作员组、调试组、开发组、管理组。您可以添加、删除、编辑权限组。  

用户属于指定的权限组，拥有该权限组的权限。您可以添加、删除、编辑用户。  

只有拥有读取账户数据和保存账户数据的权限组才具备用户管理功能。  

 

图 10 登陆窗口 

2. 维护权限组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点击文件 --> 用户管理菜单项 进入用户

管理界面。点击权限组标签进入权限组维护面板，如图 11 所示。 

面板上方的添加按钮和删除按钮提供了添加权限组和删除选定权限组的快捷方式。 

面板上方的属性按钮用于启动权限组属性窗口，在此可为权限组分配权限，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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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权限组维护面板  

图 12 权限组属性窗口 

3. 维护用户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点击文件 --> 用户管理菜单项 进入用户

管理界面。点击用户标签进入用户维护面板，如图 13 所示。 

面板上方的添加按钮和删除按钮提供了添加用户和删除选定用户的快捷方式。 

面板上方的属性按钮用于启动用户属性窗口，在此可为用户指派所属的权限组，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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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用户维护面板 

 

图 14 用户属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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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本概念 

1. 测试工程概述 

测试工程是 TestCenter 软件平台对自动测试系统要素的一种组织和管理方式。 

测试工程文件扩展名为.tcproj。 测试工程用于组织测试程序以及与测试程序相关的信息，

包括被测件、测试资源等。 

测试工程采用树状结构组织测试信息( )。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对测试工程文件的开发、编辑功能。 

 

图 15 测试工程 

2. UUT 概述 

被测件（UUT）是自动测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开发人员针对 UUT 的测试需求进行

测试程序开发。 TestCenter 以 UUT 为线索进行测试程序组织，如图 16 所示。 

在 TestCenter 中可以添加、管理多个 UUT，每一个 UUT 可以拥有自己的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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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UUT 与测试程序 

3. 测试概述 

测试是一个按设计的步骤和控制流程执行的测试任务。测试存储于测试文件中，测试文件

扩展名为.tcact。 

一个工程可包含多个 UUT，每一个 UUT 可有一个到多个测试程序，每一个测试程序有且

只有一个测试文件。每一个测试文件包含一个到多个测试。利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提

供的测试文件编辑器可编辑测试文件中已有的测试或创建新的测试。本节内容包括： 

• 测试组成 

• 测试执行 

3.1. 测试组成 

一个测试文件( )可以包含多个测试( )。一个测试( ) 由节点( )、 参数( )、 测量

值( )、 结果( )和 变量( )五部分组成。 测试的基本构成单位为测试节点( )。 通过合理

组织测试节点可以产生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执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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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测试组成 

3.2. 测试执行 

TestCenter 提供了测试程序执行器，用于运行测试。详细内容请参见测试程序执行器概

述。 

4. 测试序列概述 

测试序列通过组织测试来实现复杂的测试任务。测试序列存储于测试序列文件中，测试序

列文件扩展名为.tcseq。  

一个工程可包含多个 UUT，每一个 UUT 可有一个到多个测试程序，每一个测试程序有且

只有一个测试序列文件。每一个测试序列文件包含一个到多个测试序列。利用 TestCenter 集
成开发环境提供的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可编辑测试序列文件中已有的测试序列或创建新的测试

序列。本节内容包括： 

 测试序列组成 

 测试与测试序列 

 测试序列执行 

4.1. 测试序列组成 

一个测试序列文件( )可以包含多个测试序列( )。一个测试序列( ) 由步骤( )、 变量

( )、 参数( )、 测量值( )和 结果( ) 五部分组成。 测试序列的基本构成单位为测试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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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测试序列的组成 

4.2. 测试与测试序列 

一个测试文件可以包含多个测试，测试与测试之间互相独立，互不相关。可通过测试序列

将多个测试组合在一起，构成更大的测试模块。如图 19( )中的 4 个测试，通过测试序列组

成了 X 模块测试测试序列( )，这个测试序列使用了( )中的所有测试。 

 

图 19  测试与测试序列 

4.3. 测试序列执行 

TestCenter 提供了测试程序执行器，用于运行测试和测试序列。 

•  从开始菜单启动：选择开始 > 程序 > TestCenter > 测试程序执行器。  

5. 节点 

5.1. 节点概述 

节点是序列树的基本构成单位。通过合理组织节点可以产生逻辑清晰的执行流程。同时节

点也是插件的“家”，从插件库拖放来的插件将被安装在节点上。在序列树上拥有孩子节点的节

点称为枝节点( )，没有孩子节点的节点称为叶子节点( )。插件只能安装在叶子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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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节点 

5.2. 节点状态 

节点状态描述节点所处的状态。包括：未运行、完成、错误、成功、失败。其对应图标分

别为： 未运行( )、 完成( )、 错误( )、 成功( )、 失败( )。  

节点状态具有向上传导特性。即若某节点运行失败则会设置其父节点状态为失败，并会一

直上溯至最顶层节点。 

5.2.1. 未运行( ) 

是指节点运行前的状态。当工程打开时所有节点状态均被置为未运行状态。 另外，当启动

某个节点的运行命令时，该节点及其所有孩子节点的状态将被重置为未运行。  

5.2.2. 完成( ) 

是指节点运行正常。 

5.2.3. 错误( ) 

是指节点运行中出现错误。 

5.2.4. 成功( ) 

是指节点运行正常并且运行结果评估合格。 

5.2.5. 失败( ) 

是指节点运行正常但是运行结果评估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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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步概述 

测试步是测试序列的基本组成单位，一个测试组可包括多个测试步( )， 测试步以列表方

式组织。通过设置引用类型( )可为测试步关联一个已经存在的测试或测试序列。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可对测试步进行添加、删除、编辑、设置等操作。 

 

图 21 测试步 

6.1. 测试步的主要功能： 

• 组织测试或测试序列 

• 为测试或测试序列传递参数 

• 设置测试或测试序列测量值的输出位置 

• 利用前置表达式控制测试步是否执行 

• 利用后置表达式进行数据计算 

• 控制测试序列执行流程 

7. 变量 

7.1. 变量概述 

变量用于存储数据，有名称、类型和值。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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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变量 

变量类型包括字符串、整型、浮点、布尔、数组等多种常用类型，还包括如对象、容器、

字节流等特殊类型。 

根据变量的持久特性可分为持久变量和动态变量两大类。 

根据变量所在的位置可分为节点变量、测试变量、测试组变量和序列文件变量四大类。 

TestCenter 表达式可对变量进行各种常用数值及逻辑运算。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可对变量进行添加、删除、编辑等操作。 

系统中的各种数据，包括插件的配置数据、运行数据都存储在变量中。插件之间可通过变

量进行数据交互。 

7.2. 变量类型 

变量类型包括字符串、布尔、数组、对象、整型、浮点、容器、字节流。 

字符串类型是一个 Unicode 字符序列。 

布尔类型用于存储 true 或 false 布尔值，一般用于条件判断。 

数组是一种数据结构，包含一组相同数据类型的变量。TestCenter 支持最多 16 维数组。 

对象类型用于存储 COM 组件实例，通过对象变量可调用 COM 组件的方法。 

有符号 8 位整数：代表 8 位有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128 ~ 127。 

有符号 16 位整数：代表 16 位有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32768 ~ 32767。 

有符号 32 位整数：代表 32 位有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2,147,483,648 ~ 
2,147,483,647。 

有符号 64 位整数：代表 64 位有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9223372036854775808 ~ 
9223372036854775807。 

无符号 8 位整数：代表 8 位无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 0 ~ 255。 

无符号 16 位整数：代表 16 位无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 0 ~ 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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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符号 32 位整数：代表 32 位无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 0 ~ 4294967295。 

无符号 64 位整数：代表 64 位无符号整数，取值范围为 0 ~ 
18446744073709551615。 

单精度浮点：代表 32 位浮点型，取值范围为±1.4 × E-45 ~ ±3.4 × E38，精度 7 位

十进制有效数字。 

双精度浮点：代表 64 位浮点型，取值范围为±5.0 × E-324 ~ ±1.7 × E308，精度

15~16 位十进制有效数字。 

容器类型类似于编程语言中的结构，用于将一组相关联的变量组织在一起。如图 27 所示

的 OperationList[0]属性。可通过级联方式访问结构中的数据，如

OperationList[0].RecordIndex。 

 

图 23 容器类型 

字节流类型是以字节数组的形式来存储数据，类型为 byte[]。 

7.3. 持久变量 

持久变量是指将持久保存的变量。持久变量将保存在测试文件(.tcact)或测试序列文件中

(.tcseq)。 持久变量在测试文件或序列文件加载时被载入。持久变量一般用于保存插件的配置

参数，如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信号源点频值或报表的填充数据等。  

持久变量的值又分为持久值和动态值两种。 

持久值是指将保存到序列文件中的值。在集成开发环境中变量持久值的变化将影响测试工

程是否更改标志。 

动态值是指运行时可改变但不会保存到序列文件中的值，并且也不影响测试工程是否更改

标志。 

持久变量持久值的变化将影响序列文件是否更改状态，与此相反，持久变量动态值的变化

不影响序列文件是否更改状态。 

持久变量持久值的作用是为持久变量提供初始值。其动态值的作用是保存持久变量的运行

值。以初始值为基础不断产生新数据是一种常见应用。如信号源起始功率-10dBm，按步进递

增，并输出给被测件。由于动态值的改变不影响序列文件是否更改状态，因此采用持久值和动

态值分工，可以在序列文件装载时为变量提供初始值，在序列文件运行时进行改变而不影响工

程状态。 

7.4. 动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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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量是指不保存在测试文件或序列中的变量。一般用于临时数据存储。动态变量一般

由插件的初始化方法创建，也可用 TestCenter 表达式创建。动态变量的值没有持久值和动态

值之分。动态变量值变化不影响序列文件是否更改状态。 

7.5. 节点变量 

节点变量是指属于某个测试序列节点的变量。用于存储该节点及其上安装的插件的数据。 

7.5.1. 查看节点变量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一个测试序列。 

2. 在序列树上选中一个测试节点( )。 

3.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变量来源为节点( ) 。 

 

图 24 查看节点变量 

7.6. 测试变量 

测试变量是指属于某个测试的变量。它为本测试范围内的所有测试程序提供共享数据存储。 

7.6.1. 查看测试变量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一个测试文件。 

2.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 ) 。 

3.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变量来源为测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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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查看测试变量 

7.7. 测试文件变量 

测试文件变量是指属于某个测试文件的变量。它为本测试文件内的所有测试程序提供共享

数据存储。 

7.7.1. 查看测试文件变量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一个测试文件。 

2.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变量来源为测试文件( ) 。 

 

图 26  查看测试文件变量 

7.8. 测试序列变量 

测试序列变量是指属于某个测试序列的变量。它为本测试序列范围内的所有测试程序提供

共享数据存储。 

7.8.1. 察看测试序列变量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一个测试序列文件。  

2.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  

3.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变量来源为序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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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查看测试序列变量 

7.9. 测试序列文件变量 

测试序列文件变量是指属于某个测试序列文件的变量。它为本测试序列文件内的所有测试

程序提供共享数据存储。 

7.9.1. 查看测试序列文件变量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一个测试序列。 

2.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变量来源为序列文件( ) 。 

 

图 28 查看序列文件变量 

7.10. 数组变量 

7.10.1. 数组维数 

可以将数组的维理解为数组元素在数组中的方向。比如一维数组类似于一条水平直线，通

过 x 坐标可访问数组元素；二维数组类似于 一个 X-Y 平面，通过(x,y)坐标可访问数组元素；

三维数组类似于一个 X-Y-Z 空间，通过(x,y,z)坐标可访问数组元素。  

通过另外一个比喻来加深对数组维数的理解。 

1. 一维数组相当于只有一行的表格； 

2. 二维数组相当于有多行的表格； 

3. 三维数组相当于多个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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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Center 支持最多 16 维数组，但超过 3 维的数组使用的机会非常少。 

一维数组 

 
 

二维数组 

 
 

三维数组 

 
以二维数组为例创建一个 3 行 4 列的数组。 将数组维数设置为 2( )，第一维大小为 3

（对应行）( )，第二维大小为 4（对应列）( )。在变量列表中显示效果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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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二维数组示例 

7.10.2. 设置数组 

TestCenter 支持多维数组，最多支持 16 维数组。新建的数组默认为 1 维浮点数组。用

户可以修改数组维数、数组元素类型以及数组各维大小。  

TestCenter 的测试、节点、测试组 和序列文件都可拥有数组变量，要设置数组变量，首

先需要打开对应的变量列表，然后通过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执行编辑操作。打开变量列表请参

见：  

• 打开测试变量列表 

• 打开节点变量列表 

• 打开测试组变量列表 

• 打开序列文件变量列表 

 

设置数组步骤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要编辑的数组变量，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2. 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弹出。 

3. 选择一般标签( )。 

4. 点击配置按钮( )。 

5. 数组配置对话框弹出。 

6. 设置数组元素类型( )。 

7. 设置数组维数( )。 

8. 设置各维大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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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数组配置对话框。 

10.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 

11.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0 设置数组的步骤 

7.10.3. 查看数组数据 

对于数组数据，如果其尺寸较大，出于效率考虑，变量列表仅显示其前 1000 项。可使用

查看数组数据功能查看大数组的完整元素。 

TestCenter 的测试、节点、测试组 和序列文件都可拥有变量，要查看数组数据变量，首

先需要打开对应的变量列表，然后通过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执行查看数组数据操作。打开变量

列表请参见：  

• 打开测试变量列表 

• 打开节点变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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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测试组变量列表 

• 打开序列文件变量列表 

 

查看数组数据步骤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要查看的数组数据。 

2. 在右键菜单选择查看数组数据( )。 

3. 查看数组数据对话框打开。利用顶端的导航按钮( )帮助查看数据。 

 

图 31 查看数组数据步骤 

7.10.4. 设置浮点数组元素精度 

和浮点变量一样，浮点数组中的元素默认使用所有的小数位，可通过设置元素的小数位数

控制其精度，被截断的小数将四舍五入到用户所设精度的最后一位小数上。 

TestCenter 的测试、节点、测试组 和序列文件都可拥有浮点数组变量，要设定浮点数组

变量的元素精度，首先需要打开对应的变量列表，然后通过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执行设置操作。

打开变量列表请参见：  

• 打开测试变量列表 

• 打开节点变量列表 

• 打开测试组变量列表 

• 打开序列文件变量列表 

 

设置浮点数组元素精度步骤 

1. 在变量列表中选择一个元素类型为浮点的数组变量，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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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打开。 

3. 选择一般标签( )。 

4. 点击配置按钮( )。 

5. 数组配置对话框打开。 

6. 点击配置按钮( )。 

7. 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打开。 

8. 勾选设置小数位数( )。 

9. 将小数位数设置为期望的精度，如 3( )。 

10.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 

11.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数组配置对话框。 

12.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 

1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2 设置浮点数组元素精度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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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5. 在表达式中使用多维数组 

在表达式中可引用一维和多维数组。以二维数组为例，对某一位置数组元素的引用格式为：

数组名称[第一维序号, 第二维序号]。如：Node.Variables.freqs[1, 4] = 1.2。  

其它维数数组的引用方式依次类推。 

7.10.6. 改变一维数组运行时大小 

数组可用于存储批量测试数据，动态改变数组大小有时候很有必要，比如测试数据个数不

固定，或测试数据个数太多，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适合预先设置数据大小。因此提供动态改变

数组大小的功能很有必要。  

改变一维数组运行时大小有两种方法：赋值法和函数法。 

 

赋值法改变一维数组运行时大小 

1. 如( )所示的一维数组 freqs_1d，初始大小为 3。 

2. 在表达式中对 freqs_1d 的第四个元素赋值，如 Node.Variables.freqs_1d[3] 
= 2。 

3. 运行后 freqs_1d 的大小变化为 4( )，且第四个元素为动态类型( )。这意味着 
freqs_1d 的运行时大小增加了一个元素，但 freqs_1d 的初始大小不变，下次打开工

程时 freqs_1d 的大小仍为 3。 

4. 此方法仅对数组最大序号的下个相邻序号赋值有效，如上例中的 3，跳跃式赋值，如上

例中将表达式改为 Node.Variables.freqs_1d[100] = 2，则不会改变数组大小。 

 

图 33 赋值法改变数组大小 

 

函数法改变一维数组运行时大小 

利用 TestCenter 提供的数组函数可在表达式中更加灵活的改变数组运行时大小。在表达

式设计器中选择( )，数组函数显示在列表中( )，使用 SetArraySize 函数( )可改变数组

运行时大小。  

如 SetArraySize(Node.Variables.freqs_1d, 9)，将把一维数组

Node.Variables.freqs_1d 的运行时大小改变为 9( )。除 SetArraySize 外列表中的其它

函数也具有改变数组运行时大小功能，如 AddArrayItem、AddArrayItems、
InsertArrayItem、InsertArrayItems 等，用户可根据函数说明灵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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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函数法改变数组大小 

7.10.7. 改变多维数组运行时大小 

数组可用于存储批量测试数据，动态改变数组大小有时候很有必要，比如测试数据个数不

固定，或测试数据个数太多，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适合预先设置数据大小。因此提供动态改变

数组大小的功能很有必要。  

利用 TestCenter 提供的数组函数可在表达式中灵活地改变数组运行时大小。在表达式设

计器中选择( )，数组函数显示在列表中( )，使用 SetArraySize 函数( )可改变数组运行

时大小。  

如 SetArraySize(Node.Variables.freqs_2d, 5)，将把二维数组

Node.Variables.freqs_2d 的运行时大小改变为 5( )。除 SetArraySize 外列表中的其它

函数也具有改变数组运行时大小功能，如 AddArrayItem、AddArrayItems、
InsertArrayItem、InsertArrayItems 等，用户可根据函数说明灵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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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改变多维数组大小 

8. 插件 

8.1. 插件概述 

插件是符合 TestCenter 插件接口规范的软件模块。可被 TestCenter 组装和运行。 

用户通过组装各种功能的插件来完成任务。为方便用户组装插件，TestCenter 提供了可

视化的插件组装环境---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如图 36 所示。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内置插件库，负责插件的编辑、添加、删除等维护工作，方便

用户管理插件。 

TestCenter 内置 9 大类数十种插件，可完成仪器控制、数学计算、报表输出、数据存储

等众多常用任务。详细清单见内置插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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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Center 将持续提供各类行业插件和领域插件，同时您也可参考《TestCenter 插件

开发指南》自行开发插件。TestCenter 还提供有 Visual Studio.Net 环境的插件开发模板帮

助您快速进行插件开发。 

TestCenter 安装程序将自动安装《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和插件开发模板。其中

《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位于 TestCenter 安装目录下的 Help 目录中。 

 

图 36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的插件组装 

8.2. 内置插件列表 

TestCenter 内置 9 大类插件： 

• ADE 适配器插件 

• 常用插件 

• 文件操作插件 

• 仪器控制插件 

• 通信插件 

• 校准插件 

• 数据库插件 

• 微软办公软件报告生成器插件 

表 1 插件描述 

插件 描述 
ADE 适配器插

件 
 

ActiveX/COM
适配器插件 

运行 ActiveX/COM 组件中的方法。 

DLL 适配器插件 运行 C/C++、LabWindows/CVI 开发的动态链接库程序。 

.Net 适配器插

件 
运行 C#、VB.Net 等语言开发的程序集。 

PAWS 适配器

插件 
运行 PAWS 开发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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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VIEW 服务

插件 
启动 LabVIEW 服务器，目前支持 LabVIEW 5.1、LabVIEW 7.1、
LabVIEW 8.6 三个版本。 

LabVIEW 适配

器插件 
运行 LabVIEW 编写的 vi 程序。 

脚本适配器插件 运行 JScript 和 VBScript 编写的脚本程序。 

常用插件  

提示音插件 控制计算机的喇叭发出指定频率和时间长度的声音。 

可执行程序运行

插件 
运行.exe 可执行程序。可传递运行参数。 

消息框插件 显示提示信息、接收用户输入的文本。提示信息文本和按钮可定制。 

浏览器窗口（进

程内）插件 
显示指定的网址或本机上的网页文件，该插件和 TestCenter 应用程序

使用同一个进程。 

浏览器窗口（进

程外）插件 
显示指定的网址或本机上的网页文件，该插件和 TestCenter 应用程序

使用不同的进程。 

等待插件 延时或等待指定事件发生。 

子序列调用插件 执行指定的测试序列。可使用新线程运行序列。该插件可用于并行测

试。 

属性编辑插件 运行时编辑指定的一个或多个属性，可用于人机交互的场合。 

表达式插件 运行 TestCenter 表达式，可用于数据计算、信息输出、绘图等场合。 

循环数据生成插

件 
按指定方式生成数据。 

文件操作插件  

Excel 文件操作

插件 
通过分步操作 Excel 文件，实现动态读写 Excel 文件的能力。 

Word 文件操作

插件 
通过分步操作 Word 文件，实现动态读写 Word 文件的能力，主要是

操作 Word 中的表格。 

Text 文件操作

插件 
读写 Text 文件。 

INI 文件操作插

件 
读写 INI 文件。 

二进制文件操作

插件 
读写二进制文件。 

仪器控制插件  

IVI 工具插件 通过 IVI-C、IVI-COM 驱动程序完成仪器的通用控制，包括仪器初始

化、复位、关闭等。同时还能 完成仪器属性的获取/设置/检查，以及仪

器状态的恢复/保存。 

程控电源插件 通过 IVI-C、IVI-COM 驱动程序控制程控电源。 

功率计插件 通过 IVI-C 驱动程序控制功率计。 

函数发生器插件 通过 IVI-C 驱动程序控制函数发生器。 

开关插件 通过 IVI-C 驱动程序控制开关。 

数字示波器插件 通过 IVI-C 驱动程序控制数字示波器。 

信号发生器插件 通过 IVI-C、IVI-COM 驱动程序控制信号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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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仪插件 通过 IVI-C、IVI-COM 驱动程序控制频谱分析仪。 

万用表插件 通过 IVI-C 驱动程序控制数字万用表。 

程控命令插件 通过程控命令(如 SCPI)控制仪器。 

通信插件  

串口通信插件 利用串口与外设进行通信。 

UDP 插件 利用 UDP 协议进行网络通信。可用于远程控制。 

校准插件  

校准数据记录插

件 
将指定通道的校准数据写入校准数据文件。 

校准数据读取插

件 
从校准数据文件将读取指定频率的校准数据。 

数据库插件  

打开数据库 打开指定的数据库文件。 

执行 SQL 语句 在打开的数据库文件上执行 SQL 语句。 

数据操作 在打开的数据库文件上执行数据的读、写、删除等操作。 

关闭 SQL 句柄 释放“执行 SQL 语句”插件创建的 SQL 句柄资源。 

关闭数据库 关闭“打开数据库”插件打开的数据库。 

微软办公软件报

告生成器插件 
 

Word 报表插件 生成 Word 格式的报表。 

Excel 报表插件 生成 Excel 格式的报表。 

9. 参数 

9.1. 参数概述 

测试和测试序列类似于 C 语言中的函数。 在 C 语言中调用函数时可传入参数，从而实现

函数体的复用。如 Add(1, 2)和 Add(2, 3)分别完成 1+2 运算和 2+3 运算。  

9.1.1. 参数类型与要素 

测试的参数称为测试参数( )，测试组的参数称为测试序列参数( )。  

参数包括以下要素：名称、显示名、数据类型、单位、默认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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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参数类型与要素 

9.2. 示例 

为方便读者对参数有更直观的学习和理解，我们准备了示例代码和图文讲解，请参见：  

• 测试参数示例 

10. 测量值 

10.1. 测量值概述 

对自动测试系统（ATS）软件来说，测量值是指执行测试任务的程序产生的测量数据。判

断测量数据是否合格、对测量数据进行补偿是 ATS 软件的基本功能。为满足 ATS 软件的这种

需求，TestCenter 引入了测量值的概念。TestCenter 在执行完测试后将对测试的测量值进行

进一步处理，包括数据补偿、门限判断等。  

不仅测试拥有测量值( )， 测试序列也拥有测量值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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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包括名称、显示名、数据类型、单位、默认值等要素。 

