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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员界面概述 

操作员界面是指自动测试系统终端用户使用的应用程序界面。其特点是简洁、清晰，一般用于执

行由 TestCenter 集成开发环境开发的针对特定应用的测试工程，并且不提供对测试工程的编辑功能。

以下是几个操作员界面的截图。 

 

图 1-1 操作员界面截图 1 

 

图 1-2 操作员界面截图 2 

操作员界面可以理解为一种自定义、个性化的测试执行方案，其外观与 TestCenter 测试执行器、

测试序列执行器、测试项执行器以及测试计划执行器具有明显的差别。下面两个图是“电池组测试”在

TestCenter 测试执行器中呈现的外观和为其设计的操作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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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测试执行器中的“电池组测试” 

 

图 1-4 “电池组测试”的操作员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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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TestCenter操作员界面工具箱到Visual Studio 

TestCenter 提供的 Visual Studio.Net 开发环境的操作员界面工具箱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开发操作员

界面。这些工具使得用户在开发过程中可以非常方便的与测试工程进行交互。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

工具箱既可以自动安装到 Visual Studio 中，也可手动添加。 

2.1. 自动安装 

如果在运行 TestCenter 安装程序之前，目标计算机已经存在 Visual Studio.Net 开发环境，

TestCenter 安装程序将自动添加操作员界面工具箱到 Visual Studio.Net 的工具箱中。 

2.2. 手工添加 

TestCenter 安装完毕后,可按如下步骤手工添加操作员界面工具箱。 

第一步:，在 Visual Studio.Net 的工具箱中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选项卡”

菜单项( 1 )，如图 2-1 所示。 

第二步，在新建的选项卡上输入选项卡的名称，如 TestCenter( 1 )，如图 2-2 所示。 

第三步，在新选项卡的空白区域点击鼠标右键。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选择项…”( 1 )，如图 2-3 所

示。 

第四步，在弹出的“选择工具箱项”对话框中点击“浏览…”按钮( 1 )，如图 2-4 所示。 

最 后 ， 在 弹 出 的 “ 打 开 ” 对 话 框 中 导 航 到 TestCenter 安 装 目 录 下 ， 选 择

TestCenter.DotNetControls.dll，随后按提示操作。 

1

 

图 2-1 Visual Studio.Net 的工具箱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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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输入新选项卡名称 

 

图 2-3 新选项卡右键菜单 

 

图 2-4 “选择工具箱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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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stCenter操作员界面工具箱简介 

TestCenter 提供的操作员界面工具箱如图 3-1 所示。 

 

图 3-1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 

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控件、测试序列之间的关系如图 3-2 所示。 

“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使用“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控件”和“第三方界面控件”进行界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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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控件分为五类：设计助手控件、管理控件、事件控件、数据源控件、可视

化控件，具体如表 3-1 所示。 

 

图 3-2 操作员界面体系结构 

表 3-1 TC UI 控件列表 

TC UI 控件 描述 

设计助手控件 

TCDesignTimeAssistant 设计时助手控件。该控件用于在设计时帮助开发人员指定设计用测

试工程文件（ .tcproj 文件），帮助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

TCDataSource 等控件可视化地选择工程中的测试文件或测试序列

文件并进行数据源和事件的绑定。 

管理控件 

TCApplicationManager 应用程序管理控件。负责 TestCenter 引擎创建、应用程序配置文件

读写、初始化或者关闭 TestCenter 引擎、用户的登录登出。一个

“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只能有一个该控件。 

TCExecutionManager 执行管理控件。负责打开测试工程文件、启动/停止/暂停/继续测试

或测试序列的运行。负责维护管理以下控件的实例：测试执行菜单

控 件 （ TCActionExecMainMenu ）、 测 试 执 行 工 具 栏 控 件

（ TCActionExecToolBar ）、 测 试 文 件 下 拉 框 显 示 控 件

（ TCActionFileComboBox ） 、 测 试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TCActionListView）、测试标签控件（TCActionTabControl）、测