测量值将出现在内置报表窗口中( )和测试结果窗口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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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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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示例 

为方便读者对测量有更直观的学习和理解，我们准备了示例代码和图文讲解，请参见：  

• 测试测量值示例 

11. 结果概述 

结果是指测试对象或测试组对象的运行状态。  

结果值可以是 Passed、Failed 或 Aborted，分别指定测试成功、测试失败或测试中

出现异常。 失败或异常时可以指定失败或异常的修饰或描述，进一步说明失败或异常的原因。  

结果将显示在测试结果窗口中。测试对象的结果还可以用于控制测试组中测试步的执行流

程。  

12. 表达式概述 

表达式是指变量、常数、操作符和函数构成的混合运算。 如：Node.Variables.Y = 
Random()*100。 利用表达式可进行运行时数据运算，包括三角、指数、字符串、逻辑比较、 
统计等各种常规运算。如果表达式的返回类型为布尔类型，还可将表达式作为条件判断的输入。  

表达式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用于节点的前置条件表达式。 该表达式为逻辑表达式，如 Node.Variables.x==3，
返回结果为 True 或 False，以决定节点是否执行。  

2. 用于节点的前置表达式、 后置表达式。该表达式可进行数据计算、赋值、绘图等各种

操作。如 Node.Variables.x=Sin(60)。  

3. 用于节点的运行状态表达式、 该表达式为逻辑表达式，如 Node.Variables.x==3，
返回结果为 True 或 False。当返回值为真时节点状态为通过，否则为失败。  

4. 用于设置插件运行参数。表达式运算的结果将被送给插件。此时表达式既可以是数据

计算，如 2+3( )，也可以是某个 TestCenter 变量，该变量的值将被送给插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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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表达式在消息框插件中的应用 

5. 用于表达式插件( )。该表达式可进行数据 计算、赋值、绘图等各种操作( )。  

 

图 40 表达式在表达式插件中的应用 

TestCenter 提供了表达式设计器(见下图)，方便用户进行 表达式设计。表达式设计器除

在集成开发环境中可用外，插件开发人员还可通过 API 函数调用表达式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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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表达式设计器 

13. 报表 

13.1. 报表概述 

报表是运行状态和结果的格式化输出。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内置报表生成功能，同

时也支持通过报表插件扩充报表功能。 

内置报表生成功能支持 XML、HTML、ATML、Word 等四种格式的报表。前三种格式

（XML、HTML、ATML）的报表 输出在报表窗口中。图 47 和图 48 分别是内置 HTML 报表

和 ATML 报表的输出示例。  

TestCenter 还提供了微软办公软件报告生成器插件，支持生成用户可高度定制的 Word
和 Excel 报表。图 49 和图 50 分别是 Word 报表插件和 Excel 报表插件的输出示例。 

默认情况下内置报表生成功能是关闭，您可根据需要启动报表生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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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内置 HTML 报表 

 

图 43 内置 ATML 报表 

 

图 44 Word 报表插件输出 

 

图 45 Excel 报表插件输出 

13.2. 内置报表 

13.2.1. 内置报表设置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 测试序列执行器都支持内置报表功能。  

要设置报表参数，首先需要打开报表设置面板。这两个软件打开报表设置面板的方式相同：  

打开报表设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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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设置 > 报表设置菜单项。 

报表设置面板打开后，可进行以下设置：  

• 启动内置报表功能 

• 选择报表格式 

• 设置报表文件名 

• 设置报表输出路径 

13.2.2. 启动生成报表功能 

新建工程时生成报表功能是关闭的，您可根据需要使能该功能。 

启动生成报表功能 

1. 在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设置 > 报表设置菜单项。 

2. 选择报表内容标签( )，选中生成报表项( )。 

3. 点击确定按钮。 

 

图 46 报表设置 

13.2.3. 选择报表格式 

TestCenter 内置四种格式的报表：XML、HTML、ATML、Word。内置报表采用的是

XML+XSL 技术。报表数据采用 XML 格式，并通过 XSL 样式表对数据进行渲染。可通过编写

XSL 文件达到您期望的输出效果。  

选择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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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设置 > 报表设置菜单项。 

2. 选择报表内容标签( )。 

3. 在报表格式下拉框中选择格式( )。 

4. 采用样式表文件的默认值或选择新文件( )。 

5. 根据在报表文件中以绝对路径还是 TestCenter 路径引用样式表文件，选择或清除报

表中存储样式表文件绝对路径选择框( )。 

6. 点击确定按钮 

 

图 47 报表内容设置 

13.2.4. 设置报表文件名 

报表文件名可以是固定文件名，也可以是由序列文件名称、测试时间、UUT 编号混合构成

的动态名称。系统默认采用动态名称。  

设置报表文件名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设置菜单 > 报表设置菜单项。 

2. 选择报表文件名标签( )。 

3. 设置各选项。 

4.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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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设置报表文件名 

13.2.5. 设置报表输出路径 

内置报表默认的输出路径是测试工程(.tcproj)所在的路径。你可以选择其它路径，并选择

是以绝对路径还是以相对于测试工程(.tcproj)所在路径的 相对路径保存报表输出路径。推荐

采用相对路径方式，这样便于将工程文件发布到其它计算机上运行。  

设置报表输出路径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设置 > 报表设置菜单项。 

2. 选择报表内容标签( )。 

3. 根据以绝对路径还是相对路径保存报表输出路径，选择或清除使用固定路径选择框( )。 

4. 采用报表输出路径的默认值或选择新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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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设置报表输出路径 

13.3. 报表插件 

13.3.1. Word 报表插件 

Word 报表插件用于输出 Word 格式的报表。利用 Word 报表插件可以输出高度定制的报

表。其基本流程是用户准备一个有格式但没有数据的空白 Word 文件作为报表模板，在 Word
报表插件中设置单元格与测试数据的对应关系，并指定填充方式（单一单元格、单行、单列、

多行多列）。Word 报表插件还可设置数据判定门限，并可用不同颜色显示正常值和超限值。  

Word 报表插件示例：TestCenter://Samples/Report/ReportSample.tcproj 中的

Word 报表.tcact   

Word 报表插件位于插件库微软办公软件报告生成器插件分组下，如图 50 所示。  

图 51 是 Word 报表插件的设置页面。图 52 是 Word 报表插件输出示例。  

 

图 50 微软办公软件报告生成器插件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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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Word 报表插件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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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Word 报表插件输出 

13.3.2. Excel 报表插件 

Excel 报表插件用于输出 Excel 格式的报表。利用 Excel 报表插件可以输出高度定制的报

表。其基本流程是用户准备一个有格式但没有数据的空白 Excel 文件作为报表模板，在 Excel
报表插件中设置单元格与测试数据的对应关系，并指定填充方式（单一单元格、单行、单列、

多行多列）。Excel 报表插件还可设置数据判定门限，并可用不同颜色显示正常值和超限值。  

Excel 报表插件示例：TestCenter://Samples/Report/ReportSample.tcproj 中的

Excel 报表.tcact   

Excel 报表插件位于插件库微软办公软件报告生成器插件分组下，如图 53 所示。  

图 54 是 Excel 报表插件的设置页面。图 55 是 Excel 报表插件输出示例。  

 

图 53 微软办公软件报告生成器插件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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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Excel 报表插件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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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Excel 报表插件输出 

14. 数据可视化 

14.1. 数据可视化概述 

数据可视化是指以图形化方式显示数据。TestCenter 支持常用二维数据可视化功能，包

括曲线图、柱状图、面积图、饼图等。  

使用 TestCenter 的绘图函数和图形窗口能快速完成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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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曲线图 

 

图 57 柱状图 

 

图 58 面积图 

 

图 59 饼图 

14.2.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与数据可视化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利用绘图函数和图形窗口可方便进行数据可视化。下例演

示如何利用表达式插件绘制曲线，示例效果如图 60 所示。  

数据可视化示例：TestCenter://Samples/Figure/FigureSample.tcproj  

14.2.1. 用表达式插件绘制曲线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打开示例 FigureSample.tcproj。  

2. 打开绘图.tcact。  

3. 新建测试，并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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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插件库中拖放表达式插件到该节点上。  

5. 设置表达式插件的文本为：  

 ClearCurves(0); 
Node.Properties.Points = GenerateStepData(-3.14, 3.14, 0.2); 
 
PlotLine(0, "数据(Sin)", Node.Properties.Points, Sin(Node.Properties.Points), 
Color_Red); 
SetLine(0, "数据(Sin)", LineStyle_Dot, SymbolType_Circle, 1);  

6. 运行测试节点。  

 
图 60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的数据可视化 

14.3. 测试执行器与数据可视化 

测试执行器拥有与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一样的图形窗口。因此能在 TestCenter 集
成开发环境中绘图的测试序列无需修改即可在测试执行器中绘制数据图形。示例效果如图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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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测试执行器中的数据可视化 

14.4. 定制操作员界面与数据可视化 

利用 TestCenter 的二次开发功能用户可定制操作员界面。TestCenter 为操作员界面的 
二次开发提供了一组 Visual Studio.Net 环境下的组件库，其中的 TCPlotControl（图 62）
与序列编辑器和内置操作员界面中的图形窗口一样，可使用绘图函数控制其进行绘图操作。同

时 TestCenter 实现的数据绑定机制允许您将第三方图形控件与 TestCenter 内部数据进行绑

定，从而支持您使用其它厂家提供的图形控件进行数据可视化。  

关于操作员界面开发的详细说明请参见帮助目录下的“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开发指

南.pdf”。  

图 63 是在定制的操作员界面中利用 TCPlotControl 控件和第三方控件对同一批数据进行

数据可视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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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TestCenter 控件库 

 

图 63 定制操作员界面中的数据可视化 

15. TestCenter 路径 

TestCenter 路径是指以以下前缀开始的路径： 

• TesetCenter:// — 代表对 TestCenter 安装路径的引用。如

TestCenter://Addins/Beep/notrun.ico。 

• System:// — 代表对 Windows 下的 System32 目录的引用。如

System://calc.exe 

用户可以在插件代码或属性中使用这两种约定的路径格式来方便引用所需要的文件，从而

避免了由于使用绝对路径造成的在不同机器间共享测试工程和插件模块的路径不一致问题。 

TestCenter.DotNetAPI 提供了几个函数方便用户将上述路径的文件名转换为 Windows
全路径文件名或做相反方向的转换。 

• string TCContainer.TranslateTCURLToPath(object container, string 
tcURL), 将 TestCenter 路径转换为 Windows 路径。如

TestCenter://addins/beep/notrun.ico 将被转换为 C:/Program 
Files/TestCenter/addins/beep/notrun.ico（假设 TestCenter 安装在用户 C 盘的

Program Files\TestCenter 目录下）。 

• string TCContainer.TranslatePathToTCURL(object container, string 
path), 将 path 路径转换为 TestCenter 路径。如 C:/Program 
Files/TestCenter/addins/beep/notrun.ico 将被转换为

TestCenter://addins/beep/notrun.ico（假设 TestCenter 安装在用户 C 盘的

Program Files\TestCenter 目录下）。 

一般而言，保存在序列文件中的路径应尽量采用 TestCenter 路径。  

 

第五章 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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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序列文件 

测试序列文件用于存储测试序列信息，文件扩展名为.tcseq。 

测试序列信息包括测试序列、测试步、变量等多类信息。一个测试工程可以有多个测试序

列文件( )。 

序列文件编辑器用于编辑测试序列文件( )。 

 

图 64 测试序列文件 

测试序列文件相关操作 

• 新建 

• 添加现有项 

• 移除 

• 删除 

• 重命名 

• 编辑 

• 执行 

1.1. 新建 

一般情况下，新建测试程序时，会同时建立测试序列文件。如果没有同时建立，我们可

以通过以下方式手动建立。 

1. 在您的测试程序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新建 > 测试序列文件( )。新建测试序列文件对

话框打开。  

2. 测试序列文件名称( )，如“部件 C 测试.tcseq”会自动生成，不能手动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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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创建按钮( )。  

4. 新的测试序列文件将出现在您选择的测试程序节点下方，并且该测试序列文件的编辑

器自动打开。  

 

图 65 新建测试序列文件 

1.2. 添加现有项 

该功能可将已存在的测试序列文件添加到测试工程中。 

1. 在您的测试程序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现有项 > 测试序列文件( )。文件选择对话

框打开。  

2. 选择测试序列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图 66 添加已有的测试序列文件 

1.3. 移除 

该功能将选中的测试序列文件从测试工程中移除。测试序列文件本身并不从硬盘删除。 

1. 在测试序列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从项目中移除。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按钮执行移除操作，点击否按钮放弃移除操作。 

1.4. 删除 

该功能将选中的测试序列文件从测试工程中删除。测试序列文件本身也将从硬盘删除。 

1. 在测试序列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删除，或按 Del 键。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按钮放弃删除操作。  

1.5. 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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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用于更改测试序列文件的文件名。 

1. 在测试序列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或按 F2 键。  

2. 选中的测试序列文件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文件名，按回车键。  

1.6. 编辑 

该功能打开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对测试序列文件进行编辑。 

1. 在测试序列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或 --  

2. 双击一个测试序列文件。  

3. 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在右侧工作区打开。  

4. 编辑完成后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或工具栏上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1.7. 打开文件位置 

该功能打开浏览器，并导航到测试序列文件所在的位置。 

1. 在测试序列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2. 系统打开浏览器，并导航到测试序列文件所在的位置。 

1.8. 测试序列文件属性 

测试序列文件具有变量等属性，要设置这些属性，首先需要打开测试序列文件属性对话框。 

打开属性对话框步骤： 

1. 在工程树中双击一个测试序列文件或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测试序列文件编辑

器显示出来( )。  

2. 在测试序列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序列文件属性( )。  

3. 序列文件属性对话框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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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打开测试序列文件属性对话框 

测试序列文件可拥有变量，测试序列文件变量可为测试序列文件范围内的所有序列提供数

据交换功能。 

测试序列文件变量维护 

1. 打开测试序列文件属性对话框。  

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变量来源选择序列文件( )。、  

4. 利用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进行测试变量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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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测试序列文件变量维护 

2. 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 

一个 TestCenter 测试工程可包含多个测试序列文件( )。双击测试序列文件或在其右键

菜单选择编辑可启动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 )。集成开发环境可同时对多个测试序列文件进行

编辑。  

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由序列窗口、报表窗口、图形窗口、 输出窗口、监视窗口、 测试结果

窗口、测试步设置窗口、 变量窗口等窗口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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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 

测试序列文件可拥有变量，测试序列文件变量可为测试序列文件范围内的所有序列提供数

据交换功能。 

测试序列文件变量维护 

1. 打开测试序列文件属性对话框。  

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变量来源选择序列文件( )。、  

4. 利用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进行测试变量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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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测试序列文件变量维护 

3. 测试入口 

测试入口指的是工程在测试执行环境中的测试入口，可通过测试入口的设计影响执行测试

序列的顺序。 

3.1. 添加 

1.  新建一个测试序列，这个测试序列会自动出现在测试入口列表中。  

2. 选择测试入口标签( )。  

3. 在测试入口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或者点击添加( )按钮。  

4. 添加测试入口对话框弹出。  

5. 如果有测试序列可以作为备选的测试入口没有被添加上去，则该项前面的复选框为空，

可以点击该复选框，里面会出现一个对勾，表示该测试序列作为测试入口( )被添加

上了。  

6. 点击确定按钮。  

7. 新测试序列出现在测试入口列表中( )。  

8.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这样再次打开测试执行环境时，新添加的测

试入口将出现在测试列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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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为测试序列添加测试入口 

3.2. 删除 

1.  在测试入口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或按删除( )按钮。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删除后，只影响测试执行环境的测试入口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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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删除测试序列的测试入口 

3.3. 移动 

  该功能用于调整测试入口在测试入口列表中的位置以达到调整测试流程的目的。 

1. 在测试入口列表中选中要移动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或者移动按钮中选择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 )。  

 

图 73 上移或下移测试序列的测试入口 

4. 测试序列开发 

4.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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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或新建一个测试序列文件。  

2. 选择序列标签( )。  

3. 在测试序列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插入序列( )。  

4. 插入序列对话框弹出。  

5. 类型选择顺序( )。  

6. 输入测试序列名称( )。  

7. 输入测试序列描述( )。本项为可选项，默认为空。  

8. 点击确定按钮。  

9. 新序列出现在测试序列列表中( )。  

10. 根据需要对其重命名。  

11.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74 添加测试序列 

4.2. 删除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或按 Del 键。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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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删除测试序列 

4.3. 重命名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或按 F2 键。  

3. 所选测试序列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按回车键。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76 重命名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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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移动 

该功能用于调整测试序列在测试序列列表中的位置。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要移动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 )。  

 

图 77 上移或下移测试序列 

4.5. 调试模式运行 

该功能以调试模式运行测试序列。在此种运行模式下遇到用户设置的断点时将暂停运行，

此时可对变量等数据进行查看。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要调试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启动调试( )，或在工具栏点击调试序列按钮( )。  

3. 测试序列开始运行。若序列的测试步中有断点(有红点的图标)， 则当遇到断点( )时
运行暂停。此时可进行查看变量值、检查运行状态等调试工作， 然后通过恢复运行按

钮从断点处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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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调试模式运行测试序列 

4.6. 正常模式运行 

该功能以正常模式运行测试序列。在此种模式下将忽略用户设置的断点。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要运行的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开始运行(不调试)。  

3. 测试序列的测试步开始运行。  

4.7. 测试步 

4.7.1. 概述 

测试步是测试序列的基本组成单位，一个测试序列可包括多个测试步( )，测试步以列表

方式组织。通过设置引用类型( )可为测试步关联一个已经存在的测试或测试序列。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的序列编辑器中可对测试步进行添加、删除、编辑、设置等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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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测试步 

测试步的主要功能： 

• 关联测试或测试序列  

• 为测试或测试序列传递参数  

• 设置测试或测试序列测量值的输出位置  

• 利用前置表达式控制测试步是否执行  

• 利用后置表达式进行数据计算  

• 控制测试序列执行流程  

4.7.2. 添加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选择步骤标签( )。  

3. 在测试步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 测试步( )。  

4. 一个自动命名的测试步出现在测试步节点下，根据需要对其重命名。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80 添加测试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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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删除 

1.  选中要删除的测试步，点击键盘的 Del 按键，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 > 删除。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7.4. 复制/剪切/粘贴 

  复制、粘贴、剪切测试步可方便地完成测试步的复用和位置调整，测试步的右键菜单提供

了这 3 个命令。  

• 复制测试步是将当前选中的测试步复制到裁剪板中。  

• 剪切测试步是将当前选中的测试步复制到裁剪板中，同时将选中的测试步从测试步列

表中删除。  

• 粘贴测试步是将复制操作或剪切操作存储在裁剪板中的测试步插入到当前选中测试步

的后面。 

4.7.5. 重命名 

1.  选中要重命名的测试步，点击键盘的 F2 按键，或选择右键菜单的 编辑 > 重命名 菜
单项。  

2. 编辑测试步名称。  

4.7.6. 移动 

为方便用户对测试步进行组织，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上移、下移测试步功能。 

1. 选中要移动的测试步。  

2. 点击工具栏上的移动按钮或右键菜单的移动菜单项。  

4.7.7. 设置 

4.7.7.1. 关联测试模块 

  新添加的测试步只是具有某个名字（如频率测试）的占位符，不具有任何功能。要使测试

步具备某种功能就需要将其与某个测试模块关联。测试模块即可以是测试，也可以是测试序列。  

下面分别介绍： 

• 关联测试步骤  

• 关联测试序列步骤  

关联测试步骤 

1. 选中一个测试步的测试节点(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点击设置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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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试设置对话框弹出。  

5. 引用类型选择测试( )。  

6. 测试文件选择测试所在的文件( )。  

7. 选择所需的测试( )。  

8. 点击确定按钮。  

9. 如果所关联的测试有参数的话，测试的参数将同步更新到测试步的参数列表中( )。
如果没有可以为空。  

10. 如果所关联的测试有测量值的话，测试的测量值将同步更新到测试步的测量值列表中

( )。如果没有可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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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关联测试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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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测试序列步骤 

1. 选中一个测试步的测试节点(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点击设置按钮( )。  

4. 测试设置对话框弹出。  

5. 引用类型选择子序列( )。  

6. 选择所需要的序列( )。  

7. 点击确定按钮。  

 

图 82 关联测试序列 

4.7.7.2. 设置测试模块参数 

  如果测试步关联的测试模块（测试或测试序列）有参数的话，测试模块的参数将显示在参

数列表中。测试步提供的参数值设置功能可为参数设置运行值。若不设置参数值，则测试模块

运行时将使用参数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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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一个测试步(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选择参数/测量值标签( )。  

4. 用鼠标双击要设置的参数( )。  

5. 表达式设计器弹出。  

6. 用表达式设计器进行参数值设计，完成设计后关闭表达式设计器。  

7. 设计的表达式将出现在值表达式列。值表达式既可以是常数( )， 也可以是表达式

( )。  

 

图 83 设置测试模块参数 

4.7.7.3. 设置测试模块测量值输出位置 

  如果测试步关联的测试模块（测试或测试序列）有测量值的话，测试模块的测量值将显示

在测量值列表中。测试步提供的测量值输出位置设置功能可为测试测量值设置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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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处设置的存储位置只能是测试序列的变量或测试序列的测量值。 

1. 选择一个测试步(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选择参数/测量值标签( )。  

4. 用鼠标双击要设置的测量值( )。  

5. 表达式设计器弹出。  

6. 用表达式设计器选择参数存储位置。  

7.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84 设置测试模块测量值输出位置 

4.7.7.4. 设置表达式 

  测试步有两个表达式：前置表达式和后置表达式。前置表达式在测试步执行前执行，一般

用于数据准备，后置表达式在测试步执行后执行，一般用于数据处理。这两个表达式默认均为

空。设置测试步表达式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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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测试步(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选择表达式标签( )。  

4. 点击 f(x)按钮( )，用表达式设计器设计前置和后置表达式。  

 

图 85 设置表达式 

4.7.7.5. 设置后续操作 

  后续操作用于设置测试步关联的测试模块测试成功或失败时的处理方式。可选择的处理方

式包括跳到目标步和结束执行。  

测试步测试结果设置的具体应用可参见测试结果示例。 

• 跳到目标步：跳到指定目标步继续执行。  

• 结束执行：执行结束，哪怕后面还有未执行的测试步。  

1. 选中一个测试步(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选择后续操作标签( )。  

4. 在后续操作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  

5. 后续操作设置对话框弹出。  



基本概念 

87 

6. 选择判据类型( )。  

7. 选择测试结果( )。选项来源于该测试步的结果列表。  

8. 选择动作( )。选项为跳到目标步和结束执行。  

9. 当动作为跳到目标步时，选择要跳到的测试步( )。  

10. 当动作为结束执行时，选择测试步所在测试序列的输出结果( )，选项来源于测试步

所在测试序列的结果列表。  

 

图 86 设置后续操作 

4.8. 参数 

4.8.1. 添加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选择参数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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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数来源选择序列( )。  

4. 在参数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  

5. 添加/编辑参数对话框弹出。  

6. 输入参数名称、显示名、数据类型等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87 添加测试序列参数 

4.8.2. 删除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点击参数标签( )。  

3. 参数来源选择序列( )。  

4. 选中要删除的参数。支持多选（Ctrl 键、Shift 键和鼠标）。  

5. 在选择项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6.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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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 删除测试序列参数 

4.8.3. 重命名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选择参数标签( )。  

3. 参数来源选择序列( )。  

4. 在参数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参数，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  