试节点树视图控件（TCNodeTreeView）、测试结果显示视图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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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utcomesView）、输出视图控件（TCOutputView）、参数视

图控件（TCParametersView）、图形显示控件（TCPlotControl）、

报表视图控件（ TCReportView ）、测试序列执行菜单控件

（ TCSeqExecMainMenu ）、 测 试 序 列 执 行 工 具 栏 控 件

（ TCSeqExecToolBar ）、 测 试 序 列 文 件 下 拉 框 显 示 控 件

（ TCSequenceFileComboBox ）、 测 试 序 列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 TCSequenceListView ） 、 测 试 步 树 视 图 控 件

（ TCStepTreeView ） 、 测 试 项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 TCTestItemListView ） 、 测 试 计 划 树 视 图 控 件

（ TCTestPlanTreeView ） 、 测 量 值 视 图 控 件

（ TCTestResultsView ） 、 UUT 下 拉 框 显 示 控 件

（TCUUTComboBox）、变量视图控件（TCVariablesView）、监视

视 图 控 件 （ TCWatchView ）、 测 试 程 序 下 拉 框 显 示 控 件

（TCTestProgramComboBox）。同时该对象还提供工程打开和工

程关闭事件的处理入口。 

事件控件 

TCExecEventNotifier 事件通知控件。用于将 TestCenter 引擎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通知

给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这些事件包括：测试运行开始、测试运行

结束、节点运行开始、节点运行结束、执行开始、执行结束、工程

打开、工程关闭、变量动态值改变等。 

数据源控件 

TCDataSource 数据源控件。为操作员界面控件提供数据源，关联测试的变量和参

数以及测量值，实现控件对测试变量或者参数以及测量值的读、

写。 

可视化控件 

TCActionExecMainMenu 测试执行菜单控件。用于提供与测试执行相关的菜单项。 

TCActionExecToolBar 测试执行工具栏控件。用于提供与测试执行相关的工具项。 

TCActionFileComboBox 测试文件下拉框显示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测试文件。 

TCActionListView 测试列表视图控件。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文件中包含的测

试。 

TCActionTabControl 测试标签控件。以标签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文件中包含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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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NodeTreeView 测试节点树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的节点，并提供右键操作

菜单方便用户进行与节点运行相关的操作。 

TCOutcomesView 测试结果显示视图控件。用于测试执行后测试结果的显示，包括测

量值的显示。 

TCOutputView 输出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测试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输出信息。 

TCParametersView 测试参数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或测试序列的参数。 

TCPlotControl 图形控件。用于测试数据的图形化显示。 

TCReportView 报表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测试执行完后的报表。 

TCSeqExecMainMenu 测试序列执行菜单控件。用于提供与测试序列执行相关的菜单项。 

TCSeqExecToolBar 测试序列执行工具栏控件。用于提供与测试序列执行相关的工具

项。 

TCSequenceFileComboBox 测试序列文件下拉框显示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测试序列文

件。 

TCSequenceListView 测试序列列表视图控件。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序列文件中包

含的测试序列。 

TCStepTreeView 测试步树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序列所包含的测试步。 

TCTestItemListView 测试项列表视图控件。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指定 UUT 的测试项。 

TCTestPlanTreeView 测试计划树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工程中的测试计划树。 

TCTestResultsView 测试测量值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的测量值。 

TCUUTComboBox UUT 下拉框显示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系统模型中的 UUT。 

TCVariablesView 变量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位置的变量。 

TCWatchView 监视视图控件。用于显示用户设置的需要监视的对象。 

TCTestProgramComboBox 测试程序下拉框显示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各个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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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stCenter操作员界面工具箱组件说明 

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控件及其使用方法，下面我们逐一对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控件从功能、接口和使用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描述。 