5. 参数名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按回车键。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89 重命名测试序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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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测量值 

在测量值概述中我们提到测试和测试序列都拥有测量值。测试序列的测量值代表了测试序

列执行完毕后对外提供的测试结果。如频率测试得到的频率值、功率测试得到的功率值等。一

个测试序列可拥有多个测量值。对测量值的评估会影响测试序列的状态(Passed、Failed 或

Aborted)。测试序列执行完毕后，它的测量值以及该测试序列引用的测试的测量值都将显示在

内置报表窗口中( )和测试结果窗口中( )。  

 

图 90 测试序列测量值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测试序列测量值的相关操作，包括： 

• 添加测量值  

• 删除测量值  

• 重命名测量值  

• 测量值门限  

• 设置测量值精度  

• 测量值报表显示  

4.9.1. 添加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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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测量值来源选择序列( )。  

4. 在测量值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5. 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弹出。  

6. 输入测量值相关信息，点击确定按钮。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91 添加测试序列测量值 

4.9.2. 删除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测量值来源选择序列( )。  

4. 在测量值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测量值。支持多选（Ctrl 键、Shift 键、鼠标）。  

5.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6.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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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删除测试序列测量值 

4.9.3. 重命名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测量值来源选择序列( )。  

4. 在测量值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测量值，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  

5. 测量值名称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按回车键。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93 重命名测试序列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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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门限 

测试序列测量值门限用于对测试序列的测量值进行合法性判断。根据门限的比较结果开发

人员可设置测试序列的测试结果。  

下图示意了测试序列的测量值门限与测试序列结果之间的关系。  

1. 在测试序列的结果编辑器中编辑测试序列的各种可能的测试结果( )。  

2. 在测试序列的测量值编辑器中编辑某个测量值的门限( )，并选择门限比较失败后测

试序列的输出结果（选项来自于上一步编辑的测试结果）( )。  

3. 测量值门限及其比较后的测试结果将显示在测试结果窗口中( )。  

4. 测量值门限及其比较后的测试结果将显示在内置报表中( )。  

 

图 94 测试序列测量值门限 

4.9.5. 设置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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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点类型的测量值一般有精度要求，即显示小数点后几位。按以下步骤进行测试序列对象

的浮点类型测量值精度设置。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测量值来源选择序列( )。  

4. 选择一个测量值，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5. 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弹出。  

6. 点击配置按钮( )。  

7. 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弹出。  

8. 勾选设置小数位数( )。  

9. 设置要显示的小数位数( )。  

10.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  

11.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  

12.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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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设置测试序列测量值精度 

4.9.6. 报表显示 

以下描述仅针对 TestCenter 内置报表，不适用于 Word 报表插件和 Excel 报表插件。 

测量值及其相关属性（如名称、门限等）默认将显示在报表中，可通过以下步骤控制测量

值是否出现在报表中。 

设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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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测量值来源选择序列( )。  

4. 选择一个测量值，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5. 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弹出。  

6. 根据需要勾选包含在报表中( )。  

7.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8.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96 测试序列测量值报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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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结果 

4.10.1. 添加 

结果分为 Passed、Failed 和 Aborted 三类，分别代表测试成功、测试失败或测试中

出现异常。你可以为每一类结果添加多个实例，以详细说明导致该结果的原因。以 Failed 结果

为例，我们可以增加两个实例，分别代表“小于 0.2”和 “大于 0.6”( )。  

 

图 97 测试序列结果 

添加步骤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选择结果标签( )。  

3. 结果来源选择序列标签( )。  

4. 在结果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5. 测试结果编辑对话框弹出。  

6. 在结果值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的结果值( )，可选项包括：Passed、Failed、Aborted。  

7. 在修饰文本框中输入该结果的简短描述( )，如"小于 0.2"。该项为可选项，但建议用

户输入。  

8. 在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描述信息( )。该项为可选项，默认为空。  

9. 点击确定按钮。  

10.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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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添加测试序列结果 

4.10.2. 删除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2. 选择结果标签。  

3. 在结果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结果，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4.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4.10.3. 编辑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2. 选择结果标签。  



基本概念 

99 

3. 在结果列表中选中要编辑的结果，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4. 测试结果编辑对话框弹出。  

5. 选择结果值。可选项 Passed、Failed、Aborted。  

6. 编辑结果修饰，如电压低。该项为可选项，对 Failed 或 Aborted 类型的结果建议输入

该项， 已便在后续设计中应用，如报表显示或故障诊断等。  

7. 编辑结果描述。该项为可选项，默认为空。  

8. 点击确定按钮。  

9.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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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集成开发环境 

1.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概述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用于测试要素的管理、开发、编辑和调试。其管理的测试要素

包括 UUT（UUT 测试程序和测试序列）、ATE 测试系统（测试资源、测试通道、通道数据以

及校准数据等）。主界面如图 99 所示。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在后文中也被简称为集成开发环境或 TestCenter IDE。 

 

图 99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用于编辑 TestCenter 工程文件(.tcproj)。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由菜单、工具栏、状态栏、一组可停靠窗口、一组编辑器组成。 

主要窗口包括：工程窗口、起始页窗口、插件库窗口、输出 窗口、监视窗口、测试结果窗

口、重用库窗口、工具库窗口。  

2. 主要窗口 

2.1. 工作区 

TestCenter 为测试系统软件的开发提供了集成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利用统一简约的

界面为自动测试系统各要素提供完整视图，方便用户对被测件(UUT)、测试资源、测试程序、

测试数据等进行统一的组织管理。 

启动 TestCenter 软件平台并使用开发员身份登陆后工作区就会显示出来，如图 100 所

示。 

图中显示的测试工程为示例工程：TestCenter://Samples/UUT 测试/UUT 测试示

例.tc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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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0 TestCenter 工作区 

1 菜单栏 2 工具栏 3 测试工程编辑区 4 主显示区 5 插件库/重用库/工具库窗口 6 状态栏 

2.1.1. 菜单栏 

菜单栏为 TestCenter 软件大多数功能提供功能入口，包括如下几个菜单下拉列表：  

表 2 菜单栏功能描述 

菜单 描述 
文件 为用户提供软件控制功能和测试工程文件操作功能。 

编辑 为用户提供当前选定要素的编辑功能，包括复制、粘贴、删除和重命名。 

视图 为用户提供控制软件视图显示功能。 

工具 为用户提供平台工具入口，包括测试序列执行、测试计划执行、测试程序发布和

测试数据管理。 

设置 为用户提供系统设置和报表设置功能入口。 

帮助 为用户提供帮助文档以及其他帮助信息。 

2.1.2. 工具栏 

相对于菜单栏来说，工具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快速进入的捷径，包括下列功能按钮：新建

工程、打开工程、保存、全部保存、关闭工程、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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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工程窗口 

TestCenter 以测试工程的方式对自动测试系统要素进行组织管理，测试工程编辑区就是

用来显示和编辑测试工程的。测试工程包括下列要素：UUT、测试通道、测试资源、测试程序、

测试数据等。 

2.1.4. 主显示区 

TestCenter 软件主显示区用来显示测试要素编辑和管理面板，包括资源配置、测试程序

开发。主显示区可以同时显示多个面板。 

2.1.5. 插件库、测试库和工具库 

插件库窗口显示可用插件。测试库窗口显示可用测试。重用库窗口显示可用重用。 

2.1.6. 输出/监视/测试结果窗口 

输出窗口显示测试程序运行过程中的输出信息。监视窗口显示被监控的变量和它们的数值。

测试结果窗口显示测试的运行结果。 

2.2. 工程窗口 

工程窗口( )以树状形式显示 TestCenter 工程的所有测试要素。这些测试要素包括 UUT、
测试通道、测试资源、测试程序、测试数据等。 

从工程窗口中可启动各类测试要素编辑器，如 UUT 编辑器、测试编辑器、测试序列编辑

器、测试资源编辑器、校准数据编辑器等。 

点击工程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工程窗口。视图 > 工程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工程

窗口。  

点击工程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工程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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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工程窗口 

2.3. 起始页窗口 

起始页窗口( )用来显示与工程文件相关的快捷按钮、最近使用的工程、入门知识等的帮

助导航。 

点击起始页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起始页窗口。视图 > 起始页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起

始页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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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起始页窗口 

2.4. 插件库窗口 

插件库窗口( )用于显示可用的插件。同时插件库窗口还提供了右键 菜单，方便用户进行

插件库的维护，包括增加/删除插件组、增加/删除插件、编辑插件。  

点击插件库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插件库窗口。视图 > 插件库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插

件库窗口。  

点击插件库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插件库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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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插件库窗口 

2.5. 输出窗口 

输出窗口( )用于显示系统运行信息和用户要求输出的信息。 

点击输出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输出窗口。视图 > 输出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输出

窗口。  

点击输出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输出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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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输出窗口 

2.6. 监视窗口 

监视窗口( )用于显示用户需要监视的变量。在运行过程中，监视窗口中变量的值将实时

更新。 

点击监视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监视窗口。视图 > 监视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监视

窗口。  

点击监视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监视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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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监视窗口 

2.7. 测试结果窗口 

测试结果窗口( )用于显示测试对象或测试序列对象的测试结果。 

点击测试结果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测试结果窗口。视图 > 测试结果窗口菜单项恢复显

示隐藏的测试结果窗口。  

点击测试结果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测试结果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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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测试结果窗口 

2.8. 重用库窗口 

重用库窗口( )用于显示当前的可重用项。同时该窗口还提供了右键菜单，方便用户进行

重用库的维护，包括增加/删除重用组、添加/删除重用、编辑重用。 

点击重用库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重用库窗口。视图 > 重用库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重

用库窗口。  

点击重用库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重用库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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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重用库窗口 

2.9. 测试库窗口 

测试库窗口( )用于显示当前的可复用的测试。该窗口提供的右键菜单可方便用户进行测

试库的维护，包括增加/删除测试复用组、添加/删除测试复用等。 

点击测试库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测试库窗口。视图 > 测试库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工

具库窗口。  

点击测试库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测试库窗口的自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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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测试库窗口 

3. 测试工程 

3.1. 测试工程文件 

测试工程文件用于存储测试工程信息，文件扩展名为.tcproj。 

测试工程信息显示在集成开发环境的工程窗口中( )。 

 

图 109 测试工程文件 

3.1.1. 测试工程文件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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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 

• 打开 

• 打开示例工程 

3.2. 新建测试工程 

1. 选择文件>新建菜单项( )，或点击起始页的新建工程快捷按钮( )。新建工程对话框

弹出。 

2. 输入名称( )和位置( )。 

3. 点击确定按钮。 

4. 在指定位置将自动创建工程文件夹和工程文件。 

 

图 110 新建测试工程 

3.3. 打开测试工程 

1. 选择文件>打开...菜单项( )，或点击起始页的打开现有工程快捷按钮( )。打开文件

对话框弹出。 

2. 选择要打开的工程文件后点击打开按钮。 

3. -- 或者 --  

4. 在起始页的最近使用的工程中选择要打开的工程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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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打开测试工程 

3.4. 打开示例工程 

TestCenter 提供了用于学习的测试工程，位于 TestCenter://Samples 目录下。要打开

示例工程请按如下步骤进行： 

1. 在起始页选择打开示例工程快捷方式( )。 

2. 文件打开对话框弹出，并自动定位到 TestCenter://Samples 目录。 

3. 选择要打开的示例工程，点击打开按钮。 

 

图 112 打开示例工程 

4. UUT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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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添加 UUT 

1. 在 UUT 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新建( )。 

2. 新建 UUT 对话框打开。 

3. 输入名称( )和型号( )。 

4. 点击确定按钮。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13 添加 UUT 

4.2. 删除 UUT 

1. 选择要删除的 UUT，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14 删除 UUT 

4.3. 重命名 U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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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要重命名的 UUT，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 

2. 被测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后按回车键。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15 重命名 UUT 

4.4. 编辑 UUT 属性 

1. 选择一个 UUT，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属性()。  

2. UUT 属性对话框打开。 

 

图 116 编辑 UUT 属性 

4.5. 导出 UUT 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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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T 的测试程序（测试和测试序列）可以导出，并在本工程其它 UUT 或另外工程中的

UUT 中导入，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所选 UUT 的测试和测试序列将被导出到指定位置，并且生成 UUT 程序包配置文件。UUT
程序包配置文件扩展名为.tctpinf。 

导出 UUT 程序包步骤如下： 

1. 选择一个 UUT，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导出 UUT 程序包( )。  

2. 导出 UUT 程序包对话框打开。  

3. 选择导出类型为 TestCenter 程序包( )。  

4. 选择导出位置( )。  

5. 点击确定按钮执行导出操作。 

 
图 117 导出 UUT 程序包 

4.6. 导入 UUT 程序包 

可以为 UUT 导入由导出 UUT 程序包命令导出的测试和测试序列，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导入 UUT 程序包步骤如下： 

1. 选择一个 UUT，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导入测试程序( )。  

2. 导入测试程序向导打开。  

3. 选择测试程序类型为 TestCenter 测试程序( )。  

4. 选择测试程序配置文件( )。  

5. 点击下一步按钮。 

6. 根据需要修改测试程序名称(). 

7. 点击完成按钮执行导入操作。 



集成开发环境 

117 

 
图 118 导入 UUT 程序包 

5. 资源配置 

5.1. 测试资源配置 

TestCenter 对测试系统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组织和管理是通过资源配置实现的。在自

动测试软件开发过程中用户可以将软硬件信息通过资源配置保存到资源配置文件中，每一个测

试工程都应该包含且只能包含一个测试资源配置文件。资源配置通过改变自动测试系统软件的

层次结构，在 测试程序和仪器驱动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层。它负责管理下层的各种软硬件测试

资源，并向上层的测试程序提供与仪器相关的信息。资源配置文件扩展名为.tcrsm。 

5.2. 资源配置概述 

自动测试需要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的支持。硬件资源指可程控 仪器，如频谱仪、功率计等。

软件资源指仪器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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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用于对系统的资源配置文件进行管理( )。 资源配置编辑器用于对资源配置文件

进行编辑( )。  

资源配置除对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进行管理外，还对逻辑资源进行管理。 

 

图 119 资源配置 

5.3. 资源配置文件 

5.3.1. 新建资源配置文件 

资源配置信息存储于 XML 格式的资源配置文件中，文件扩展名为.tcrsm。用户既可新建

一个资源配置文件，也可添加已存在的资源配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新建资源配置文件。 

1. 在资源配置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新建( )。 

2. 新建资源配置文件对话框弹出。 

3. 在名称编辑框中输入文件名( )，如 rc。不用输入扩展名，系统自动采用.tcrsm 作为

文件扩展名。 

4. 点击创建按钮。 

5. 新创建的资源配置文件出现在资源配置节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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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源配置编辑器自动打开。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20 新建资源配置文件 

5.3.2. 添加现有项 

除了新建资源配置文件外，用户还可添加一个已经存在的资源配置文件。  

1. 在资源配置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现有项( )。 

2. 文件打开对话框弹出，选择一个资源配置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21 添加现有项 

5.3.3. 重命名 

1. 选择要重命名的资源配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或按 F2 键。 

3. 资源配置文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文件名后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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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22 重命名资源配置文件 

5.3.4. 删除 

1. 选择要删除的资源配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按 Del 键。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注：该操作将从硬盘删除资源配置文件！ 

 

图 123 添加现有项 

5.3.5. 移除 

1. 选择要移除的资源配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从项目中移除。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移除操作，点击否放弃移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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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注：该操作仅从工程中移除资源配置文件，并不会从硬盘删除资源配置文件！ 

 

图 124 从项目中移除 

5.3.6. 打开文件位置 

1. 选择要打开位置的资源配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  

3. 系统将执行打开文件位置操作。 

 
图 125 打开文件位置 

5.4. 资源配置编辑器 

资源配置编辑器用于编辑资源配置文件。资源配置文件扩展名为.tcrsm，以 XML 格式存

储资源配置信息。资源配置信息包括硬件、软件、逻辑资源等三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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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1. 选择要编辑的资源配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或双击鼠标。 

3. 资源配置编辑器在主窗口中打开( )。 

 

图 126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5.5. 硬件 

5.5.1. 添加硬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在硬件节点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硬件( )。 

- 或 -  

3. 点击工具栏上的添加按钮( )。 

- 或 -  

4. 点击右侧窗口的添加硬件超链接( )。 

5. 一个自动命名的硬件出现在硬件节点下，根据需要对其重命名。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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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添加硬件 

5.5.2. 删除硬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删除的硬件，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28 删除硬件 

5.5.3. 重命名硬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重命名的硬件，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 

3. 所选硬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后，按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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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29 重命名硬件 

5.5.4. 移动硬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移动的硬件，点击工具栏上的上移或下移按钮( )。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30 移动硬件 

5.5.5. 检验硬件 

该功能用于对系统中配置的硬件进行检验，以确定其连接状态。要使用该功能需先指定仪

器的程控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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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检验硬件 

5.5.6. 步骤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在硬件节点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检验硬件( )，系统硬件状态检验对话框弹出。 

3. 若要检验全部硬件的连接状态，点击全部检验按钮( )。 

4. 若要检验部分硬件的连接状态，选择需要检验的硬件（用 Ctrl 或 Shift 键进行多选），

点击检验按钮( )。 

 

图 132 检验硬件步骤 

5.5.7. 编辑硬件属性 

硬件属性主要包括硬件、驱动和软面板三部分信息。硬件信息需给出程控地址，驱动信息

需给出驱动程序。 其它信息为可选项，根据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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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编辑的硬件( )，所选硬件属性显示在右侧属性窗口中。 

3. 输入硬件的程控地址( )。 

4. 输入硬件的编号、型号、通道数。该三项为可选项。 

5. 在下拉框中选择驱动程序( )。可选择的驱动程序来源于资源配置中的软件信息( )。 

6. 输入驱动设置信息，如 Model:4065; BoardType:PXI，该项为辅助选项，可参考仪

器驱动手册，根据需要设置。 

7. 若需要驱动程序工作在仿真状态，勾选仿真( )。该功能需要驱动程序支持。 

8. 若驱动程序为 IVI 规范的程序，根据需要勾选初始化选项( )。 

9. 若硬件有软面板（如 VXI、PXI 等模块化设备），可输入或用浏览按钮指定软面板程

序文件( )。 

10. 选择文件>保存菜单项，或按 Ctrl+S 保存修改。 

 

图 133 编辑硬件属性 

5.5.8. 仪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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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提供了仪器通信的功能，用于检查仪器对程控命令的响应。要使用该功能需先指

定仪器的程控地址( )。  

 

图 134 仪器通信 

5.5.9. 步骤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择要通信的硬件，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仪器通信( )。 

3. 仪器通信对话框弹出。 

4. 点击连接按钮( )，建立与仪器之间的连接。 

5. 在程控命令编辑框中输入程控命令( )，或点击命令按钮( )，选择常用程控命令。 

6. 根据需要点击发送、接收、发送并接收按钮( )。 

 

图 135 仪器通信的步骤 

5.6.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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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添加软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点击工具栏上的添加按钮( )。 

- 或 -  

3. 在软件节点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 或 -  

4. 点击右侧窗口的添加软件超链接( )。 

5. 一个自动命名的软件出现在软件节点下( )。  

6. 在右侧窗口选择软件类别( )。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36 添加软件 

5.6.2. 删除软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删除的软件，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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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删除软件 

5.6.3. 重命名软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重命名的软件，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 

3. 所选软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后，按回车键。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38 重命名软件 

5.6.4. 移动软件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移动的软件，点击工具栏上的上移或下移按钮( )。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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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 移动软件 

5.6.5. 编辑软件属性 

软件主要指硬件的驱动程序及具有一定功能的服务模块。其中驱动程序又分为 IVI-C 和

IVI-COM 两种形式。不同的软件类别需设置不同的属性。服务模块为保留功能，此处仅介绍

IVI-C 驱动设置和 IVI-COM 驱动设置。  

IVI-C 驱动设置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编辑的软件( )，该软件属性显示在右侧属性窗口中。 

3. 在软件类别下拉框中选择 IVI-C 驱动( )。 

4. 输入或用浏览按钮选择驱动程序( )。 

5. 选择驱动类别( )。该项为保留选项，暂时不用设置。 

6. 若驱动程序使用了特定的初始化函数，请设置第( )和第( )项。 正常情况下，

TestCenter 会使用 IVI-C 规范定义的标准初始化函数与仪器建立通信，如果仪器驱动

程序中的初始化函数名称不符合标准，可以通过该编辑框输入实际的初始化函数名称，

TestCenter 将使用输入的初始化函数与仪器建立通信。  

7. 选择文件>保存菜单项，或按 Ctrl+S 保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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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0 IVI-C 驱动设置 

IVI-COM 驱动设置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编辑的软件( )，该软件属性显示在右侧属性窗口中。 

3. 在软件类别下拉框中选择 IVI-COM 驱动( )。 

4. 在程序标识编辑框中输入驱动程序的 ProgID( )。 

5. 或用右侧的导入按钮选择 COM 组件类型的驱动程序，资源配置编辑器会自动导入其

ProgID。 

6. 选择文件>保存菜单项，或按 Ctrl+S 保存修改。 

 

图 141 IVI-COM 驱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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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逻辑资源 

5.7.1. 添加逻辑资源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点击工具栏上的添加按钮( )。 

- 或 -  

3. 在逻辑资源节点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 或 -  

4. 点击右侧窗口的添加逻辑资源超链接( )。 

5. 一个自动命名的逻辑资源出现在逻辑资源节点下( )。 

6. 在右侧窗口选择该逻辑资源对应的硬件( )。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42 添加逻辑资源 

5.7.2. 删除逻辑资源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删除的逻辑资源，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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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删除逻辑资源 

5.7.3. 重命名逻辑资源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重命名的逻辑资源，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 

3. 所选逻辑资源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后，按回车键。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44 重命名逻辑资源 

5.7.4. 移动逻辑资源 

1. 打开资源配置编辑器。 

2. 选中要移动的逻辑资源，点击工具栏上的上移或下移按钮( )。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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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移动逻辑资源 

5.7.5. 编辑逻辑资源属性 

逻辑资源是硬件资源的别名。测试程序（如插件）通过逻辑资源名称获得对硬件资源的访

问( )。当实际硬件改变的时候（如更换仪器），如果逻辑资源名称不变，则测试程序不需做

任何更改。TestCenter 通过这种机制实现了仪器互换。  

1. 选中要编辑的逻辑资源( )，该资源属性显示在右侧属性窗口中。 

2. 在硬件下拉框中选择硬件资源( )。可选择的硬件资源来自系统中配置的硬件信息( )。 

3. 选择文件>保存菜单项，或按 Ctrl+S 保存修改。 

 

图 146 编辑逻辑资源属性 

6. 测试程序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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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测试程序 

6.1.1. 概述 

测试程序属于 UUT。一个 UUT 可包含多个测试程序( )。一个测试程序由最多一个测试

文件（扩展名.tcact）( )和最多一个测试序列文件（扩展名.tcseq）( )构成。一个测试文

件可包含多个测试( )，一个测试序列文件可包含多个测试序列( )

 

图 147 测试程序概述 

6.1.2. 新建 

1. 选择一个 UUT，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新建 > 测试程序( )。  

2. 新建 TP 对话框弹出。  

3. 输入测试程序名称( )。  

4.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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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8 新建测试程序 

6.1.3. 删除 

1. 选择一个测试程序，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  

2. 确认对话框弹出。  

3. 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注意：删除测试程序将从硬盘上删除测试程序的测试文件和测试序列文件！ 

 
图 149 删除测试程序 

6.1.4. 重命名 

1. 选中要重命名的测试程序，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  

2. 所选测试程序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后，按回车键。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集成开发环境 