4.1. TCDesignTimeAssistant 

4.1.1. 功能介绍 

用于指定设计时使用的测试工程文件（.tcproj 文件），以便可视化地选择测试中的变量、节点等

对象。 

4.1.2. 添加控件 

从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 TCDesignTimeAssistant 控件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面

板上。该控件是一个不可视控件，它将出现在面板下方的控件视图中，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将 TCDesignTimeAssistant 控件添加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中 

4.1.3. 属性设置 

该控件的属性设置页面如图 4-2 所示。 

首先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 1 )，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其次还需要设置

DesignTimeProjectFile 属性的值( 2 )，该属性指定了在设计时使用的工程文件，在需要选择节点、

变量等对象时该工程文件中的测试文件或测试序列文件会被加载，文件中的节点、变量等信息会以树

状形式呈现出来，方便用户选择。 



 
16 

 

图 4-2 TCDesignTimeAssistant 控件属性设置页面 

4.2. TCApplicationManager 

4.2.1. 功能介绍 

应用程序管理控件。负责 TestCenter 引擎创建、应用程序配置文件读写、初始化或者关闭

TestCenter 引擎、用户的登录登出等。 

请注意：一个“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只能有一个 TCApplicationManager 对象。 

4.2.2. 添加控件 

从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 TCApplicationManager 控件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面板

上。该控件是一个不可视控件，它将出现在面板下方的控件视图中，如图 4-3 所示。 

 

图 4-3 将 TCApplicationManager 控件添加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中 

4.2.3.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 1 )，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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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4-4 TCApplicationManager 控件的属性设置 

4.2.4. 相关代码 

一般在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主窗体的 Load 和 FormClosed 事件使用该控件。在 Load 事件中完

成该控件的初始化、闪屏的显示、登录窗口的显示、配置文件的读取等工作。在 FormClosed 事件中

使用该控件完成引擎相关资源的释放、配置文件的写入等工作。Load 事件中的代码示例如下： 

示例代码 1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 显示启动闪屏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ShowSplashScreen("");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关闭启动闪屏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loseSplashScreen(); 
// 显示登录窗口 
bool bLoginSuccessful = tcApplicationManager1.Login(); 
If (!bLoginSuccessful)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 

FormClosed 事件中的代码示例如下： 

示例代码 2 

private void MainForm_FormClosed(object sender, FormClosedEventArgs e) 
{ 

if (m_isChecked) 
    { 

// 释放资源 
this.tcExecutionManager1.Uninitialize(); 
// 释放资源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Uninitializ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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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接口描述 

表 4-1 TCApplicationManager 接口.属性 

序号 名称 类型 说明 
1  ApplicationRunPath string 获得或设置应用程序运行路径。 
2  TCInstallPath string 获得 TestCenter 安装路径。 

表 4-2 TCApplicationManager 接口.方法 

序号 名称 说明 
1  CheckVersion 检查 TestCenter 引擎版本。 
2  CloseSplashScreen 关闭闪屏。 
3  Initialize 初始化。 
4  Login 显示登录窗口。 
5  Logout 登出系统。 
6  ReadConfigFile 读取 TestCenter 配置文件。 
7  ShowSplashScreen 显示闪屏。 
8  TranslatePathToTCURL 将绝对路径翻译为 TestCenter 协议路径。 
9  TranslateTCURLToPath 将 TestCenter 协议路径翻译为绝对路径。 
10  Uninitialize 卸载。一般在应用程序关闭前调用。 
11  WriteConfigFile 保存 TestCenter 配置文件。 

4.2.5.1. 属性 

4.2.5.1.1. ApplicationRunPath 
说明 应用程序运行路径。 
类型 string 
读写性 读写属性（R/W）。 

4.2.5.1.2. TCInstallPath 
说明 TestCenter 安装路径。 
类型 string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2.5.2. 方法 

4.2.5.2.1. CheckVersion 
说明 检查 TestCenter 引擎版本。该方法必须在 Initialize 方法之前被调用。 
原型 bool CheckVersion() 
参数 无 
返回值 如果 TestCenter 引擎版本满足要求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示例代码 3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 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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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 