137 

 
图 150 重命名测试程序 

6.2. 测试 

6.2.1. 测试文件 

6.2.1.1. 概述 

一个工程可包含多个 UUT，每一个 UUT 可有一个到多个测试程序，每一个测试程序有且

只有一个测试文件。每一个测试文件包含一个到多个测试。测试程序扩展名为.tcact( )。利

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测试文件编辑器可编辑测试文件中已有的测试或创建新的

测试。 

 

图 151 测试文件概述 

6.2.1.2.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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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一个测试程序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在新建 > 测试文件( )。新建测试文件对

话框打开。  

2. 点击创建按钮( )。  

3. 新的测试文件将出现在测试程序节点下方，并且该测试文件的编辑器自动打开。 

 
图 152 新建测试文件 

6.2.1.3. 添加现有项 

该功能可将已存在的测试文件添加到测试工程中。 

1. 在测试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现有项( )。文件选择对话框打开。  

2. 选择测试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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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从现有项中添加测试文件 

6.2.1.4. 移除 

该功能将选中的测试文件从测试工程中移除。测试文件本身并不从硬盘删除。 

1. 在测试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从项目中移除( )。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按钮执行移除操作，点击否按钮放弃移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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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移除测试文件 

6.2.1.5. 删除 

该功能将选中的测试文件从测试工程中删除。测试文件本身也将从硬盘删除。 

1. 在测试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或按 Del 键。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按钮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按钮放弃删除操作。 

 
图 155 删除测试文件 

6.2.1.6. 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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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要重命名的测试文件，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重命名( )。  

2. 所选测试文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后，按回车键。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56 重命名测试文件 

6.2.1.7. 打开文件位置 

该功能用于打开文件所在的位置。 

1. 在测试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  

2. 系统会打开浏览器并自动导航到文件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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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打开测试文件的位置 

6.2.1.8. 编辑 

该功能打开测试文件编辑器对测试文件进行编辑。 

1. 在测试文件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或 --  

2. 双击一个测试文件。  

3. 测试文件编辑器在右侧工作区打开。  

4. 编辑完成后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或工具栏上保存按钮保存修改。 

6.2.1.9. 属性 

打开测试文件属性对话框 

测试文件具有变量、服务程序等属性，要设置这些属性，首先需要打开测试文件属性对话

框。 

打开属性对话框步骤： 

1. 在工程树中双击一个测试文件或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测试文件编辑器显示出

来( )。  

2. 在测试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测试文件属性( )。  

3. 测试文件属性对话框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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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打开测试文件属性 

测试文件变量 

测试文件可拥有变量，测试文件变量可为测试文件范围内的所有测试提供数据交换功能。 

测试文件变量维护 

1. 打开测试文件属性对话框。  

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变量来源选择测试文件( )。、  

4. 利用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进行测试变量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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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9 测试文件变量 

6.2.2. 测试文件编辑器 

6.2.2.1. 概述 

测试文件编辑器用于对测试文件进行编辑。在集成开发环境中可同时打开多个测试文件进

行编辑器。  

测试文件编辑器由测试窗口( )、测试入口窗口( )、 报表窗口( )、图形窗口( )等 4
个窗口组成。 

 

图 160 测试文件编辑器 

6.2.2.2. 打开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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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测试文件或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图 161 打开测试文件编辑器 

6.2.2.3. 测试窗口 

测试窗口用于对测试进行编辑。它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测试文件中所有的测试，及每个测试

对应的测试节点、测试参数、测试测量值、测试结果。 

测试窗口由工具栏( )、测试列表( )、测试节点面板( )、测试参数面板( )、测试测

量值面板( )、测试结果面板( )组成。 

点击测试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测试窗口。视图 > 测试文件 > 测试窗口菜单项恢

复显示隐藏的测试窗口。 

 

图 162 测试文件编辑器中的测试窗口 

6.2.2.4. 测试入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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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文件编辑器中的测试入口窗口显示被标记为测试入口的所有测试( )。可以将测试入

口理解为对外公开的测试，只有被标记为测试入口的测试才会出现在测试执行器的测试列表中

( )。  

点击测试入口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测试入口窗口。视图 > 测试文件 > 测试入口

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测试入口窗口。 

 

图 163 测试文件编辑器中的测试入口窗口 

6.2.2.5. 报表窗口 

报表窗口用于显示测试运行后产生的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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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Center 内置报表生成功能，可产生 ATML、XML、 HTML 格式的报表，报表窗口

用于显示这三种格式的报表。具体显示哪种报表，您需要使用设置 > 报表设置菜单项打开报

表设置对话框进行设置。  

若使用 TestCenter 提供的微软办公报表插件生成报表，则直接产生 Word 报表文件或

Excel 报表文件，这两种报表不会显示在报表窗口中。 

点击报表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报表窗口。视图 > 报表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

报表窗口。 

 

图 164 测试文件编辑器中的报表窗口 

6.2.2.6. 图形窗口 

图形窗口用于可视化测试数据( )。用户可在表达式插件中调用 TestCenter 提供的绘图

函数绘制曲线图、面积图、饼图、柱状图。  

点击图形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图形窗口。视图 > 图形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

图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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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测试文件编辑器中的图形窗口 

6.2.3. 测试入口 

测试入口指的是工程在测试执行环境中的测试入口，可通过测试入口的设计影响执行测试

的顺序。 

6.2.3.1. 添加 

1. 新建一个测试，这个测试会自动出现在测试入口列表中。  

2. 选择测试入口标签( )。  

3. 在测试入口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或者点击添加( )按钮。  

4. 添加测试入口对话框弹出。  

5. 如果有测试可以作为备选的测试入口没有被添加上去，则该项前面的复选框为空，可

以点击该复选框，里面会出现一个对勾，表示该测试作为测试入口( )被添加上了。  

6. 点击确定按钮。  

7. 新测试出现在测试入口列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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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这样再次打开测试执行环境时，新添加的测

试入口将出现在测试列表( )中。 

 

图 166 添加测试入口 

6.2.3.2. 删除 

1. 在测试入口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或按删除( )按钮。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删除后，只影响测试执行环境的测试入口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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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 删除测试入口 

6.2.3.3. 移动 

该功能用于调整测试入口在测试入口列表中的位置以达到调整测试流程的目的。 

1.  在测试入口列表中选中要移动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或者移动按钮中选择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 )。  

 

图 168 上移或下移测试入口 

6.2.4. 测试开发 

6.2.4.1. 插入 

6.2.4.1.1. 插入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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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测试标签( )。  

2. 在测试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插入测试 > 空测试( )。  

3. 插入测试对话框弹出。  

4. 选择测试类型为测试( )。  

5. 输入测试名称( )。  

6. 输入测试描述( )。本项为可选项，默认为空。  

7. 根据需要勾选添加到测试入口中( )。  

8. 点击确定按钮。  

9. 新测试出现在测试列表中，根据需要对其重命名。  

10.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69 插入空测试 

6.2.4.1.2. 插入测试库中的测试 

1. 选择测试标签( )。  

2. 在测试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测试库中的测试，如( )所示例。  

3. 所选测试出现在测试列表中，根据需要对其重命名。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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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0 插入测试库中的测试 

6.2.4.2. 删除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或按 Del 键。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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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删除测试 

6.2.4.3. 重命名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或按 F2 键。  

3. 测试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按回车键。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72 为测试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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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4. 移动 

该功能用于调整测试在测试列表中的位置。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要移动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向上移动或向下移动( )。  

 

图 173 将测试上移或下移 

6.2.4.5. 调试模式运行 

该功能以调试模式运行测试。在此种运行模式下遇到用户设置的断点时将暂停运行，此时

可对变量等数据进行查看。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要调试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启动调试( )，或在工具栏点击调试测试按钮( )。  

3. 测试开始运行。若测试节点有断点(有红点的图标)， 则当遇到断点( )时运行暂停。

此时可进行查看变量值、检查运行状态等调试工作， 然后通过恢复运行按钮从断点处

继续运行。  

 

图 174 调试模式运行测试 

6.2.4.6. 正常模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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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以正常模式运行测试。在此种模式下将忽略用户设置的断点。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要运行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开始运行(不调试)( )。  

3. 测试开始运行。 

 

图 175 正常模式运行测试 

6.2.4.7. 属性编辑 

该功能用于对测试的属性进行编辑。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要编辑属性的测试。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属性( )，测试属性对话框弹出。  

3. 对名称( )、ID 值( )、描述( )等信息进行编辑， 点击确定按钮。测试的 ID 值由

TestCenter 自动产生，一般不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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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编辑测试属性 

6.2.4.8. 节点 

6.2.4.8.1. 概述 

节点是测试的基本构成单位。通过合理组织节点可以产生逻辑清晰的执行流程。同时节点

也是插件的“家”，从插件库拖放来的插件将被安装在节点上。在测试树上拥有孩子节点的节点

称为枝节点( )，没有孩子节点的节点称为叶子节点( )。插件只能安装在叶子节点上。 

 

图 177 节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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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8.2. 添加节点 

 添加节点是测试开发的基础操作。 

1. 在节点树上选择一个节点。  

2. 点击工具栏上的插入按钮( )插入新节点。或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插入菜单项( )插入新

节点。 右键菜单除提供工具栏三个按钮对应的功能外，还提供了插入父节点菜单项

( )，利用该项可为当前节点添加一个父节点。  

3. 一个新节点出现在节点树中。  

4. 通过安装节点程序（插件）为节点赋予相应功能。  

图标含义 

• 在当前节点下方添加一个节点。  

• 在当前节点上方添加一个节点。  

• 为当前节点添加一个孩子节点。  

 

图 178 添加节点 

6.2.4.8.3. 删除节点 

1. 选中要删除的测试节点，点击键盘的 Del 按键，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 > 删除 菜
单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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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删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按钮删除该节点，点击否按钮放弃删除操作。  

当删除一个枝节点时，该节点及其所有的孩子节点都将被删除。  

 

图 179 删除节点 

6.2.4.8.4. 复制/剪切/粘贴节点 

复制、粘贴、剪切节点可在测试范围内方便地完成节点复用和位置调整，可从节点的右键

菜单中启动这些功能( )。  

• 复制节点是将当前选中的节点及其所有孩子节点的信息复制到内部裁剪板中。  

• 剪切节点是将当前选中的节点及其所有孩子节点的信息复制到内部裁剪板中，同时将

这些节点从序列中删除。  

• 粘贴节点是将复制操作或剪切操作存储在内部裁剪板中的节点插入到序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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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0 复制/剪切/粘贴节点 

6.2.4.8.5. 重命名节点 

1. 选中要重命名的节点，点击键盘的 F2 按键，或选择右键菜单的 编辑 > 重命名 菜单

项。  

2. 编辑节点名称。  

6.2.4.8.6. 移动节点 

为方便用户对节点进行组织，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上移、下移节点功能。 

1. 选中要移动的节点。  

2. 点击工具栏上的移动按钮( )或右键菜单的移动菜单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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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 上移/下移节点 

6.2.4.8.7. 高级设置 

6.2.4.8.7.1. 高级设置对话框 

节点包括运行、表达式、循环、前置条件和后续操作等多种属性。通过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如下图所示）可对这些属性进行设置。 

 

图 182 节点高级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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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1. 选中要配置的节点。  

2. 点击工具栏上的属性按钮( )或右键菜单的高级设置菜单项( )。  

3. 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弹出。  

 

图 183 打开节点高级属性对话框 

6.2.4.8.7.2. 运行属性设置 

运行属性用于设置节点的运行选项和运行状态图标。 

1. 打开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点击运行标签( )。  

3. 根据需要勾选节点运行状态不影响父节点运行状态( )，默认为不勾选。如果勾选则

意味着节点运行状态向上传导，既当一个节点运行失败时其父节点也将被设置为失败。  

4. 根据需要勾选忽略运行时错误( )，默认为不勾选。如果勾选则当节点运行错误时

TestCenter 执行引擎会弹出运行时错误窗口( )，让用户选择是忽略错误还是终止执

行。  

5. 根据需要设置节点运行状态图标( )。不同状态使用不同图标可直观了解节点状态，

如完成时使用绿色图标，失败时使用红色图标等。若不设置将使用系统默认图标。图

标为 16x16 像素大小。  

6.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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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运行属性设置 

6.2.4.8.7.3. 表达式属性设置 

表达式属性用于设置节点的前置表达式、后置表达式和节点运行状态表达式。 

前置表达式是在节点程序运行之前执行的表达式，可用于节点程序执行之前的数据准备。 

后置表达式是在节点程序运行之后执行的表达式，可用于节点程序执行之后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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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运行状态表达式是在节点程序运行之后执行用于设置节点运行状态的表达式。当该表

达式计算结果为真(True)时节点状态被设置为通过，为假(False)时节点状态被设置为失败。  

设置表达式属性 

1. 打开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点击表达式标签( )。  

3. 根据需要编辑各表达式( )。  

4.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可点击 f(x)按钮启动表达式设计器编辑表达式。  

 

图 185 表达式属性设置 

6.2.4.8.7.4. 循环属性设置 

循环属性包括循环类型及相关参数。共用四种循环类型供用户选择：不循环、循环特定的

次数、 通过/失败的次数、定制。节点默认为不循环。 

循环由四个表达式控制： 

1. 循环初始表达式( )：用于控制循环索引的初始值，类似于 for(int i=0; i<10; i++)
中的 i="">  

2. 循环递增表达式( )：用于控制循环索引的递增值，类似于 for(int i=0; i<10;>  

3. 循环条件表达式( )：用于控制循环循环的退出，类似于 for(int i=0; i<10;><>  

4. 循环结果状态表达式( )：用于控制循环结束后节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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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循环属性设置 

设置循环 

1. 打开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点击循环标签( )。  

3. 选择循环类型( )。  

4. 设置循环参数。  

5.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187 设置循环类型 

不同的循环类型有不同的循环参数，下面分别说明。 

循环特定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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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循环模式类似与 C 语言的 for 循环。循环次数( )用于控制循环体的执行次数，如设置

为 5 时循环体将执行 5 次，该设置影响循环条件表达式( )。另外通过设置循环结果评估条件

( )可控制循环后节点的状态，该设置影响循环结果状态表达式( )。 

 

图 188 循环指定的次数参数设置 

通过/失败的次数 

该循环模式侧重于对通过和失败的次数进行计数，并用计数值控制循环的退出。循环退出

条件的设置( )可指定 N 次通过或 N 次失败后退出循环，该设置影响循环条件表达式( )和循

环结果状态表达式( )。循环次数( )用于控制循环体的最大执行次数，该设置影响循环条件

表达式( )。 

该循环模式可实现这样的工作场景：总共循环运行 10 次，当有 3 次通过时退出循环。 



TestCenter 用户手册 

166 

 

图 189 通过/失败的次数参数设置 

定制 

该模式用于对循环进行高度定制，通过设计循环初始表达式( )、 循环递增表达式( )、

循环条件表达式( )、 循环结果状态表达式( )可灵活控制循环。有四个内置变量能帮助用户

设计表达式： 

1. LoopIndex: 循环索引号，类似于 for (int i=0; i<3;>中的 i。  

2. LoopNumIterations: 循环次数，类似于 for (int i=0; i<3;>中的 3。  

3. LoopNumPassed: 循环中测试成功的次数。  

4. LoopNumFailed: 循环中测试失败的次数。  

可点击 f(x)按钮启动表达式设计器编辑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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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0 定制参数设置 

6.2.4.8.7.5. 前置条件属性 

前置条件是指节点运行的必要条件，该条件将决定是否运行该节点。执行引擎在运行节点

前会检查是否有前置条件表达式，若有则计算它。  

• 计算结果为真，运行节点。  

• 计算结果为假，跳过节点。  

设置前置条件 

1. 打开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点击前置条件标签( )。  

3. 编辑前置条件表达式( )。  

4.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可点击 f(x)按钮启动表达式设计器编辑表达式。  

尽管利用表达式设计器可以完成所有表达式的设计，但前置条件表达式中常用到对节点状态的

判断，因此页面上提供了几个便捷按钮方便用户进行这方面的设计。 

1. 逻辑与( )：在表达式中插入逻辑与操作符"&&"。  

2. 逻辑或( )：在表达式中插入逻辑或操作符"||"。  

3. 插入节点状态( )：将选中节点( )的状态判断语句插入到表达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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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插入执行通过：插入节点执行通过表达式，如：

Node{"ID#:7DCB030F0A18280B007C"}.Status == Status_Passed  

b. 插入执行失败：插入节点执行失败表达式，如：

Node{"ID#:7DCB030F0A18280B007C"}.Status == Status_Failed  

c. 插入执行错误：插入节点执行错误表达式，如：

Node{"ID#:7DCB030F0A18280B007C"}.Status == Status_Error  

d. 插入已运行：插入节点已运行表达式，如：

Node{"ID#:7DCB030F0A18280B007C"}.Status != Status_NotRun  

4. 非( )：该选项作用于插入节点状态按钮( )。使这些按钮插入的表达式具有相反的

含义。比如点击插入执行通过按钮：  

a. 非不勾选，表达式为：Node{"ID#:7DCB030F0A18280B007C"}.Status 

== Status_Passed  

b. 非勾选，表达式为：

Node{"ID#:7DCB030F0A18280B007C"}.Status != Status_Passed  

 

图 191 前置条件设置 

6.2.4.8.7.6. 后续操作属性 

后续操作是指当节点程序执行完毕之后，在控制流程离开该节点之前所要执行的操作。其

主要用途为指定节点运行通过时或运行失败时要进行的操作，目前可用的后续操作包括：  

• 运行下一节点：运行该节点下方的节点。该项为节点默认的后续操作。  

• 跳转到目标节点：跳转到目标节点，类似于 C 语言中的 goto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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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运行：暂停执行，可通过工具栏从暂停处恢复执行。  

• 结束运行：停止运行，执行结束。  

• 跳出节点所在分支：如果节点的父节点是循环节点则跳出循环并继续执行后续节点，

相当于 C 语言的 break 操作；如果节点的父节点不是循环节点则跳过分支内该节点后

的剩余节点继续执行。  

• 跳过节点所在分支剩余子节点：如果节点的父节点是循环节点则跳过该节点后的剩余

节点继续循环，相当于 C 语言的 continue 操作；如果节点的父节点不是循环节点则

跳过分支内该节点后的剩余节点继续执行。  

设置后续操作 

1. 打开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点击后续操作标签( )。  

3. 选择运行通过时操作( )。默认为运行下一节点。  

4. 选择运行失败时操作( )。默认为运行下一节点。  

5. 如果需要定制请勾选条件定制( )。  

I. 编辑后续操作条件表达式( )。可点击 f(x)按钮启动表达式设计器编辑表达

式。  

II. 选择表达式为真时操作( )。  

III. 选择表达式为假时操作( )。  

6.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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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 后续操作设置 

6.2.4.8.8. 节点变量 

节点变量是指属于某个测试节点的变量。它为该节点范围内的所有节点程序（插件）提供

共享数据存储。 

查看节点变量 

1. 在节点树中选中要查看变量的节点( )。  

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变量来源选择节点( )。  

4. 节点的变量显示在变量列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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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查看节点变量 

6.2.4.8.9. 安装节点程序（插件） 

安装节点程序是指在节点上放置一个插件的过程。有两种方法可以在节点上放置插件：  

• 从插件库拖放插件  

• 在节点设置面板选择插件  

下面以提示音插件为例演示如何为节点安装节点程序。 

从插件库拖放插件 

1. 在节点树上添加一个节点。将其重命名，如“提示音”( )。  

2. 在插件库中选中提示音插件，并将其拖放到上步新建的"提示音"节点上( )。  

3. 拖放后"提示音"节点的图标会变化为小喇叭，节点程序安装成功。  

注：不是所有插件都能让节点改变图标，这和插件是否设置了节点图标有关。  

 

图 194 从插件库拖放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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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点设置面板选择插件 

1. 选择一个节点( )。  

2. 选择节点设置面板( )。  

3. 点击插件选择按钮(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常用插件 > 提示音( )。  

 

图 195 从节点设置面板选择插件 

6.2.4.8.10. 隐藏和显示子节点 

  该功能帮助用户控制一个节点的孩子节点的显示状态。下图为一个节点隐藏孩子节点前

( )后( )的效果图。隐藏孩子节点可以让节点树看起来更清爽。一个节点的孩子节点隐藏后

该节点的图标将加上一个红框以示区别。具体操作见：  

• 隐藏子节点  

• 显示隐藏的子节点  

 

图 196 节点隐藏孩子前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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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子节点 

1. 选中要隐藏孩子节点的节点。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隐藏子节点( )。  

 

图 197 隐藏子节点 

显示隐藏的子节点 

1. 选中节点。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显示子节点( )。  

 

图 198 显示隐藏的子节点 

6.2.4.8.11. 设置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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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要设置断点的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断点( )，或点击工具栏断点按钮( )。  

2. 一个红点出现在所设节点的图标上( )，表明此处有一个断点。  

当运行启动调试命令时( )，测试节点按顺序执行，当执行到断点处将暂停运行( )，点

击继续按钮( )将恢复运行。   

注：断点对开始运行(不调试)命令( )无效。  

 

图 199 设置断点并调试 

6.2.4.8.12. 跳过 

具有跳过标志的节点在序列执行过程中将不被执行。该功能方便用户查找、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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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跳过一个节点的部分子节点，请参考跳过子节点。 

设置跳过标志 

1. 选中要跳过的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跳过( )，或点击工具栏跳过按钮( )。  

2. 一个 X 出现在所设节点的图标上( )，表明此节点为跳过节点。  

 

图 200 设置跳过标志 

清除跳过标志 

1. 选中已设置跳过标准的节点。  

2. 点击工具栏跳过按钮(上图 )。  

6.2.4.8.13. 跳过子节点 

具有跳过标志的节点在序列执行过程中将不被执行。该功能用于设置一个节点的孩子节点

的跳过标志。可以跳过所有孩子节点，也可以跳过部分孩子节点。  

设置/清除跳过标志 

1. 选中要设置孩子节点跳过标志的枝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跳过子节点...( )。  

2. 跳过子节点设置对话框弹出。  

3. 根据需要勾选（设置跳过标志）或不勾选（清除跳过标志）子节点( )。右侧的 3 个

按钮( )可帮助您快速选择子节点。  

4. 点击确定按钮。  

5. 一个 X 出现在设置了跳过标志的子节点图标上( )，表明此节点为跳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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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 设置跳过子节点 

6.2.4.9. 执行流程设计 

执行流程是指序列的执行路径，包括顺序执行、循环、跳转、分支执行、条件执行、暂停

运行、结束运行等。这与编程语言中的流程控制概念类似，只不过编程语言中操作的是编程语

句或函数，而在 TestCenter 中操作的是节点。  

• 顺序执行是指按照节点的先后顺序从上至下的执行过程。顺序执行是最基本的执行流

程。  

• 循环是指一个或一组节点多次执行的过程。  

• 跳转是指根据设定的事件跳转至指定节点的执行过程。  

• 分支执行是指根据设定的条件，从多个分支中选择一个分支的执行过程。  

• 条件执行是指根据设定的条件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的过程。  

• 暂停运行是指暂停执行，可通过工具栏从暂停处恢复执行。  

• 结束运行是指停止运行，执行结束。  

通过在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中对前置条件、后续操作和循环进行合理设置，可实现以上的

各种流程。 

6.2.4.9.1. 循环 

6.2.4.9.1.1. For 循环 

什么是 for 循环 

for 循环是编程语言中常用的循环类型之一，它由循环起始值、步进值和循环条件构成。当循

环条件为真时继续循环，否则退出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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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 for 循环，代表起始值为 0，步进值为 1，循环条件为<10 的 10
次循环。 

for (int i=0; i<10; i++) 
{ 
    ...... 
    do somethig... 
    ...... 
}  

实现 for 循环的步骤 

1. 选中要循环的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高级设置( )。  

2. 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弹出。  

3. 点击循环标签( )，将循环类型设置为循环指定的次数( )，设置循环次数( )。  

4. 设置循环结果状态( )。对于 for 循环节点，其运行状态由运行过程中失败次数的比例

来确定。默认设置为失败比例小于等于 0 表示通过，即循环体内所有节点在整个循环

过程中没有一次失败。  

5. 点击确定按钮。节点的图标会改变，一个代表循环的图标会加到原图标上。  

for 循环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FlowControlSample.tcseq。 

 

图 202 For 循环示例 

6.2.4.9.1.2. 无限循环 

什么是无限循环 

无限循环是指由于循环体的循环条件一直有效而永不停止的循环。 

在 C 语言中退出无限循环的方法是在循环体内使用 break 语句。在 TestCenter 中可以使用

节点后续操作的跳出节点所在分支模拟 break 语句，详见 break 设计。  

在 TestCenter 中无限循环是进行 do...while 循环的基础。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无限循环。由于循环条件 i<0 永远成立，因此该循环将永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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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nsigned int i=0; i<0; i++) 
{ 
    ...... 
    do somethig... 
    ...... 
}  

实现无限循环的步骤 

1. 选中要无限循环的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高级设置( )。  

2. 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弹出。  

3. 点击循环标签( )，将循环类型设置为定制( )，将循环条件表达式设置为 true( )。  

4. 点击确定按钮。  

 

图 203 无限循环示例 

6.2.4.9.1.3. Do…while 循环 

什么是 do...while 循环 

do...while 循环是编程语言中常用的循环类型之一。循环体从 do 语句开始至 while 语句结束，

并在 while 语句处进行循环条件判断。当循环条件为真时继续循环，否则退出循环。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 do...while 循环。当 x>0 时继续循环，当 x<=0 时结束循环。  

do 
{ 
    y = f( x ); 
    x--; 
}while ( x > 0 );  

实现 do...while 循环 

do...while 循环一般针对分支节点进行设计。分支节点对应 do 语句，分支节点的最后一个孩

子节点对应 while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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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点为：将分支节点设置为无限循环，并利用分支节点中最后一个孩子节点后续操作的跳

出分支功能。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 )进行设计：  

1. 将 Do 节点设置为无限循环。  

2. 打开 While(随机数<=0.7)节点( )的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3. 选择后续操作标签( )。  

4. 选择条件定制( )。  

5. 将后续操作条件表达式设置为随机数<=0.7( )。  

6. 将表达式为假设置为跳出节点所在分支( )。  

7. 点击确定按钮。  

do...while 循环示例请见示例工程：FlowSample.tcproj --- 基本流程.tcact。 

 

图 204 Do…while 循环示例 

6.2.4.9.1.4. While 循环 

什么是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是编程语言中常用的循环类型之一。循环体首先进行循环条件判断。当循环条件为

真时继续循环，否则退出循环。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 while 循环。当 i>=0 时继续循环，否则结束循环。  

while ( i >= 0 )  
{ 
    string1[i] = string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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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实现 while 循环 

while 循环一般针对分支节点进行设计。分支节点对应 while 语句。 

设计要点为：利用分支节点的定制循环设置合适的循环条件表达式。对于 while 循环不需设置

循环初始表达式和循环递增表达式。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 )进行设计：  

while 循环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 --- 基本流程.tcact。 

1. 打开 While(i>=0)节点的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选择循环标签( )。  

3. 选择循环类型为定制( )。  

4. 设置循环初始表达式为空( )。  

5. 设置循环递增表达式为空( )。  

6. 设置循环条件表达式为 i>=0( )。  

7. 点击确定按钮。  

 

图 205 while 循环示例 

6.2.4.9.2. 条件执行 

6.2.4.9.2.1. If 条件执行 

什么是 if 条件执行 

if 条件执行是编程语言中常用的条件执行语句。原型为“if (表达式) 语句”。即当表达式为真时

执行语句，否则不执行语句。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 if 条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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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i >= 0 )  
{ 
    ... 
    do something... 
    ...; 
}  

实现 if 

if 一般针对分支节点进行设计。分支节点对应 if 语句。 

设计要点为：利用分支节点的前置条件表达式设置执行条件。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 )进行设计：  

if 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 --- 基本流程.tcact。 

1. 打开 if (i 模 2 ==0)节点的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选择前置条件标签( )。  

3. 将前置条件表达式设置为：i 模 2 == 0( )。  

4.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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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6 If 条件执行示例 

6.2.4.9.2.2. Switch 条件执行 

什么是 switch 条件执行 

switch 条件执行是编程语言中常用的条件执行语句。switch 和 case 一起用于设计复杂的条

件执行或分支执行。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 switch...case 语句。  

switch ( i )  
{ 
  case 1: 
    do something... 
    break; 
  case 2: 
    do something... 
    break; 
  cas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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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something... 
    break; 
}  

实现 switch 

switch 一般针对分支节点进行设计。分支节点对应 switch 语句。 

设计要点为：利用 switch 下方 case 节点的前置条件表达式设置执行条件。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 )进行设计：  

switch 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基本流程.tcact。  

1. 打开 case 1 节点的节点高级设置对话框。  

2. 选择前置条件标签( )。  

3. 将前置条件表达式设置为：输入字符串 == 1( )。  

4. 点击确定按钮。  

 

图 207 switch 条件执行示例 

6.2.4.9.3. 中断跳转 

6.2.4.9.3.1. Break 

什么是 break 

break 用于中断循环，并从该循环中跳出。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中 break 的经典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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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 1; i < 10; i++) 
{ 
  if (i == 4) 
    break; 
}  

实现 break 

设计要点：利用流程控制插件操作实现 break 功能。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进行设计( )。 

break 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基本流程.tcact。  

1. 设置 if (i == 3)节点( )的前置条件，实现 if (i == 3)的效果( )。  

2. break 节点( )安装流程控制插件，并设置其操作类型为跳出循环( )。  

 

图 208 break 示例 

6.2.4.9.3.2. Continue 

什么是 continue 

continue 用于跳过 continue 后面的语句继续循环。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中 continue 的经典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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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 = 1; i < 10; i++) 
{ 
  if (i < 9) 
    continue; 
 
    printf_s( " i = %d\n", i ); 
}  

实现 continue 

设计要点：利用流程控制插件操作实现 continue 功能。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进行设计( )。 

continue 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基本流程.tcact。  

1. 设置 if (i < 9)节点( )的前置条件，实现 if (i < 9)的效果( )。  

2. continue 节点( )安装流程控制插件，并设置其操作类型为继续循环( )。  

 

图 209 continue 示例 

6.2.4.9.3.3. Goto(跳转) 

什么是 g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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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o 是编程语言中常用的流程控制语句，用于改变执行流程。goto 语句的使用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但存在即合理。TestCenter 提供了类似于 goto 语句的跳转流程控制，帮助您更有效

率的设计流程。  

下面的代码是 C 语言经典的 goto 用法。  

for ( i = 0; i < 10; i++ ) 
{ 
   printf_s( "Outer loop executing. i = %d\n", i ); 
   for ( j = 0; j < 3; j++ ); 
   { 
     printf_s( " Inner loop executing. j = %d\n", j ); 
     if ( i == 5 ) 
       goto stop; 
   } 
} 
 
stop: printf_s( "Jumped to stop. i = %d\n", i ); }  

实现 goto 

设计要点：利用流程控制插件操作实现 goto 功能。 

比如针对红框处的节点进行设计( )。 

goto 示例请见示例工程: FlowSample.tcproj---基本流程.tcact。  

1. 设置 if (i == 5)节点( )的前置条件，实现 if (i == 5)的效果( )。  

2. goto stop 节点( )安装流程控制插件，并设置其操作类型为跳转到目标节点( )，
并且目标节点设置为 s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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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goto 示例 

6.2.4.10. 参数 

6.2.4.10.1. 添加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点击参数标签( )。  

3. 在参数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4. 添加/编辑参数对话框弹出。  

5. 输入参数名称( )。  

6. 输入参数友好显示名称( )。  

7. 选择参数数据类型( )。  

8. 若需要参数包含在报表中勾选包含在报表中( )。 该操作仅对 TestCenter 内置报表

起作用，对 Word 插件报表和 Excel 插件报表无效。  

9.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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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添加参数 

6.2.4.10.2. 删除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点击参数标签( )。  

3. 选中要删除的参数(支持多选)。  

4. 在选择项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5.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图 212 删除参数 

6.2.4.10.3. 重命名 

1.  在测试窗口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选择参数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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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参数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参数，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  

4. 参数名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按回车键。  

5. 点击文件 > 保存，保存所做修改。  

 

图 213 重命名参数 

6.2.4.10.4. 测试参数示例 

说明 

本示例以 double Add(double a, double b)函数原型为例，演示了如何创建 Add 测试

( )，如何创建数据计算测试序列( ) 并在测试序列中利用 Add 测试进行 2+3 运算和 7+9

运算( )。  

 

图 214 示例 

示例代码 

TestCenter://Samples/TestResult/TestResultDemo.tcproj 中的“TestResultDemo”。 

注："TestCenter://"代表 TestCenter 安装目录。 

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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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添加测试  

1. Step 1：添加 Add 测试  

2. Step 2：添加 Add 测试的参数 a 和 b  

3. Step 3：添加 Add 测试的测量值 result  

4. Step 4：实现 Add 测试  

II. 添加测试序列与测试步  

1. Step 5：添加数据计算测试序列  

2. Step 6：添加 Add(2, 3)和 Add(7, 9)测试步  

III. 测试步关联测试  

1. Step 7：关联 Add(2, 3)测试步到 Add 测试  

2. Step 8：关联 Add(7, 9)测试步到 Add 测试  

IV. 为测试参数赋值  

1. Step 9：为 Add(2, 3)测试步的 Add 测试参数赋值  

2. Step 10：为 Add(7, 9)测试步的 Add 测试参数赋值  

V. 调试测试序列  

1. Step 11：调试  

2. Step 12：在测试序列执行器中运行数据计算测试序列 

Step1：添加 Add 测试 

1.  新建一个测试文件或打开一个已存在的测试文件。  

2. 参照插入空测试的描述创建一个名为 Add 的测试。  

3.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215 添加 Add 测试 

Step2：添加 Add 测试的参数 a 和 b 

1. 参照添加测试参数的描述为 Add 测试添加 a 和 b 两个浮点类型的参数。  

2. 设计效果如( )所示。  



集成开发环境 

191 

 

图 216 添加测试参数 

Step3：添加 Add 测试的测量值 result 

 Add(a, b)的计算结果需要有一个变量来存储，为此设计一个名为 result 的测量值接收 a+b
的结果。 

1. 参照添加测试测量值的描述为 Add 测试添加名为 result、类型为浮点的测量值。  

2.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217 添加测量值 

Step4：实现 Add 测试 

  Add 测试利用表达式插件计算参数 a 和参数 b 的和，并将计算结果存储于名为 result 的
测量值中。 

1. 参照练习二：添加表达式节点的描述，创建一个名为计算参数和的表达式节点，并将

其表达式设计为 Action.TestResults.result = Action.Parameters.a + 
Action.Parameters.b。  

2. 设计效果如( )所示。  



TestCenter 用户手册 

192 

 

图 218 实现 Add 测试 

Step5：添加"数据计算"测试序列 

1. 参照添加测试序列的描述，创建一个名为数据计算的测试序列。  

2.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219 添加测试序列 

Step6：添加 Add(2, 3)和 Add(7, 9)测试步 

1. 参照添加测试步的描述，添加一个名为 Add(2, 3)和一个名为 Add(7, 9)的测试步。  

2.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220 添加测试步 

Step7：关联 Add(2, 3)测试步到 Add 测试 

1. 选中 Add(2, 3)测试步的测试节点( )。  

2. 选择测试步设置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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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设置按钮( )。  

4. 测试设置对话框弹出。  

5. 引用类型选择测试( )。  

6. 选择 Add 测试所在的测试文件( )。  

7. 在测试下拉框中选择 Add( )。  

8. 单击确定按钮，一个提示对话框弹出，单击是。  

 

图 221 关联测试步和测试 

Step8：关联 Add(7, 9)测试步到 Add 测试 

参考 Setp 7 的过程将 Add(7, 9)测试步关联到 Add 测试。 

Step9：为 Add(2, 3)测试步的 Add 测试参数赋值 

1. 选中 Add(2, 3)测试步( )。  

2. 选择测试步设置标签( )。  

3. 选择参数/测量值标签( )。  

4. 双击参数 a 所在行( )，表达式设计器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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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表达式设计器中输入 2( )，点击确定。  

6. 双击参数 b，表达式设计器弹出。  

7. 在表达式设计器中输入 3，点击确定。  

8. 此时 Add 的参数变为 2, 3( )。 

 
图 222 为测试步的参数赋值 

Step10：为 Add(7, 9)测试步的 Add 测试参数赋值 

1. 参照 Setp 9 的过程，为 Add(7, 9)测试步的参数赋值。  

Step11：调试 

1. 选中数据计算测试序列。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启动调试或开始运行( )。  

3. 测试步按顺序运行，运行完毕后节点颜色变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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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观察测试结果窗口，可以看到 2+3 的结果 5，7+9 的结果 16( )。  

 

图 223 调试 

Step12：在测试序列执行器中运行数据计算测试序列 

1. 从安装目录或开始菜单中找到 TestCenter 测试执行器，点击打开。  

2. TestCenter 测试执行器弹出，打开当前工程。  

3. 点击执行按钮( )。  

4. 测试步按顺序运行，运行完毕后节点颜色变为绿色。  

5. 选择测试结果标签( )。  

6. 观察两个测试步产生的测量值，可以看到 2+3 的结果 5，9+7 的结果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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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在测试执行器中运行 

6.2.4.11. 测量值 

6.2.4.11.1. 概述 

 在测量值概述中我们提到测试和测试序列都拥有测量值。测试对象的测量值代表了测试对象

执行完毕后对外提供的测试结果。如频率测试得到的频率值、功率测试得到的功率值等。一个

测试对象可拥有多个测量值。对测量值的评估会影响测试的状态(Passed、Failed 或

Aborted)。测试对象执行完毕后，它的测量值显示在测试结果窗口中。  

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到测试对象测量值的相关操作，包括： 

• 添加测量值  

• 删除测量值  

• 重命名测量值  

• 测量值门限  

• 设置测量值精度  

• 测量值报表显示  

6.2.4.11.2. 添加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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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在测量值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4. 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弹出。  

5. 输入测量值名称( )。  

6. 输入测量值显示名( )。  

7. 选择测量值数据类型( )。  

8. 如需设置测量值数据更详细信息，如数组维数，或浮点数小数点位数请点击配置按钮

( )。  

9. 点击确定按钮。  

10.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25 添加测试测量值 

6.2.4.11.3. 删除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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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在测量值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测量值。支持多选（Ctrl 键、Shift 键、鼠标）。  

4.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  

5.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26 删除测试测量值 

6.2.4.11.4. 重命名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在测量值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测量值，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  

4. 测量值名称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字，按回车键。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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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重命名测试测量值 

6.2.4.11.5. 门限 

测试测量值门限用于对测试的测量值进行合法性判断。可以将门限比较结果与测试结果进

行关联，从而对失败原因进行更细致的描述。  

下图示意了测试的测量值门限与测试结果之间的关系。  

1. 在测试的结果编辑器中编辑测试的各种可能的测试结果( )。  

2. 在测试的测量值编辑器中编辑某个测量值的门限( )，并选择门限比较失败后测试的

输出结果（选择项来自于上一步编辑的测试结果）( )。  

3. 测量值门限及其比较后的测试结果将显示在测试结果窗口中( )。  

4. 测量值门限及其比较后的测试结果将显示在内置报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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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测试测量值门限 

6.2.4.11.6. 设置精度 

浮点类型的测量值一般有精度要求，即显示小数点后几位。按以下步骤进行测试对象的浮

点类型测量值精度设置。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在测量值列表中选中要设置格式的测量值，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4. 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弹出。  

5. 点击配置按钮( )。  

6. 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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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勾选设置小数位数( )。  

8. 设置要显示的小数位数( )。  

9.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  

10.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  

11.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29 为测试测量值设置精度 

6.2.4.11.7. 报表显示 

以下描述仅针对 TestCenter 内置报表，不适用于 Word 报表插件和 Excel 报表插件。 

测量值及其相关属性（如名称、门限等）默认将显示在报表中，可通过以下步骤控制测量

值是否出现在报表中。 

设置步骤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点击测量值标签( )。  

3. 在测量值列表中选中要设置格式的测量值，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4. 根据需要勾选包含在报表中( )。  

5.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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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0 测试测量值的报表显示 

6.2.4.11.8. 测试测量值示例 

本示例演示了如何添加、使用测量值，如何设置测量值比较门限，如何设计和使用测试结

果。 

本示例中我们调用一个函数产生 0~1 之间的随机数，并把产生的随机数存储于测试的测

量值中。同时我们为该测量值设置一个(0.3..0.7)的门限，系统会自动根据测量值和门限评估

测试，当 0.3<测量值<0.7 时，测试通过，否则测试失败。同时为进一步区分是因为测量值

<=0.3 导致测试失败，还是因为测量值>=0.7 导致测试失败，我们还设计了两个结果选项，

并将他们分别分配给<=0.3 和>=0.7 这两种情况。  

开发流程： 

Step 1：添加 Random 测试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新建一个工程，并新建一个序列。也可打开一个现有

工程进行练习。  

2. 选择测试标签( )。  

3. 在测试列表右键菜单选择插入测试( )。插入测试对话框弹出。  

4. 在名称对话框中输入 Random( )。点击确定按钮。  

5. 测试列表中出现名为 Random 的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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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添加 Random 测试 

Step 2：添加 Random 测试的结果选项  

本示例中我们将使用 0.3<result<0.7 门限对测量值进行评估，若测量值<=0.3，测试

失败并且给出相应提示，若测量值>=0.9，测试失败并且给出相应提示。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 Random 测试( )。  

2. 选择结果标签( )。  

3. 在结果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  

4. 测试结果编辑对话框弹出。  

5. 在结果值下拉列表中选择 Failed( )。  

6. 在修饰编辑框输入低于低门限(0.3)( )。  

7. 点击确定按钮。  

8. 重复 3~7 步设计一个 Failed - 高于高门限(0.7)的结果选项。  

9. 设计好的结果选项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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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添加 Random 测试结果选项 

Step 3：添加 Random 测试的测量值 result  

Random 产生的随机数需要有一个变量来存储，为此设计一个名为 result 的测量值接收

Random 产生的随机数。同时我们还为 result 测量值设置门限(0.3<result<0.7)。
TestCenter 引擎将自动根据门限值对测试结果进行评估，在此例中当 result 位于 0.3 至 0.7
之间时测试成功，否则测试失败。为更详细的区分失败原因是小于 0.3 还是大于 0.7，我们还

将为 result 测量值设置两个失败结果。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 Random 测试( )。  

2. 选择测量值标签( )。  

3. 在测量值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  

4. 添加/编辑测量值对话框弹出。  

5. 选择一般标签( )。  

6. 在名称编辑框输入 result、在显示名编辑框输入随机数、在数据类型下拉框选择浮点

( )。  

7. 若需为测量值设置门限，请进行以下步骤。  

A. 选择门限标签( )。  

B. 点击插入按钮( )。  

C. 添加/编辑门限对话框弹出。  

D. 限定类型选择双门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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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门限 1 比较方式设为>(大于)，值设为 0.3( )。  

F. 逻辑关系选择 AND( )。  

G. 门限 2 比较方式设为<(小于)，值设为 0.7( )。  

H. 点击确定按钮。  

I. 门限列表中出现新设计的门限( )。  

J. 若需为比较失败设置特定输出结果，请进行以下步骤。  

a. 点击添加按钮( )。  

b. 比较失败结果设置对话框弹出。  

c. 比较失败类型选择低于门限值( )。  

d. 测试输出结果选择前面设计的 Failed(低于门限值(0.3))( )。  

e. 点击确定按钮。  

f. 点击添加按钮( )。  

g. 比较失败结果设置对话框弹出。  

h. 比较失败类型选择高于门限值。  

i. 测试输出结果选择前面设计的 Failed(高于门限值(0.7))。  

j. 点击确定按钮。  

8. 点击确定按钮。  

9. 测量值列表中出现新设计的 result 测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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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添加 Random 测试的测量值 Result 

Step 4：设计 Random 测试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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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dom 测试序列利用表达式插件生成一个 0 至 1 之间的随机数，并将计算结果存储于名

为 result 的测量值中。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 Random 测试( )。  

2. 选择节点标签( )。  

3. 在节点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  

4. 一个节点出现在测试窗口中，将其重命名为生成随机数。  

5. 选中生成随机数节点，在节点设置窗口单击插件选择按钮( )。  

6.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常用插件 > 表达式菜单项( )。  

7. 点击设置按钮( )。  

8. 编辑表达式对话框弹出，将表达式设计为 Action.TestResults.result = 
Random()( )。  

9. 点击确定按钮。  

 

图 234 设计 Random 测试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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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运行 Random 测试  

本示例中我们将使用 0.3<result<0.7 门限对测量值进行评估，若测量值<=0.3，测试

失败并且给出相应提示，若测量值>=0.7，测试失败并且给出相应提示。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 Random 测试( )。  

2. 点击运行按钮( )。  

3. Random 测试的测试值 result 将显示在测试结果窗口中( )。  

4. 当产生的随机数小于 0.3 时，我们在上面设计的 Failed(低于低门限 0.3)的结果将显

示出来( )。  

5. 当产生的随机数大于 0.7 时，我们在上面设计的 Failed(高于高门限 0.7)的结果将显

示出来( )。  

 

图 235 运行 Random 测试 

6.2.4.12. 结果 

6.2.4.12.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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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为 Passed、Failed 和 Aborted 三类，分别代表测试成功、测试失败或测试中

出现异常。你可以为每一类结果添加多个实例，以详细说明导致该结果的原因。以 Failed 结果

为例，我们可以增加两个实例，分别代表“小于 50”和 “大于 60”( )。  

 

图 236 测试结果 

添加步骤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选择结果标签( )。  

3. 在结果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4. 测试结果编辑对话框弹出。  

5. 在结果值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的结果值( )，可选项包括：Passed、Failed、Aborted。  

6. 在修饰文本框中输入该结果的简短描述( )，如"大于 60"。该项为可选项，但建议用

户输入。  

7. 在描述文本框中输入描述信息( )。该项为可选项，默认为空。  

8. 点击确定按钮。  

9.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37 添加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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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2.2. 删除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选择结果标签( )。  

3. 在结果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结果，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  

4.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38 删除测试结果 

6.2.4.12.3. 编辑 

1. 在测试列表中选择一个测试( )。  

2. 选择结果标签( )。  

3. 在结果列表中选中要编辑的结果，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4. 测试结果编辑对话框弹出。  

5. 选择结果值( )。可选项 Passed、Failed、Aborted。  

6. 编辑结果修饰( )，如电压低。该项为可选项，对 Failed 或 Aborted 类型的结果建议

输入该项， 已便在后续设计中应用，如报表显示或故障诊断等。  

7. 编辑结果描述( )。该项为可选项，默认为空。  

8. 点击确定按钮。  

9.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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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9 编辑测试结果 

6.2.4.12.4. 测试结果示例 

本示例演示了如何在测试序列中利用测试的结果实现下图所示的测试流程。 

 

图 240 测试结果示例框图 

在上图中我们首先对 X 的频率（记为 XFreq）进行测试，并为 XFreq 设置一个

50<=XFreq<=60 的合法门限。若 XFreq<50，则设置 X 频率测试失败，并进行 A 功率测

试；若 XFreq 位于合法门限内，则设置 X 频率测试通过，并进行 B 功率测试；若 XFreq>60，
则设置 X 频率测试失败，并进行 C 功率测试。  

这个流程我们在一个测试里也能实现，但为演示测试结果与测试序列流程的控制过程，我

们使用 4 个测试( )1 个测试序列( )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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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测试结果示例中的测试和测试序列 