4.2.5.2.2. CloseSplashScreen 
说明 关闭闪屏。该方法必须在 Initialize 方法之前被调用。 
原型 void CloseSplashScreen()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2.5.2.3. Initialize 
说明 初始化。 
原型 void Initializ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备注 其对应的卸载方法为 Uninitialize。 

示例代码 4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4.2.5.2.4. Login 
说明 显示登录窗口。 
原型 bool Login() 
参数 无。 
返回值 登录成功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示例代码 5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显示登录窗口 
bool bLoginSuccessful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Login(); 
if (!bLoginSuccessful)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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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5. Logout 
说明 登出系统。 
原型 bool Logout() 
参数 无。 
返回值 登出成功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4.2.5.2.6. ShowSplashScreen 
说明 显示闪屏。该方法一般在程序初始化阶段被调用，如 Form 的 Load 事件中。 
原型 void ShowSplashScreen(string splashImageFilename) 
参数 splashImageFilename 

全路径闪屏图片文件名，可以是标准的 Windows 系统全路径文件名，如

“d:\work\splash.jpg”，也可以是 TestCenter 协议路径闪屏图片文件名，如

“TestCenter://images/splash.jpg”。如果传入空字符串则显示默认的闪屏。 
返回值 登出成功返回 true，否则返回 false。 

示例代码 6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显示启动闪屏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ShowSplashScreen("");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 

4.2.5.2.7. TranslatePathToTCURL 
说明 将绝对路径转换为 TestCenter 协议路径。 
原型 string TranslatePathToTCURL(string path) 
参数 绝对路径。 
返回值 TestCenter 协议路径。 

4.2.5.2.8. TranslateTCURLToPath 
说明 将 TestCenter 协议路径转换为绝对路径。 
原型 string TranslateTCURLToPath(string tcURL) 
参数 TestCenter协议路径。 

返回值 绝对路径。 

4.2.5.2.9. Uninitialize 
说明 卸载。一般在应用程序关闭前调用。 
原型 void Uninitializ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备注 其对应的初始化方法为 Initialize。 

 



 
21 

示例代码 7 

private void MainForm_FormClosed(object sender, FormClosedEventArgs e) 
{ 

if (m_isChecked) 
    { 

// 释放资源 
this.tcExecutionManager1.Uninitialize(); 
// 释放资源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Uninitialize(); 

    } 
} 

4.3. TCExecutionManager 

4.3.1. 功能介绍 

执行管理控件，负责打开测试工程文件、启动/停止/暂停/继续测试序列的运行。负责维护管理以

下控件的实例： 

1) 测试执行菜单控件（TCActionExecMainMenu） 

2) 测试执行工具栏控件（TCActionExecToolBar） 

3) 测试文件下拉框显示控件（TCActionFileComboBox） 

4) 测试列表视图控件（TCActionListView） 

5) 测试标签控件（TCActionTabControl） 

6) 测试节点树视图控件（TCNodeTreeView） 

7) 测试结果显示视图控件（TCOutcomesView） 

8) 输出视图控件（TCOutputView） 

9) 参数视图控件（TCParametersView） 

10) 图形显示控件（TCPlotControl） 

11) 报表视图控件（TCReportView） 

12) 测试序列执行菜单控件（TCSeqExecMainMenu） 

13) 测试序列执行工具栏控件（TCSeqExecToolBar） 

14) 测试序列文件下拉框显示控件（TCSequenceFileComboBox） 

15) 测试序列列表视图控件（TCSequenceListView）） 

16) 测试步树视图控件（TCStepTreeView） 

17) 测试项列表视图控件（TCTestItemListView） 

18) 测试计划树视图控件（TCTestPlanTreeView） 

19) 测量值视图控件（TCTestResultsView） 

20) UUT 下拉框显示控件（TCUUTComboBox） 

21) 变量视图控件（TCVariables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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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视视图控件（TCWatchView） 