示例代码 

TestCenter://Samples/TestResult/TestResultDemo.tcproj 中的“TestResultDemo”。 

注："TestCenter://"代表 TestCenter 安装目录。 

开发流程 

Step 1：添加四个测试  

1.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新建一个工程，并新建一个测试文件。也可打开现有

工程 TestResultDemo.tcproj 进行练习。  

2. 按添加测试一节中的步骤，添加 4 个测试：  

a. X 频率测试  

b. A 功率测试  

c. B 功率测试  

d. C 功率测试  

3. 设计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242 添加四个测试 

Step 2：添加"X 频率测试"的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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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添加测试结果一节中的步骤，为 X 频率测试添加 2 个 Failed 类型的测试结果：  

a. Failed - 小于 50  

b. Failed - 大于 60  

2. 设计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243 添加示例中需要的测试结果 

Step 3：添加"X 频率测试"的测量值  

1. 按添加测试测量值一节中的步骤，为 X 频率测试添加一个测试值：  

a. 测量值名称：XFreq  

b. 显示名：X 频率  

c. 值类型：浮点  

2. 设计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244 添加示例中需要的测量值 

Step 4：设计"X 频率测试"  

X 频率测试利用表达式插件产生一个 0-100 之间的随机数，模拟 X 频率测试过程，并将测

量数据存储于名为 XFreq 的测量值中。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 X 频率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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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节点标签( )。  

3. 在节点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  

4. 一个节点出现在测试窗口中，将其重命名为频率测量。  

5. 参照练习一：Step 3 的步骤为频率测量节点安装表达式插件。  

6. 将频率测量的表达式设计为 Action.TestResults.XFreq=Random()*100( )。  

 

图 245 设计频率测试 

Step 5：设计"A 功率测试"  

本示例主要演示测试结果与流程控制，并不真正进行功率测试的设计，因此在"A 功率测试

"中我们仅放置一个提示音节点，方便观察流程的执行路径。 

可参考练习三：添加提示音节点的步骤为 A 功率测试添加一个提示音节点，设计效果图如下。 

 

图 246 设计 A 功率测试 

Step 6：设计"B 功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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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演示测试结果与流程控制，并不真正进行功率测试的设计，因此在 B 功率测试序列

中我们仅放置一个提示音节点，方便观察流程的执行路径。 

可参考练习三：添加提示音节点的步骤为 B 功率测试添加一个提示音节点，设计效果图如下。 

 

图 247 设计 B 功率测试 

Step 7：设计"C 功率测试"  

本示例主要演示测试结果与流程控制，并不真正进行功率测试的设计，因此在 C 功率测试序列

中我们仅放置一个提示音节点，方便观察流程的执行路径。 

可参考练习三：添加提示音节点的步骤为 C 功率测试添加一个提示音节点，设计效果图如下。 

 

图 248 设计 C 功率测试 

Step 8：添加"X 模块测试"测试序列  

1. 打开或新建测试序列文件。  

2. 选择序列标签( )。  

3. 在测试序列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插入序列( )。  

4. 插入序列对话框弹出。  

5. 类型选择顺序( )。  

6. 名称输入 X 模块测试序列( )。  

7. 点击确定按钮。  

8. 一个新的测试序列出现在测试序列列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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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49 添加示例中需要的测试序列 

Step 9：添加四个测试步  

1. 选中上一步添加的测试序列( )。  

2. 在步骤节点( )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测试步( )。  

3. 一个自动命名的测试步出现在步骤节点下，将其重命名为 X 频率测试步。  

4. 重复 2~3 步，依次添加 A 功率测试步、B 功率测试步、C 功率测试步三个测试步。  

5. 设计效果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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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添加示例中需要的测试步 

Step 10：为四个测试步关联测试  

1. 选择 X 频率测试步的测试节点(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点击设置按钮( )。  

4. 测试设置对话框弹出。  

5. 引用类型选择测试( )。  

6. 测试文件选择测试所在的文件( )，本例中为 Test_Result_Demo.tcact。  

7. 测试下拉框将显示 Step 1 添加的四个测试，从中选择 X 频率测试( )。  

8. 参考以上步骤为 A 功率测试步关联 A 功率测试，为 B 功率测试步关联 B 功率测试， 
为 C 功率测试步关联 C 功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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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为测试步关联测试 

Step 11：设计"X 频率测试步"执行流程  

利用测试步的后续操作设置可以进行测试步级别的执行流程控制。 

1. 选中 X 频率测试步(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选择后续操作标签( )。  

4. 在后续操作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5. 后续操作设置对话框弹出。  

6. 判据类型选择测试结果( )。  

7. 测试结果下拉框包含 Step 2 中为 X 频率测试设计的 所有结果，选择 Passed( )。  

8. 动作选择跳到目标步( )。  

9. 目标测试步选择 B 功率测试步( )。  

10.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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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考 4~9 步，再添加两个后续操作：。  

A. Failed(小于 50)跳到 A 功率测试步  

B. Failed(大于 60)跳到 C 功率测试步  

12.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252 设计 X 频率测试步的流程 

Step 12：设计"B 功率测试步"执行流程  

1. 选中 B 功率测试步( )。  

2. 选择步骤设置标签( )。  

3. 选择后续操作标签( )。  

4. 在后续操作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5. 后续操作设置对话框弹出。  

6. 判据类型选择测试结果( )。  

7. 测试结果选择 Passed( )。  

8. 动作选择结束执行( )。  

9. 序列输出结果选择 Passed( )。因为动作选择的是“结束执行”，因此 需要在此设置

结束执行后测试序列所处的状态是 Passed 还是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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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点击确定按钮。  

11. 设计效果如( )所示。  

 

图 253 设计 B 功率测试步的流程 

Step 13：设计"A、C 功率测试步"执行流程  

参照 Step 12 中的步骤设计 A 功率测试步和 C 功率测试步的执行流程。这两个测试步的

测试结果后处理设置一样： 

• 判据类型 - 测试结果( )  

• 测试结果 - Passed( )  

• 动作 - 结束执行( )  

• 序列输出结果 - Failed( )  

 

图 254 设计 A、C 功率测试步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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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4：运行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 X 模块测试序列( )。  

2. 首先在后续操作中做如下设置（ ）。  

3. 点击运行按钮( 或 )。  

4. 观察测试步列表节点颜色变化( )和测试结果窗口输出( )。  

5. 多运行几次可以观察到 X 频率处于不同范围时的执行流程，如( 、 、 )所示。  

 

图 255 运行测试序列 

6.2.5. 测试变量窗口 

测试变量窗口( )用于显示与测试相关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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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变量列表上方的请选择变量来源下拉框，可选择变量来源，可选项包括：节点、测试、

测试文件。 

通过测试变量窗口的右键菜单( )，可完成变量的添加、删除、重命名等各种常规操作。

同时还可执行添加到监视窗口、查看数组数据等高级操作。 

打开测试变量窗口 

• 选择视图 > 测试文件 > 测试变量窗口菜单项。  

关闭测试变量窗口 

• 点击测试变量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  

 

图 256 测试变量窗口操作 

6.3. 变量 

6.3.1. 说明 

  变量是 TestCenter 的数据存储单元，变量包括名称，类型、值和拥有者等属性。变量一

般性描述请参见变量概述。 

根据拥有者的不同，变量分为系统变量、测试文件变量、测试变量、测试节点变量、测试

序列文件变量、测试序列变量和测试步变量。变量的层次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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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7 各种变量的关系 

系统变量：位于最顶层，为测试工程内的测试、测试序列等提供工程级别的数据共享。  

测试文件变量：每一个测试文件都可拥有自己的变量。测试文件变量为该测试文件范围内的所

有测试、测试节点提供数据存储，便于这些对象之间交换数据。  

测试变量：每一个测试都可拥有自己的变量。测试变量可为该测试范围内的所有测试节点提供

数据存储，便于测试节点之间交换数据。  

测试节点变量：每一个测试节点都可拥有自己的变量。测试节点变量是为安装在其上的测试模

块（插件）提供运行数据。  

序列文件变量：每一个序列文件都可拥有自己的变量。序列文件变量为该序列文件范围内的所

有测试序列、测试步提供数据存储，便于这些对象之间交换数据。  

测试序列变量：每一个测试序列都可拥有自己的变量。测试序列变量可为该序列范围内的所有

测试步提供数据存储，便于测试步之间交换数据。  

测试步变量：每一个测试步都可拥有自己的变量。测试步变量可为该测试步范围内的所有测试

程序提供数据存储。  

本节重点说明如何进行变量的常规操作（如添加、删除等），以及如何对数组变量进行编

辑等内容。 

6.3.2. 操作 

6.3.2.1. 变量列表 

6.3.2.1.1. 打开测试变量列表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 )。  

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在变量来源下拉框中选择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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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选测试的变量出现在变量列表中( )。  

 

图 258 打开测试变量列表 

6.3.2.1.2. 打开节点变量列表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 )。  

2. 在测试树中选中一个节点( )。  

3. 选择变量标签( )。  

4. 在变量来源下拉框中选择节点( )。  

5. 所选节点的变量出现在变量列表中( )。  

 

图 259 打开节点变量列表 

6.3.2.1.3. 打开测试序列变量列表 

1. 在测试序列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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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在变量来源下拉框中选择序列( )。  

4. 所选测试序列的变量出现在变量列表中( )。  

 

图 260 打开测试序列变量列表 

6.3.2.1.4. 打开测试序列文件变量列表 

1. 在测试序列编辑器( )中选择变量标签( )。  

2. 在变量来源下拉框中选择序列文件( )。  

3. 所选测试序列文件的变量出现在变量列表中( )。  

 

图 261 打开测试序列文件变量列表 

6.3.2.2. 添加变量 

1. 在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 )。  

2. 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打开。  

3. 选择一般标签( )。  

I. 在名称编辑框中个输入变量名称( )，如 freq。  

II. 在显示名编辑框中个输入变量显示名称( )，如频率，该名称为用户友好名称，

便于用户和开发人员了解变量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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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选择变量类型( )。  

IV. 输入变量单位( )。此项为可选项。  

V. 根据需要勾选持久变量( )。  

4. 选择值标签( )。  

I. 输入变量持久值( )。此值即为变量初始值。  

II. 输入变量动态值( )。一般不需在此设置，而是在插件代码或表达式中对变量

动态值进行赋值。  

5. 选择标志标签( )。  

I. 根据需要勾选标志( )。  

6.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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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添加变量 

6.3.2.3. 删除变量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变量。可用 Ctrl、Shift 和鼠标进行多选。  

2. 按 Del 建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  

3. 删除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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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编辑变量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要编辑的变量。  

2. 在右键菜单选择编辑。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打开。  

3. 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对话框。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6.3.2.5. 重命名变量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要重命名的变量。  

2. 在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3. 变量名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称后按回车键。  

- 或 -  

4. 利用编辑变量功能打开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修改变量名称。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6.3.2.6. 添加到监视窗口 

可通过将变量添加到监视窗口实时观察变量值的变化，帮助开发人员调试序列。 

添加到监视窗口步骤 

1. 在变量列表中选中要监视的变量。  

2. 在右键菜单选择添加到监视窗口。  

6.3.2.7. 设置浮点变量精度 

浮点变量默认使用所有的小数位，可通过设置浮点变量的小数位数控制其精度，被截断的

小数将四舍五入到用户所设精度的最后一位小数上。 

设置浮点变量精度步骤 

1. 在变量列表中选择一个浮点类型变量，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  

2. 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打开。  

3. 选择一般标签。  

4. 点击配置按钮。  

5. 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打开。  

6. 勾选设置小数位数。  

7. 将小数位数设置为期望的精度，如 3。  

8.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数字格式设置对话框。  

9.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  

10. 变量列表根据新设置更新当前编辑的浮点变量。  

11.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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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8. 设置变量标志 

变量标志用于控制变量行为，比如是否允许删除、是否允许编辑名称等。 

首先需要打开对应的变量列表，然后通过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执行设置标志操作。 

设置变量标志步骤 

1. 在变量列表中选择要设置标志的变量，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2. 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打开。  

3. 选择标志标签。  

4. 勾选需要的标志。  

5. 点击确定按钮。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6.3.3. 变量浏览器 

变量浏览器( )用于查看测试序列文件的所有变量。这些变量包括测试序列文件变量以及

测试、测试节点、测试序列的变量。在变量浏览器中还可通过右键菜单对变量进行编辑操作

( )。  

 

图 263 变量浏览器 

打开变量浏览器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视图 > 序列文件 > 变量浏览器菜单项。 

6.4. 调试 

6.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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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是进行开发的重要手段，可帮助您观察序列运行时行为并且定位错误。使用调试命令

您可以执行、暂停、中断序列的运行，观察、监视、修改变量。  

通过集成开发环境提供的工具栏( )和菜单( )可以方便执行调试命令。 

 

图 264 调试工具栏和右键菜单 

执行控制 

执行控制将解释如何以调试模式、单步模式、正常模式运行测试，如何进行跳过设置，如

何暂停运行。 

断点 

了解如何设置、取消断点。 

变量监视 

了解如何在实时监视变量，如何取消监视。 

6.4.2. 执行控制 

6.4.2.1. 调试测试 

调试测试是指以调试方式运行测试。在这种运行方式下，测试节点按从上到下的顺序运行，

遇到断点时暂停运行。此时可进行观察变量、修改变量值、检查节点状态、单步运行等调试工

作，待调试工作结束后可从暂停处继续运行。  

步骤 

1. 选中要调试的测试( )。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启动调试( )。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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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工具栏调试测试按钮( )。  

4. 可在运行中任意时刻点击工具栏停止按钮( )结束运行，或点击暂停按钮( )暂停运

行。  

右键菜单的开始运行（不调试）按钮( )以正常方式运行测试，此时断点设置将被忽略。  

 

图 265 调试测试 

6.4.2.2. 调试节点 

调试节点是指以调试方式运行所选节点。在这种运行方式下，所选节点及其孩子节点开始

运行，遇到断点时暂停运行。此时可进行观察变量、修改变量值、检查节点状态、单步运行等

调试工作，待调试工作结束后可从暂停处继续运行。  

步骤 

1. 选中要调试的节点( )。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调试节点( )。  

- 或 -  

3. 点击工具栏调试节点按钮( )。  

4. 可在运行中任意时刻点击工具栏停止按钮( )结束运行，或点击暂停按钮( )暂停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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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 调试节点 

6.4.2.3. 调试测试序列 

调试测试序列是指以调试方式运行测试序列。在这种运行方式下，测试序列的测试步按从

上到下的顺序运行，遇到测试步断点或测试步关联测试内的节点断点时暂停运行。此时可进行

观察变量、修改变量值、检查节点状态、单步运行等调试工作，待调试工作结束后可从暂停处

继续运行。  

步骤 

1. 选中要调试的测试序列( )。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启动调试( )。  

- 或 -  

3. 点击工具栏调试序列按钮( )。  

4. 可在运行中任意时刻点击工具栏停止按钮( )结束运行，或点击暂停按钮( )暂停运

行。  

右键菜单的开始运行（不调试）按钮( )以正常方式运行测试序列，此时断点设置将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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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调试测试序列 

6.4.2.4. 调试测试步 

调试测试步是指以调试方式运行选中的测试步。在这种运行方式下，选中的测试步开始运

行，遇到测试步关联测试内的节点断点时暂停运行。此时可进行观察变量、修改变量值、检查

节点状态、单步运行等调试工作，待调试工作结束后可从暂停处继续运行。  

步骤 

1. 选中要调试的测试步( )。  

2. 在其右键菜单中选择调试( )。  

- 或 -  

3. 点击工具栏调试测试步按钮( )。  

4. 可在运行中任意时刻点击工具栏停止按钮( )结束运行，或点击暂停按钮( )暂停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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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 调试测试步 

6.4.2.5. 单步运行节点 

单步运行节点是指以单步方式运行选中的测试节点。该节点及其孩子节点将在单步运行按

钮的控制下单步运行。 

步骤 

1. 选中要单步运行的节点( )。  

2. 点击工具栏单步运行按钮( )。  

3. 所选节点转入单步运行状态，单步运行图标出现在所选节点上( )。  

4. 再次点击单步运行按钮( )，单步运行图标所在节点开始执行，执行完毕后单步运行

图标移动到下一个节点( )。  

5. 重复上一步，运行后续节点。  

6. 可在运行中任意时刻点击工具栏停止按钮( )结束运行。  

7. 可在运行中任意时刻点击工具栏继续按钮( )结束单步运行模式，同时转入调试运行

模式，并立刻以该模式运行后续测试节点，遇到断点时测试将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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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 单步运行节点 

6.4.2.6. 单步运行测试步 

单步运行测试步是指以单步方式运行选中测试序列的所有测试步。这些测试步将在单步运

行按钮的控制下单步运行。 

步骤 

1. 选中一个测试序列( )。  

2. 点击工具栏单步运行按钮( )。  

 

图 270 单步运行测试步 

6.4.2.7. 运行中断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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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处节点 

当调试运行模式下运行遇到断点时，执行流程不会停止但会暂时中断，中断处的节点称为

中断节点，中断节点的图标会显示为中断图标( )。另外在单步运行模式下，节点也会处于中

断状态。  

无论哪种情况，中断处节点都是用户关心和调试的目标节点，为此 TestCenter 提供了一

种功能，在不影响原测试流程的前提下，单独运行中断处节点，并且在执行完中断处节点后，

执行控制再次交给原测试流程，即回到原测试流程的中断状态，用户可从中断处继续运行原流

程。我们称此种运行方式为运行中断处节点。  

如果中断处节点含有孩子节点，运行中断处节点命令将会执行该节点及所有的孩子节点。  

步骤 

1. 当执行中断时（遇到断点或单步运行时），点击运行中断处节点按钮( )。  

2. 中断处节点及其子节点开始运行，运行完毕后将控制权交还给原流程。  

 

图 271 运行中断处节点 

6.4.2.8. 跳过子节点 

具有跳过标志的节点在序列执行过程中将不被执行。该功能用于设置一个节点的孩子节点

的跳过标志。可以跳过所有孩子节点，也可以跳过部分孩子节点。  

设置/清除跳过标志 

1. 选中要设置孩子节点跳过标志的枝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跳过子节点...( )。  

2. 跳过子节点设置对话框弹出。  

3. 根据需要勾选（设置跳过标志）或不勾选（清除跳过标志）子节点( )。右侧的 3 个

按钮( )可帮助您快速选择子节点。  

4. 点击确定按钮。  

5. 一个 X 出现在设置了跳过标志的子节点图标上( )，表明此节点为跳过节点。  



集成开发环境 

237 

 

图 272 跳过子节点 

6.4.2.9. 跳过节点 

具有跳过标志的节点在序列执行过程中将不被执行。该功能方便用户查找、定位问题。 

如果希望跳过一个节点的部分子节点，请参考跳过子节点。 

设置跳过标志 

1. 选中要跳过的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跳过( )，或点击工具栏跳过按钮( )。  

2. 一个 X 出现在所设节点的图标上( )，表明此节点为跳过节点。  

 

图 273 跳过节点 

清除跳过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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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已设置跳过标准的节点。  

2. 点击工具栏跳过按钮(上图 )。  

6.4.2.10. 跳过测试步 

具有跳过标志的测试步在测试序列执行过程中将不被执行。该功能方便用户查找、定位问

题。 

1. 选择一个测试序列( )。  

2. 选择要跳过的测试步( )。  

3.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跳过( )，或点击工具栏跳过按钮( )。  

4. 一个 X 出现在所设测试步的图标上( )，表明此测试步为跳过测试步。  

 

图 274 跳过测试步 

6.4.2.11. 暂停运行 

测试或测试组在运行过程中可随时暂停，以方便用户查找、定位问题。 

暂停运行 

1. 在运行过程中点击工具栏上暂停按钮。  

2. 测试会中断于点击暂停按钮时所在的节点或测试步。  

3. 暂停按钮转变为继续按钮，且图标转变为选中状态。  

继续运行 

1. 执行处于中断状态时点击继续按钮。  

2. 测试从中断处继续执行。  

3. 继续按钮转变为暂停按钮，且图标转变为正常状态。 

6.4.2.12. 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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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随时停止运行过程。一般情况下，当前正在执行的节点对象必须执行完，系统才会

响应该命令，在下面的节点执行之前停止运行。 

停止运行方法为：在运行过程中点击工具栏上停止按钮。 

6.4.3. 断点 

6.4.3.1. 概述 

断点告诉执行器需要暂停的特定点。当遇到断点时运行将进入中断状态。 

断点只在调试运行模式下起作用，在正常运行模式下断点将被忽略。 

调试运行模式和正常运行模式由不同的命令启动，以测试对象为例，在其右键菜单中有启

动调试( )和开始运行(不调试)( )两个命令。其中启动调试通知执行器以调试模式运行，而

开始运行(不调试)通知执行器以正常模式运行。  

用户可在测试节点设置断点( )，也可在测试步设置断点( )。断点处的节点或断点处的

测试步其图标会有一个红点。  

 

图 275 断点 

6.4.3.2. 设置断点 

1. 选中要中断的节点或测试步。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断点( )。  

- 或 - 

3. 点击工具栏断点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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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 设置断点 

6.4.3.3. 清除断点 

1. 选中要清除中断标志的节点或测试步。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断点( )。  

- 或 - 

3. 点击工具栏断点按钮( )。  

 

图 277 清除断点 

6.4.3.4. 清除所有断点 

1. 点击工具栏清除所有断点按钮( )。  

2. 一个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清除所有断点，点击否放弃清除操作。  

 

图 278 清除所有断点 

6.4.4. 变量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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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estCenter 的变量监视功能，开发人员可实时监视变量值的变化。 

添加变量到监视窗口 

1.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一个变量，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添加到监视窗口( )。  

2. 该变量出现在监视窗口中( )。  

 

图 279 添加变量到监视窗口 

删除监视 

1. 在监视窗口中选择要移除的变量( )。支持多选。  

2. 在右键菜单选择删除监视( )。  

3. 一个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删除监视，点击否放弃删除。  

 

图 280 删除监视 

6.4.5. 输出窗口 

输出窗口( )用于显示系统运行信息和用户要求输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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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输出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输出窗口。视图 > 输出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输出

窗口。  

点击输出窗口右上方的图钉按钮可实现输出窗口的自动隐藏。  

 

图 281 输出窗口 

6.4.6. 监视窗口 

监视窗口( )用于监视变量的实时信息。运行过程中若变量值发生变化监视窗口会实时更

新。 

在变量窗口中选中要监视的变量，通过右键菜单添加到监视窗口菜单项可将其添加到监视

窗口中。监视窗口的右键菜单提供了删除监视项的方法。 

点击监视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监视窗口。视图 > 监视窗口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监视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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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监视窗口 

6.4.7. 测试结果窗口 

测试结果窗口( )用于显示运行结束后测试测量值的信息。 

点击测试结果窗口右上方的 X 按钮隐藏测试结果窗口。 视图 > 测试文件 > 测试结果窗口

菜单项恢复显示隐藏的测试结果窗口。 

 

图 283 测试结果窗口 

6.5. 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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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概述 

  表达式是指常量、变量、操作符和函数构成的混合运算。如：Node.Variables.Y = 
Random()*100。利用表达式可进行数据运算，包括三角、指数、字符串、逻辑比较、统计

等各种常规运算。如果表达式的返回类型为布尔类型，还可将表达式作为条件判断的输入。  

表达式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用于节点的前置条件表达式。该表达式为逻辑表达式，如 Node.Variables.x==3，
返回结果为 True 或 False。根据返回结果决定节点是否执行。  

2. 用于节点的前置表达式、 后置表达式。该表达式可进行数据计算、赋值、绘图等各种

操作。如 Node.Variables.x=Sin(60)。  

3. 用于节点的运行状态表达式、该表达式为逻辑表达式，如 Node.Variables.x==3，
返回结果为 True 或 False。当返回值为真时节点状态为通过，否则为失败。  

4. 用于设置插件运行参数。这个参数既可以是数据计算，如 2+3( )，也可以是某个

TestCenter 变量( )。  

 

图 284 表达式示例 

1. 用于表达式插件( )。表达式插件可进行数据计算、赋值、绘图等各种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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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 表达式插件 

TestCenter 提供了表达式设计器，方便用户进行表达式设计。表达式设计器除在集成开发环

境中可用外，插件开发人员还可通过 API 函数调用表达式设计器。  

 

图 286 表达式设计器 

6.5.2. 表达式设计器 

6.5.2.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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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利用 TestCenter 进行设计时，表达式是一个常用和重要的工具。为方便用户设计表达

式，集成开发环境内置有表达式设计器，如下图所示。 表达式设计器一次可设计多条表达式，

表达式之间以分号(;)分隔。表达式设计器支持注释，注释以单引号(')开始，并以绿色文字显

示。  

 

图 287 表达式设计器全貌 

表达式设计器主要由变量/属性面板( )、 操作符/函数面板( )和 表达式编辑框( )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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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 表达式设计器组成 

变量/属性面板以树状形式列出工程中所有变量。选中变量后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可将变

量加入表达式中。在面板上有一个在表达式中使用全局唯一 ID 标识节点选择项，可控制是以 
ID 号引用节点（如：Node{"ID#:7DC91B0F0511119300BB"}.Variables.array2D），

还是以节点名称引用节点（如：Node{"//New 
Project/Node1/Node1/Node33/Node9"}.Properties.array2D）。推荐使用以 ID 号引用

节点，这样可保证在工程范围内节点引用的唯一性。  

操作符/函数面板列出了表达式中可用的操作符、函数和常量。选中操作符、函数或常量

后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可将它们加入表达式中。  

表达式编辑框用于表达式的编辑，具有语法高亮、智能感知和自动完成功能。 

6.5.2.2.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和某些插件中凡支持表达式的地方，均会在相关控件附近放

置一个 f(x)按钮( 、 )，点击该按钮即可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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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6.5.2.3. 插入变量 

1.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2. 选择变量/属性标签( )。  

3. 选择要插入的变量( )。  

4. 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 、 )。  

5. 所选变量插入到表达式编辑框中( )。  

 

图 290 使用表达式设计器插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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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4. 插入常量 

  常量是预先定义的具有名称和特定数值的符号。目前 TestCenter 提供以下几类常量： 

1. 数学和科学常量。  

2. 节点运行状态常量。  

3. 颜色常量。绘图函数使用。  

4. 字体样式常量。绘图函数使用。  

5. 数据点符号类型常量。绘图函数使用。  

6. 线型常量。绘图函数使用。  

7. 图例位置常量。绘图函数使用。  

插入常量步骤 

1.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2. 选择操作符/函数标签( )。  

3. 选择常数类别( )。  

4. 选择一个常数( )。  

5. 所选常数的提示信息显示在提示框中( )。  

6. 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 )。  

7. 所选常量插入到表达式编辑框中( )。  

 

图 291 使用表达式设计器插入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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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5. 插入节点运行状态 

1.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2. 选择变量/属性标签( )。  

3. 选择要插入的节点状态( )。  

4. 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 )。  

5. 所选节点状态插入到表达式编辑框中( )。  

6. 节点状态变量一般与节点运行状态常量配合使用，可按照插入常量描述的步骤插入节

点运行状态常量。  

 

图 292 使用表达式设计器插入节点运行状态 

6.5.2.6. 插入操作符 

1.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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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操作符/函数标签( )。  

3. 选择操作符类别( )。  

4. 选择一个操作符( )。  

5. 所选操作符的提示信息显示在提示框中( )。  

6. 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 )。  

7. 所选操作符插入到表达式编辑框中( )。  

 

图 293 使用表达式设计器插入操作符 

6.5.2.7. 插入函数 

1. 打开表达式设计器。  

2. 选择操作符/函数标签( )。  

3. 选择函数类别( )。  

4. 选择一个函数( )。  

5. 所选函数的提示信息显示在提示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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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替换或插入按钮( )。  

7. 所选函数插入到表达式编辑框中( )。  

 

图 294 使用表达式设计器插入函数 

6.5.3. 表达式插件 

6.5.3.1. 说明 

  表达式插件是 TestCenter标配插件( )，用于执行 TestCenter 表达式。使用表达式插件

用户可以对测试数据进行计算、统计、绘图等多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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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5 表达式插件 

下图为利用表达式插件产生随机数并绘制成图形的示例。 

 

图 296 使用表达式插件产生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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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2. 使用 

1.  在序列树上插入一个测试节点（参见添加节点）。  

2. 安装表达式插件到新加节点上（参见安装节点程序（插件））。  

3. 点击节点设置窗口的设置按钮( )。  

4. 编辑表达式对话框弹出。  

5. 在表达式文本框中输入表达式( )，或点击 f(x)按钮( )弹出表达式设计器设计表达

式。  

6. 表达式编辑完毕后，点击编辑表达式对话框的确定按钮。  

 

图 297 编辑表达式 

6.6. 基础练习 

6.6.1. 练习一：添加提示音节点 

 本练习详细描述如何为测试添加一个提示音节点。通过该练习您将学到： 

• 如何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 如何在节点上安装提示音插件  

• 如何修改提示音插件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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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Step 1：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 )。  

2. 选择节点标签( )。  

3. 在节点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  

4. 一个新节点出现在节点树上。将该节点重命名为提示音( )。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298 添加提示音测试节点 

Step 2：在测试节点安装提示音插件  

在节点上安装插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插件库拖放插件，第二种是在节点设置面板选择插

件，可参见安装节点程序（插件）。下面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安装提示音插件。  

1. 选择提示音节点( )。  

2. 点击节点设置标签( )。  

3. 点击插件选择按钮( )。  

4.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常用插件 > 提示音菜单项( )。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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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9 安装提示音插件 

Step 3：运行  

至此设计工作完成，现在我们来看看运行效果。 

1. 选中提示音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启动调试( )。  

2. 计算机内置喇叭将发出指定频率和持续时间的响声。  

 

图 300 运行提示音插件 

Step 4：修改提示音插件运行参数  

可以通过修改提示音插件的运行参数产生不同的声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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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中提示音节点( )。  

2. 选择节点设置标签( )。  

3. 点击设置按钮( )。  

4. 节点程序设置对话框弹出。  

5. 修改频率( )。  

6. 修改持续时间( )。  

7. 点击确定按钮。  

8. 按 Step 3 再次运行提示音节点。  

 

图 301 修改提示音插件运行参数 

6.6.2. 练习二：添加表达式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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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练习详细描述如何为测试添加一个表达式节点。通过该练习您将学到： 

• 如何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 如何在节点上安装表达式插件  

• 如何设计表达式  

步骤 

Step 1：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 )。  

2. 选择节点标签( )。  

3. 在节点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  

4. 一个新节点出现在节点树上。将该节点重命名为表达式( )。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02 添加表达式节点 

Step 2：在测试节点安装表达式插件  

在节点上安装插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插件库拖放插件，第二种是在节点设置面板选

择插件，可参见安装节点程序（插件）。下面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安装表达式插件。  

1. 选择表达式节点( )。  

2. 点击节点设置标签( )。  

3. 点击插件选择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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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常用插件 > 表达式菜单项( )。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03 安装表达式插件 

Step 3：设计表达式  

表达式插件要发挥作用还需要为它设计表达式。方法很简单，可以直接输入，也可以利用

表达式设计器辅助生成。  

1. 选中表达式节点( )。  

2. 选择节点设置标签( )。  

3. 点击设置按钮( )。  

4. 编辑表达式对话框弹出。  

5. 在编辑框中直接输入表达式( )，如：Node.Variables.var1 = Max(20,12,37);  

6. 也可点击 f(x)按钮( )，启动表达式编辑器辅助生成表达式。  

7. 点击确定按钮。  

8.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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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4 设计表达式 

6.6.3. 练习三：添加随机数节点 

本练习详细描述如何为测试添加一个随机数节点。通过该练习您将学到： 

• 如何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 如何为节点添加变量  

• 如何在节点上安装表达式插件  

• 如何在表达式中用 Random()函数生成随机数  

• 如何将随机数存储于节点变量中  

步骤 

Step 1：添加一个测试节点  

1. 在测试列表中选中一个测试( )。  

2. 选择节点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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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节点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插入( )。  

4. 一个新节点出现在节点树上。将该节点重命名为 GenRandom( )。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05 添加随机数节点 

Step 2：添加节点变量  

1. 选择上步添加的 GenRandom 测试节点( )。  

2. 选择变量标签( )。  

3. 变量来源选择节点( )。  

4. 在变量列表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 )。  

5. 添加/编辑变量对话框弹出。  

6. 在名称编辑框中输入变量名称。本练习输入 num( )。  

7. 在显示名编辑框中输入变量友好名称，该项为选填项。本练习输入随机数( )。  

8. 数据类型选择浮点( )。  

9. 点击确定按钮。  

10. 新添加的变量出现在变量列表中。  

11.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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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6 添加节点变量 

Step 3：在测试节点安装表达式插件  

在节点上安装插件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从插件库拖放插件，第二种是在节点设置面板选

择插件，可参见安装节点程序（插件）。下面我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安装表达式插件。  

1. 选择 GenRandom 节点( )。  

2. 点击节点设置标签( )。  

3. 点击插件选择按钮( )。  

4.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常用插件 > 表达式菜单项( )。  

5.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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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7 安装表达式插件 

Step 4：设计表达式(产生随机数并存储于变量)  

我们设计一个表达式，用 TestCenter 的 Random 函数产生随机数，并将它存储到 Step 2 添加的

节点变量中。  

1. 选中 GenRandom 节点( )。  

2. 选择节点设置标签( )。  

3. 点击设置按钮( )。  

4. 编辑表达式对话框弹出。  

5. 在编辑框中直接输入表达式( )。本练习为 Node.Variables.num = Random()。  

6. 也可点击 f(x)按钮( )，启动表达式编辑器辅助生成表达式。  

7. 点击确定按钮。  

8.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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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8 设计表达式完成随机数功能 

Step 5：运行  

至此设计工作完成，现在我们来看看运行效果。 

1. 选中 GenRandom 节点，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启动调试( )。  

2. 选择变量标签( )，观察 num 变量的值( )。  

 

图 309 运行随机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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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准数据 

7.1. 校准数据概述 

自动测试系统由于开关、接插件、电缆等部件的存在，不可避免对信号，尤其是功率信号

造成衰减。为此 有必要对信号，尤其是功率信号进行校准。由于功率衰减与信号频率关系密切，

因此校准数据描述了 通道、频率、功率误差三者之间关系。  

校准数据存储于 XML 格式的校准数据文件中，文件扩展名为.tccal。  

校准数据文件中存储的校准数据，频率单位约定为 MHz，功率误差单位约定为 dBm。  

下图为校准数据的一个示例。包含了通道 1 的 5MHz、6MHz 两个校准数据，以及通道 2
的 1.1MHz~1.3MHz 的 3 个校准数据。 

 

图 310 校准数据 

校准数据用于对校准数据文件进行管理( )。 校准数据编辑器用于对校准数据进行编辑

( )。  

 

图 311 校准数据及校准数据编辑器 

7.2. 校准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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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新建校准数据文件 

校准数据存储于 XML 格式的校准数据文件中，文件扩展名为.tccal。用户既可新建一个资

源配置文件，也可添加已存在的校准数据文件。  

请按以下步骤新建校准数据文件。 

1. 在校准数据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新建( )。  

2. 新建校准数据文件对话框弹出。  

3. 在名称编辑框中输入文件名( )，如 cd。不用输入扩展名，系统自动采用.tccal 作为

文件扩展名。  

4. 点击创建按钮。  

5. 新创建的校准数据文件出现在校准数据节点下( )。  

6. 校准数据编辑器自动打开( )。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12 新建校准数据文件 

7.2.2. 添加已存在校准数据文件 

除了新建校准数据文件外，用户还可添加一个已经存在的校准数据文件。  

1. 在校准数据节点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现有项( )。  

2. 文件打开对话框弹出，选择一个校准数据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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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添加已有校准数据文件 

7.2.3. 重命名校准数据文件 

1.  选择要重命名的校准数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或按 F2 键。  

3. 校准数据文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文件名后按回车键。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14 重命名校准数据文件 

7.2.4. 删除校准数据文件 

1. 选择要删除的校准数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或按 Del 键。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注：该操作将从硬盘删除校准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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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移除校准数据文件 

1. 选择要移除的资源配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从项目中移除。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移除操作，点击否放弃移除操作。 

4.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注：该操作仅从工程中移除校准数据文件，并不会从硬盘删除校准数据文件！ 

7.3. 打开校准数据编辑器 

1.  选择要编辑的校准数据文件。  

2. 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或双击鼠标。  

3. 校准数据编辑器在主窗口中打开( )。  

 

图 315 打开校准数据编辑器 

7.4. 刷新通道 

校准数据编辑器按通道对校准数据进行查看和编辑。通道信息来源于通道模型。当用户对

通道模型修改后（如添加通道、删除通道、重命名通道等），可通过刷新通道功能使校准数据

编辑器使用最新的通道模型数据。  

7.4.1. 刷新步骤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2. 点击工具栏刷新通道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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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 

3. 在通道树右键菜单中选择刷新通道( )。  

 

图 316 刷新通道 

7.5. 查看校准数据 

7.5.1. 以曲线方式查看校准数据 

有两种查看校准数据的方式：曲线方式和列表方式。以曲线方式查看步骤如下。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2. 选择要查看的通道( )。  

3. 选择曲线显示标签( )。  

曲线显示窗口的右键菜单( )提供了放大/缩小、轨迹显示控制、打印、保存为图片等功能。  

 

图 317 以曲线方式查看校准数据 

7.5.2. 以列表方式查看校准数据 

有两种查看校准数据的方式：曲线方式和列表方式。以列表方式查看步骤如下。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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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查看的通道( )。  

3. 选择列表显示标签( )。  

列表显示窗口的右键菜单( )提供了编辑校准数据的快捷方式。  

 

图 318 以列表方式查看校准数据 

7.6. 编辑校准数据 

7.6.1. 添加校准数据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2. 选择要编辑校准数据的通道( )。  

3. 在曲线显示窗口或列表显示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校准数据( )。  

- 或 - 

4. 在工具栏点击添加校准数据按钮( )。  

5. 添加校准数据对话框弹出。  

6. 在频率编辑框输入频率值（单位 MHz）( )。  

7. 在插损编辑框输入功率损耗值（单位 dBm）( )。  

8.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添加校准数据对话框。  

9.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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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添加校准数据 

7.6.2. 删除校准数据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2. 选择要编辑校准数据的通道( )。  

3. 在曲线显示窗口或列表显示窗口选中要删除的校准数据，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校准

数据( )。  

- 或 - 

4. 在工具栏点击删除校准数据按钮( )。  

5.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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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删除校准数据 

7.6.3. 修改校准数据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2. 选择要编辑校准数据的通道( )。  

3. 在曲线显示窗口或列表显示窗口选中要修改的校准数据，在其右键菜单选择修改校准

数据( )。  

- 或 - 

4. 在工具栏点击修改校准数据按钮( )。  

5. 修改校准数据对话框弹出。  

6. 在插损编辑框输入新的插损值( )。  

7.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修改校准数据对话框。  

8.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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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修改校准数据 

7.6.4. 清空校准数据 

1. 打开通道数据编辑器。 

2. 选择要编辑校准数据的通道( )。  

3. 在曲线显示窗口或列表显示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清空校准数据( )。  

- 或 - 

4. 在工具栏点击清空校准数据按钮( )。  

5.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清空操作，点击否取消清空操作。  

6.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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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清空校准数据 

8. 映射设置 

8.1. 校准测试映射 

  校准测试映射是对测试通道和校准程序直接建立的一个映射关系，如下图所示。校准测试

执行器在执行通道的校准测试时将利用该映射关系找到测试项对应的测试通道并执行。  

 

图 323 校准测试映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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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校准测试映射编辑器 

校准测试映射编辑器利用通道信息和校准程序信息设计通道和校准程序之间的映射关系。

该映射关系将被校准程序执行器使用，用于执行校准程序。 

打开校准测试映射编辑器 

1. 双击校准测试映射节点或在其右键菜单选择编辑( )。  

2. 校准测试映射编辑器弹出( )。  

 

图 324 校准测试映射编辑器 

8.1.2. 设置映射 

1. 打开校准测试映射编辑器。双击需要映射的通道或者右键菜单选择设置映射( )。  

2. 校准测试映射的对话框弹出。  

3. 需要映射的通道被显示在校准通道( 编辑框中，不可修改。  

4. 在测试文件下拉框选择校准程序文件( )。  

5. 在测试下拉框选择校准程序中的某个测试( )。  

6. 点击确定按钮。  

7.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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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设置映射 

8.1.3. 取消映射 

1. 打开测试映射编辑器。 

2. 右键菜单选择取消映射( )。当前的映射会被取消。  

3. 选择文件 > 保存菜单项，保存所做修改。  

 

图 326 取消映射 

9. 程序发布 

在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完成开发后，您可以 通过 TCInstaller 软件进行测试程序发

布。该软件将把 TestCenter 引擎、您开发的工程文件、序列文件及其它您指定的文件打包成

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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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工具 > 测试程序发布菜单项，根据向导提示可轻松完成测试程序

发布工作。 

您也可以通过 Windows 开始菜单 > 程序 > TestCenter > TCInstaller 手动启动安

装程序制作工具。 

10.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用于对序列编辑器和序列执行器的可配置项进行设置。 

10.1. 打开系统设置面板 

• 在集成开发环境中选择设置 > 系统设置菜单项。 

10.2. 序列编辑器设置 

1. 打开系统设置面板。 

2. 选择序列编辑器设置标签( )。  

3. 根据需要输入或选择插件库配置文件( )、重用库配置文件( )。  

4. 点击确定按钮。  

 

图 327 序列编辑器设置 

10.3. 序列执行器设置 

1. 打开系统设置面板。 

2. 选择序列执行器设置标签( )。  

3. 在主标题编辑框中输入窗口主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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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要在序列执行器窗口标题中包含工程文件名称请勾选显示测试工程文件名称( )。  

5. 在子标题编辑框中输入窗口子标题( )。  

6. 在预览框中可看到序列执行器窗口标题内容( )。  

7. 根据需要选择或输入序列执行器闪屏图片( )。  

8. 点击确定按钮。  

 

图 328 序列执行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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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测试执行环境 

1. 测试程序执行器 

  测试执行器是一个独立的应用程序，用于运行测试和测试序列。 测试文件编辑器用于编辑

测试；测试序列文件编辑器用于编辑测试序列。  

测试执行器可从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启动，也可从 Windows 开始菜单启动。 

下图为测试执行器的主界面。 

 

图 329 测试执行器主界面 

2. 启动 

有两种方式启动测试执行器，一种是从集成开发环境启动，一种是从开始菜单启动。 

2.1. 从集成开发环境启动测试执行器 

1. 在集成开发环境选择工具 > 测试程序执行菜单项( )。  

a. 测试执行器启动。  

b. 选择测试执行器的文件 > 打开工程菜单项，选择一个 TestCenter 工程文件

(.tcproj)。  

c. 测试执行器装载所选工程的测试文件。  

d. 点击执行按钮执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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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0 从集成开发环境启动 

2.2.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启动测试序列执行器 

1. 选择开始 > 程序 > TestCenter > 测试程序执行器。  

2. 测试执行器启动。  

3. 登录窗口弹出。选择用户，输入密码，点击确定按钮登录。  

4. 选择测试执行器的文件 > 打开工程菜单项，选择一个 TestCenter 工程文件(.tcproj)。  

5. 测试执行器装载所选工程文件中的测试。  

6. 点击执行按钮执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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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仪器控制 

1. 概述 

仪器控制是指利用与仪器控制相关的插件控制仪器产生激励信号或测量 UUT 响应。 

TestCenter 提供了三种仪器控制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 331 仪器控制方法概览 

这三种仪器控制方法是：  

• 使用驱动调用插件控制仪器  

• 使用仪器控制插件控制仪器  

• 使用程控命令插件控制仪器  

TestCenter 内置的仪器控制插件位于插件库的仪器控制插件分组中，如下图所示。同时用户

也可依据二次开发手册自行开发仪器控制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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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仪器控制插件 

2. 驱动调用插件 

驱动调用插件通过直接调用驱动程序控制仪器。该插件能够解析用户指定的驱动程序，列

出驱动程序中的函数，并为函数指定参数。 

下图为驱动调用插件的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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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驱动调用插件 

3. 程控命令插件 

程控命令插件通过程控命令进行仪器控制。  

程控命令插件为用户提供了程控命令设计环境，可一次编写多条程控命令。同时该插件还

内置有 SCPI 命令编辑器，将常用的 SCPI 命令以树状形式分门别类显示，供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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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程控命令插件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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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SCPI 命令编辑器 

4. 仪器控制插件 

4.1. IVI 类仪器插件 

  IVI 类仪器插件位于插件库 - 仪器控制插件分组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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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IVI 类仪器插件 

IVI 类仪器插件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IVI 仪器插件通过调用符合 IVI 规范的驱动程序实现

对仪器的控制。  

 

图 337 IVI 仪器插件工作原理图 

目前 TestCenter 提供了 9 大类 IVI 仪器插件，它们支持的 IVI 接口如下表所示：  

插件名称 支持的 IVI 接口 

开关插件 IVI-C、IVI-COM 

万用表插件 IVI-C 

功率计插件 IVI-C 

频率计插件 IVI-C 

程控电源插件 IVI-C、IVI-COM 

信号发生器插件 IVI-C、IVI-COM 

函数发生器插件 IVI-C 

数字示波器插件 IVI-C、IV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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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分析仪插件 IVI-C、IVI-COM 

IVI 仪器插件为用户提供软面板式配置界面，方便用户设置仪器参数。下图为数字万用表插

件设置界面。  

 

图 338 数字万用表插件设置页面 

4.2. 专用仪器插件 

专用仪器插件位于插件库 - 专用仪器分组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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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9 专用仪器插件 

专用仪器插件工作原理如下图所示。专用仪器插件通过调用仪器的驱动程序实现对仪器的控

制。  

 

图 340 专用仪器插件的工作原理 

专用仪器插件为用户提供软面板式配置界面，方便用户设置仪器参数。下图为 TestCenter
标配的 AV2441 峰值功率计插件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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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功率计插件设置页面 

4.3. IVI 工具插件 

  IVI 工具插件集成了仪器控制的共性操作，包括仪器初始化/关闭/复位、恢复/保存仪器

状态、获取/设置/检查属性。  

仪器初始化是指与仪器建立会话，得到会话句柄。后续的仪器操作通过该会话句柄与仪器

进行通信。  

仪器控制是指利用仪器初始化时得到的会话句柄与仪器进行通信，从而完成仪器配置、信

号发生或信号测量等任务。  

仪器关闭是指释放仪器初始化时占用的资源，包括仪器会话句柄。  

恢复仪器状态是将仪器状态恢复指定状态。某些仪器具备存储仪器状态功能，如矢网。利

用该功能可对仪器进行快速设置。  

保存仪器状态是将仪器当前状态保存下来。某些仪器具备存储仪器状态功能，如矢网。  

获取/设置/检查属性是利用 IVI 规范的

GetAttributeViInt32/SetAttributeViInt32/CheckAttributeViInt32 等函数操作仪器。 

5. 管理测试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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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系统资源是指测试系统测试过程中使用的资源，包括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硬件资源

包括仪器型号、程控地址等信息，软件资源包括仪器驱动程序、驱动程序类型等信息。  

集成开发环境提供了资源配置编辑器对测试资源进行编辑。  

使用资源配置编辑器可以添加硬件、 添加软件、 添加逻辑资源，及其它与资源有关的编

辑工作。  

6. 创建仪器控制序列 

仪器控制序列是指含有对仪器进行控制的序列。一般由仪器初始化( )、仪器控制( )和

仪器关闭( )三部分组成。 

 

图 342 仪器控制序列 

仪器初始化是指与仪器建立会话，得到会话句柄。后续的仪器操作通过该句柄与仪器进行

通信。  

仪器控制是指利用仪器初始化时得到的会话句柄与仪器进行通信，从而完成仪器配置、信

号发生或信号测量等任务。  

仪器关闭是指释放仪器初始化时占用的资源，包括仪器会话句柄。  

仪器初始化和仪器关闭使用 TestCenter 提供的 IVI 工具插件来完成。  

仪器控制则由仪器控制插件来完成，如 TestCenter 提供的 IVI 八大类仪器插件或用户自

己开发的仪器控制插件。  

7. 为仪器插件指定逻辑资源 

仪器插件（含 IVI 工具插件）通过逻辑资源来间接关联所使用的仪器( )。 逻辑资源由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中的资源配置编辑器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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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 为仪器插件指定逻辑资源 

8. 仪器控制插件开发 

TestCenter 支持仪器插件的二次开发。TestCenter 为仪器插件的二次开发提供了

《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C#）》和 Visual Studio.Net 环境下的仪器控制插件模板，

目前支持 Visual Studio.Net 2010。  

《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C#）》位于 TestCenter 安装目录的 Help 目录下，指

导用户如何用 C#进行 TestCenter 插件开发，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描述如何进行仪器插件开

发。  

仪器控制插件模板随 TestCenter 一起安装，安装后在将出现在 Visual Studio 新建项目

面板中，如图 1 所示。仪器控制插件模板将生成插件的完整代码框架。  

 

图 344 仪器插件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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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数据存储 

1. 结构化查询语言（SQL） 

1.1. SQL 子句（SQL Clauses） 

表 3  SQL 子句 

语法 可用于 描述 示例 

FROM table_name 
[options] [table alias] 

SELECT 
DELETE 
UPDATE 

指定 SELECT、DELETE、
UPDATE 语句操作的表名。

对于基于文件的数据库，表

名可为全路径文件名。 

SELECT * 
FROM 
testresult; 

WHERE 
<search_condition> 

SELECT 
DELETE 
UPDATE 

指定 FROM 子句中列出的表

中的哪些记录受 SELECT、
UPDATE 或 DELETE 语句

的影响。 

SELECT * 
FROM 
testresult 
WHERE voltage 
< 5.0 and 
voltage > 2.0 

GROUP BY groupfieldlist SELECT 将指定的字段列表中具有相

同值的记录组合成一个记

录。 

SELECT * 
FROM 
testresult 
GROUP BY 
uutID 

HAVING <search 
condition> 

SELECT 
used with 
GROUP 
BY 

用于在包含 GROUP BY 子
句的 SELECT 语句中指定显

示哪些分组记录。在 
GROUP BY 对记录进行组合

之后，HAVING 将显示由满

足 HAVING 子句条件的 
GROUP BY 子句进行分组的

任何记录。 

SELECT * 
FROM 
testresult 
GROUP BY 
uutID HAVING 
voltage < 5.0 

ORDER BY field1 [ASC | 
DESC ][, field2 [ASC | 
DESC ]][, ...]] 

SELECT 根据一个或多个指定字段对

查询生成的记录进行升序或

降序排序。 

SELECT * 
FROM 
testresult 
ORDER BY 
testtime; 

1.2. SQL 命令（SQL Command） 

表 4  SQL 命令 

命令 语法 描述 示例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table 
name (column def, 
column def,...) 

创建新表。 CREATE TABLE testresult 
(uut_name char(10) NOT 
NULL, measurement 
NUMBER (10,2)); 

DELETE DELETE [from] table 
name [WHERE clause] 

用于创建删除查

询，该查询从满足 
WHERE 子句的 
FROM 子句中列出

DELETE testresult WHERE 
uut_name == "Pa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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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或多个表中

删除记录。 

DROP 
TABLE 

DROP [TABLE] 
table_name 

用于从数据库中删

除表。 
DROP TABLE testresult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table_name [options] 
[(col_name, 
col_name,...)] VALUES 
(expr, expr...) 

将一个或多个记录

添加到表中。 
INSERT INTO testresult 
(uut_name, 
measurement) VALUES 
("PartA", 3.2) 

SELECT SELECT [DISTINCT] 
{* | col_expr, 
col_expr...} 
FROM {from clause} 
[WHERE...] 
[GROUP BY...] 
[HAVING...] 
[ORDER BY...] 

以一组记录的形式

从数据库返回信

息。 

SELECT uut_name, 
measurement FROM 
testresult WHERE 
measurement < 5.0 
ORDER BY uut_name 
DESC 

UPDATE UPDATE table 
SET newvalue 
[WHERE...] 

用于创建更新查

询，此查询基于指

定的条件更改指定

表中的字段的值。 

UPDATE testresult SET 
measurement = 9 
WHERE uut_name == 
"PartA" 

2. 测试数据管理 

测试数据管理是指用来管理 TestCenter 测试系统中需要使用的测试数据，目前仅支持使

用微软的 Access 存储的关系型数据库。数据管理器是测试数据的管理工具，如图 1 所示。 

使用菜单文件 --- 打开可以打开后缀为.mdb 的关系型数据库，打开并提取 Access 数据

库文件中的数据，点击查询，数据以列表的方式显示给用户。 

 

图 345 数据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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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通道校准 

1. 通道校准概述 

自动测试系统（ATS）一般由三部分组成：测试仪器、被测件（UUT）和测试通道。 

测试仪器是指自动测试系统中的硬件资源，如信号源、频谱仪等。这些仪器在计算机的控

制下给 UUT 施加激励，或读取 UUT 的响应。 

被测件（UUT）是指被测量的对象，如电路板、模块等。 

测试通道是指测试仪器和被测件之间的连接链路。测试通道上一般包含测试接口适配器、

开关网络、测试电缆等多种类型的部件。这些部件对信号都有一定程度的衰减。因此测试通道

是整个测试系统误差的主要来源。  

上文提到自动测试系统由测试仪器和测试通道两大部分组成，对测试仪器本身的校准称为

仪器计量，对测试通道的校准称为通道校准。通道校准是指对测试通道（包括激励通道、测量

通道）的链路衰减进行测量，记录校准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对激励数据或测量数据进行补偿，

从而保准自动测试系统中测试通道的准确性。  

总的来说通道校准包括四部分工作： 

1. 通道建模 

2. 新建校准数据文件或添加已有校准数据文件 

3. 通道衰减测量 

4. 数据补偿 

为方便用户进行这两方面的工作 TestCenter 提供了 两个插件：校准数据记录插件和校准

数据读取插件。  

校准数据记录插件用于将通道衰减数据记录到校准数据文件中。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用于从校准数据文件中读取指定频段的校准数据。 

同时 TestCenter 还提供了校准数据编辑器方便用户观察和编辑通道校准数据。 

2. 校准数据记录插件 

校准数据记录插件用于将校准数据（补偿数据）写入到校准数据文件中。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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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6 校准数据记录插件 

2.1. 设置项说明 

• 通道名称( )：选择要写入的校准数据（补偿数据）所属的通道。可选通道来源于通

道模型。  

• 数据类型( )：用于指定是写入一个数据还是一组数据。可选项 为单点、多点（数

组）。  

o 单点：频率值表达式和误差值表达式均应是一个返回类型为数值类型的表达式。 

o 多点（数组）：频率值表达式和误差值表达式均应指向一个一维数组变量。 

• 频率值 ( )：用于指定要写入的频率数据。频率单位约定为 Hz。该表达式 类型应与

写入数据类型的设置一致。若写入数据类型为单点则该表达式应为一个数值 类型表达

式；若写入数据类型为多点（数组）则该表达式应为一个一维数组类型表达式。  

• 误差值 ( )：用于指定频率对应的功率误差数据。功率单位约定为 dBm。该表达式 
类型应与写入数据类型的设置一致。若写入数据类型为单点则该表达式应为一个数值 
类型表达式；若写入数据类型为多点（数组）则该表达式应为一个一维数组类型表达

式。  

3.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用于从校准数据文件中读取指定通道、指定频率的校准数据（补偿数

据），并将读到的数据存储于变量中。该变量可被其它测试程序（插件）读取，用于进行数据

补偿。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的参数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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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7 校准数据读取插件 

3.1. 设置项说明 

1. 校准通道( )：选择要读取的校准数据（补偿数据）所属的通道。可选通道来源于通

道模型。  

2. 数据类型( )：用于指定是读取一个数据还是一组数据。可选项为单点、多点（数

组）。  

o 单点：频率值表达式应是一个返回类型为数值类型的表达式。 

o 多点（数组）：频率值表达式应指向一个一维数组变量。 

3. 频率值( )：用于指定要读取的校准数据的频率。频率单位约定为 Hz。该表达式 类
型应与读取数据类型的设置一致。若读取数据类型为单点则该表达式应为一个数值 类
型表达式；若读取数据类型为多点（数组）则该表达式应为一个一维数组类型表达式。  

读取到的校准数据（补偿数据）存储在插件所在节点的 Result.ErrorData 变量中。

Result.ErrorData 会 依据读取数据类型的设置自动调整为数值类型还是一维数组类型。  

如果读取数据类型为单点则 Result.ErrorData 变量如下图所示。  

 

图 348 单点结果表示 

如果读取数据类型为多点则 Result.ErrorData 变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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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9 多点结果表示 

4. 通道校准示例 

下面通过一个示例来演示如何使用校准数据记录插件和校准数据读取插件进行系统校准。 

该示例演示了如何生成校准数据，如何通过校准数据来补偿测试通道对功率测量的影响。 

本示例工程位于: TestCenter://Samples/Calibration/ChannelCal/通道校

准.tcproj。 

本章目录： 

• 说明 

• 校准数据测量思路 

• 步骤  

o 步骤一：通道建模  

o 步骤二：创建校准数据文件  

o 步骤三：设计校准数据测量序列  

o 步骤四：设计功率测量及补偿序列  

4.1. 说明 

图 350 是 UUT 与功率计连接示意图。UUT 和功率计通过测试通道连接。测试通道由适

配器、开关、电缆等连接装置构成。由于测试通道的存在，UUT 的输出信号到达功率计测量端

口时会衰减，且衰减值与信号频率相关。一般而言信号频率越高其衰减量越大。如果不对该衰

减进行校准势必导致测试结果不准确。为此我们需要得到一组数据以描述该测试通道对不同频

率信号的功率衰减值。这组数据即为校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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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UUT 与功率计连接示意图 

4.2. 校准数据测量思路 

为测量校准数据我们将测试通道在 UUT 的一端连接到信号源上，如下图所示。控制信号

源输出一个频率 f，功率为 0dBm 的信号，读取功率计的值，记为 p1，则(0-p1)即为此频率

对应的校准数据。改变信号源的输出频率，重复以上步骤即可到到不同频率点下的校准数据。  

 

图 351 UUT 改为信号源 

步骤 

• 步骤一：通道建模  

• 步骤二：创建校准数据文件  

• 步骤三：设计校准数据测量序列  

• 步骤四：设计功率测量及补偿序列  

4.2.1. 步骤一：通道建模 

1. 在集成开发环境中新建一个测试工程。 

2. 新建一个系统模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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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通道模型中添加一个测试通道，命名为 UUT--->功率计通道。 

4. 建模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352 通道建模 

4.2.2. 步骤二：创建校准数据文件 

1. 新建一个校准数据文件，用于存储本系统使用的校准数据。 

2. 新创建的校准数据文件将自动包含“步骤一：通道建模”所创建的通道。 

3. 设计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353 创建校准数据文件 

4.2.3. 步骤三：设计校准数据测量序列 

1. 新建一个测试序列文件，文件命名为校准数据测量.tcseq。 

2. 为校准数据测量.tcseq 添加一个测试，测试命名为通道 X 功率校准数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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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两步设计效果如下图所示。 

 

图 354 设计校准数据测量测试节点 

4. 设计通道 X 功率校准数据测量测试的序列，结构如( )所示。  

 

图 355 设计通道 X 功率校准数据测量测试的序列 

i. 频率循环节点( )设置一个 10 次 循环(参见节点循环属性)。 因为我们将进

行 1MHz 到 10MHz 共 10 个频率点的测量。在该节点上创建三个浮点类型的

变量(参见添加变量)，分别为：freq、power_error、power_read。 freq
代表信号源输出的频率值、power_error 代表通道功率误差、

power_read 代表功率计测量值。如( )所示。  



TestCenter 用户手册 

302 

 

图 356 频率循环节点 

ii. 控制信号源产生信号节点( )控制信号源产生一个功率为 0dBm，频率为

nMHz 的信号，并将频率值记录在变量 freq 中。此例中使用一个表达式插件

模拟该功能。由于校准数据记录插件中频率参数单位为 Hz，因此该表达式将

频率转化为 Hz 单位存储在 freq 变量中。其表达式示意如下，其中

LoopNumIterations 为当前循环索引。  

 

图 357 设计表达式 

iii. 测量功率节点( )读取功率计的测量值，并记录在 变量 power_read 中。

此例使用一个表达式插件来模拟，利用 Random()函数产生一个 0..1 之间的

随机数，并用 0 减，以模拟信号衰减后的功率值。其表达式示意如下。  

 

图 358 设计表达式 

iv. 计算功率衰减节点( )利用公式“功率衰减=信号源输出功率-功率计读取功率”
计算 衰减值，并记录在变量 power_error 中。该功能用表达式插件完成，

其表达式示意如下。  

 

图 359 设计表达式 

v. 将衰减值写入校准文件节点( )利用校准数据记录插件，将通道在频率 n 对 
应的功率衰减数据写入校准数据文件中。其设置页面如下。其中频率值表达式

为：Node{"ID#:7DDC1F0F12232EE40095"}.Variables.freq。误差值

表达式为

Node{"ID#:7DDC1F0F12232EE40095"}.Variables.power_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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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0 将衰减值写入校准文件 

5. 至此通道 X 功率校准数据测量序列开发完毕。运行该序列，查看校准数据文件，内容

大致如下。  

        <?xml version="1.0"?> 

          <TCCalData> 

            <Channels> 

              <Channel name="UUT--->功率计通道"> 

                <Datas> 

                  <Data frequency="1" error="0.298478756238929" /> 

                  <Data frequency="2" error="0.813806327438823" /> 

                  <Data frequency="3" error="0.760706715174348" /> 

                  <Data frequency="4" error="0.587917811511046" /> 

                  <Data frequency="5" error="0.496996795524376" /> 

                  <Data frequency="6" error="0.41798436288628" /> 

                  <Data frequency="7" error="0.576522032067423" /> 

                  <Data frequency="8" error="0.373287521010864" /> 

                  <Data frequency="9" error="0.478769413884156" /> 

                  <Data frequency="10" error="0.356415464708775" /> 

                </Datas> 

              </Channel> 

            </Channels> 

          </TCCalData> 

4.2.4. 步骤四：设计功率测量及补偿序列 

1. 新建一个测试序列文件，文件命名为功率测量及补偿.tcseq。 

2. 为功率测量及补偿.tcseq 添加一个测试，测试命名为 UUT 功率参数测试。 

3. 以上两步设计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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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设计功率测量及补偿的测试步 

4. 设计 UUT 功率参数测试的序列，结构如( )所示。 

 

图 362 设计 UUT 功率参数测试序列 

i. 频率循环节点( )设置一个 10 次循环。 因为我们将进行 1MHz 到 10MHz 共

10 个频率点的功率测量。在该节点上创建两个浮点类型的变量，分别为：

freq、read_power。freq 代表被测信号的 频率、read_power 代表从功

率计读到的功率测量值。另外，创建两个数组类型 的变量，分别为：

power_array_before_cal、power_array_after_cal。 
power_array_before_cal 代表 补偿前读到的所有功率值，

power_array_after_cal 代表补偿后的所有功率值，数组个数为 10，类

型为浮点类型。如(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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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3 设计节点参数 

ii. 读取功率计节点( )首先记录信号的频率值到变量 freq 中。然后读取功率计 
的测量值，并记录在变量 read_power 中。最后将这个值放到

power_array_before_cal 数组中，每循环一次放一个。此例中使用一个

表达式插件模拟该功能。由于校准数据记录插件中频率参数单位为 Hz，因此

该表达式将频率转化为 Hz 单位存储在 freq 变量中。其表达式示意如下，其 
中 LoopNumIterations 为当前循环索引。  

 

图 364 设计表达式 

iii. 读取校准数据节点( )利用校准数据读取插件，从校准数据文件中读取指定 
通道、指定频率的误差值。将结果写入 Result.ErrorData 变量中。其设置

页面如下。其中频率值表达式 为：

Node{"ID#:7DDC1F0F12232EE40095"}.Variables.f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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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5 设计读取校准数据插件 

iv. 补偿节点( )利用公式“功率值=功率计读数+校准数据”计算补偿后的功率值，

并 将该功率值添加到数组变量 power_array_after_cal 中。该功能用表

达式插件完成，其表达式示意如下。其中 LoopNumIterations 为当前循环索

引。  

 

图 366 设计表达式 

5. 绘制补偿前后曲线节点( )利用表达式插件和 绘图函数，将频率循环节点的

power_array_before_cal 和 power_array_after_cal 数据用曲线的形式表

现出来， 表达式和曲线如下。  

 

图 367 利用表达式插件画图 

 

图 368 画出来的补偿数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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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二次开发 

1. 插件开发 

TestCenter 内置有大量插件，也支持用户进行插件的二次开发。TestCenter 为插件的

二次开发提供了《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C#）》和 Visual Studio.Net 2010 环境下

的插件模板。  

《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C#）》位于 TestCenter 安装目录的 Help 目录下，指

导用户如何用 C#进行 TestCenter 插件开发。  

插件模板随 TestCenter 一起安装，共有两个插件模板：一般插件模板和仪器控制插件模

板。安装后在将出现在 Visual Studio 新建项目面板中，如下图所示。插件模板将生成插件的

完整代码框架。  

 

图 369 插件模板 

2. 操作员界面开发 

内置操作员界面无法满足要求时可进行操作员界面开发。TestCenter 提供了 Visaul 
Studio.Net 环境下的操作员界面控件库、操作员界面开发模板和开发手册，帮助用户快速开

发操作员界面。  

TestCenter 实现了 Visaul Studio.Net 的数据绑定机制，可方便地将 TestCenter 变量

与第三方控件绑定，极大简化了操作员界面的开发工作。图 417 和图 418 是 TestCenter 开
发的操作员界面示例。  

TestCenter 为操作员界面的二次开发提供 了《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开发指南》和

Visual Studio.Net 2010 环境下的操作员界面模板。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开发指南》位于 TestCenter 安装目录的 Help 目录下，指导

用户如何用 C#进行操作员界面开发。  

操作员界面模板随 TestCenter 一起安装。安装后在将出现在 Visual Studio 新建项目面

板中，如图 419 所示。操作员界面模板将生成操作员界面的完整代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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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0 二次开发的操作员界面示例 
 

图 371 二次开发的操作员界面示例 

 

图 372 操作员界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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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工具 

1. 插件库编辑器 

1.1. 概述 

插件库编辑器用于新建、编辑插件库配置文件。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启动时会自动

装载默认的或指定的插件库配置文件。插件库配置文件的扩展名为.xml。  

您可以使用插件库管理器将您自开发的插件安装到插件库中。自定义插件可以使用

《TestCenter 插件开发指南》和插件开发模板来开发。有关插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插件概述。  

图 373 为插件库编辑器主界面。 

 

图 373 插件库编辑器主界面 

1.2. 启动插件库编辑器 

用户可从 Windows 开始菜单启动插件库编辑器。  

1. 选择开始 > 程序 > TestCenter > 插件库编辑器。 

2. 插件库编辑器启动。 

1.3. 插件库配置文件 

1.3.1. 新建插件库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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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打开一个已有的插件库配置文件，也可新建一个插件库配置文件。新建配置文件

步骤如下：  

• 选择文件 > 新建菜单项。 

或 

• 点击工具栏上的新建按钮。 

1.3.2. 打开插件库配置文件 

用户可以打开一个已有的插件库配置文件，也可新建一个插件库配置文件。打开配置文件

步骤如下：  

1. 选择文件 > 打开...菜单项，或在工具栏上点击打开按钮。 

2. 文件打开对话框弹出。 

3. 选择一个插件库文件，点击打开按钮。 

1.4. 插件组 

1.4.1. 添加插件组 

用户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插件组。添加插件组步骤如下：  

1. 选择编辑 > 添加插件组...菜单项，或在插件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插件组...( )。 

2. 插件组属性对话框弹出。 

3. 在插件组名称对话框中输入插件组名称( )。 

4. 点击确定按钮。 

 

图 374 添加插件组 

1.4.2. 添加子插件组 

为方便插件的组织，插件组还可包含子插件组。添加子插件组步骤如下：  

1. 在插件窗口中选择一个插件组。 

2. 选择编辑 > 添加子插件组...菜单项，或在插件窗口的右键菜单选择添加子插件组...。 

3. 插件组属性对话框弹出。 

4. 在插件组名称对话框中输入插件组名称。 

5.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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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删除插件组 

此操作将删除插件组及其下所有插件。步骤如下：  

1. 在插件窗口中选择一个插件组。 

2. 选择编辑 > 删除菜单项，或在所选插件组的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3.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删除插件组，点击否放弃删除操作。 

1.4.4. 重命名插件组 

插件组的名称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步骤如下：  

1. 在插件窗口中选择一个插件组。 

2. 选择编辑 > 重命名菜单项，或在所选插件组的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3. 所选插件组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称后按回车键接受修改，或按 ESC 键取消修

改。 

1.5. 插件 

1.5.1. 添加插件 

用户可在插件组下添加一个或多个插件。添加插件步骤如下：  

1. 选择一个插件组，在其右键菜单选择添加插件...( )。 

2. 插件属性对话框弹出。 

3. 在插件名称编辑框中输入插件名称( )。 

4. 安装区域选择测试区( )。服务区为保留设计，暂不需设置。 

5. 在 ProgID 编辑框中输入插件的 ProgID( )。 

6. 设置插件各种运行状态使用的图标( )，大小为 16x16 像素，可使用 TestCenter 协
议路径。若不设置图标，TestCenter 将使用系统默认图标。 

7. 如果需要可用插件列表的右键菜单( )增加变量，这些变量将在插件安装时自动创建。 

8. 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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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5 添加插件 

1.5.2. 删除插件 

用户可删除插件库中已有的插件，步骤如下：  

1. 选择要删除的插件，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删除( )。 

2. 确认对话框弹出，点击是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否取消删除操作。 

 

图 376 删除插件 



插件库编辑器 

313 

1.5.3. 重命名插件 

用户可更改插件名称，步骤如下：  

1. 选择要重命名的插件，在其右键菜单选择重命名( )。 

2. 所选插件节点转入编辑状态，输入新名称后按回车键接收新名称，或按 ESC 键取消更

改。 

 

图 377 重命名插件 

1.5.4. 编辑插件属性 

插件包括名称、ProgID、状态图标等多个属性，编辑插件属性步骤如下：  

1. 选择要编辑属性的插件，在其右键菜单选择属性...( )。 

2. 插件属性对话框弹出，设置各项属性后点击确定按钮。插件属性的说明请参见添加插

件中的描述。 

 

图 378 编辑插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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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件注册器 

插件注册器专门负责新开发插件的注册和注销工作。如图 1 所示。 

您可以从“开始菜单 》程序 》TestCenter”中启动插件注册器，使用选择插件按钮， 在
打开对话框中选择您的新开发的插件文件*.dll，点击相关按钮注册或注销插件。 

 

图 379 插件注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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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脚本语言参考 

1. 脚本语言参考 

TestCenter 脚本插件支持 VBScript 和 Java Script 脚本语言。这两种语言的参考资料如下：  

• VBScript 语言参考 

• Java Script 语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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