23) 测试程序下拉框显示控件（TCTestProgramComboBox） 

4.3.2. 添加控件 

从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 TCExecutionManager 控件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面板

上。该控件是一个不可视控件，它将出现在面板下方的控件视图中，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将 TCExecutionManager 控件添加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中 

4.3.3. 属性设置 

打开该控件属性表单，如图 4-6 所示，设置以下属性： 

1) Name，该控件名称，可采用默认值( 1 )。 

2) ApplicationManager，将该属性设置为已添加到应用程序上的 TCApplicationManager 控件

的名称( 2 )。 

1

2

 

图 4-6 TCExecutionManager 控件的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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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接口描述 

表 4-3 TCExecutionManager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ionExecMainMenu TCActionExecMainMenu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执行菜单控

件对象。 

ActionExecToolBar TCActionExecToolBar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执行工具栏

控件对象。 

ActionFileComboBox TCActionFileComboBox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文件下拉框

显示控件对象。 

ActionListView TCActionList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列表视图控

件对象。 

ActionTabControl TCActionTabControl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标签控件对

象。 
ActiveAction IAction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对象。 
ActiveActionFile IActionFile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文件。 
ActiveNode INode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节点对象。 
ActiveProject Project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工程对象。 
ActiveSequence ISequence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对象。 

ActiveSequenceFile ISequenceFile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文件对

象。 
ActiveTestItem TestItem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项对象。 
ActiveTestPlan TestPlan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测试计划对象。 
ActiveUutCategory UutCategory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被测件对象。 
ApplicationManager TCApplicationManager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管理器对象。 
ExecWindow TCExecWindow 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执行窗口对象。 

NodeTreeView TCNodeTree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节点树视图

控件对象。 

OutcomesView TCOutcomesView 
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结果显示视图控件

对象。 

OutputView TCOutput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输出视图控件对

象。 

ParametersView TCParameters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参数视图控

件对象。 
PlotControl TCPlotControl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绘图控件对象。 
ReportConfig ITestExecReportConfig 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报表配置对象。 

ReportView TCReport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报表视图控件对

象。 

SeqExecMainMenu TCSeqExecMainMenu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序列执行菜

单控件对象。 

SeqExecToolBar TCSeqExecToolBar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序列执行工

具栏控件对象。 

SequenceFileComboBox TCSequenceFileComboBox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序列文件下

拉列表视图控件对象。 

StepTreeView TCStepTree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步视图控件

对象。 

TestItemListView TCTestItemList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项列表视图

控件对象。 

TestPlanTreeView TCTestPlanTree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计划树视图

控件对象。 
TestResultsView TCTestResults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量值视图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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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UUTComboBox TCUUTComboBox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 UUT 下拉列表

框控件对象。 

VariablesView TCVariables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变量视图控件对

象。 

WatchView TCWatchView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监视视图控件对

象。 

TestProgramComboBox TCTestProgramComboBox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程序下拉列

表框控件对象。 
方法 

CloseActionFile 关闭测试文件。 
CloseProject 关闭工程文件。 
CloseSequenceFile 关闭测试序列文件。 
Continue 继续先前使用 Pause 方法暂停的运行。 
GetActionFileObj 获取测试文件对象。 
GetSequenceFileObj 获取测试序列文件对象。 
Initialize 初始化。 
OpenActionFile 打开测试文件。 
OpenProject 打开工程文件。 
OpenProjectByDialog 通过对话框打开工程文件。 
OpenSequenceFile 打开测试序列文件。 

RequestPause 
请求暂停运行。可以使用该对象的 Continue 方法继

续暂停的运行。 
RequestStop 请求停止运行。 
RunActiveAction 运行当前活动的测试。 
RunActiveNode 从当前的活动节点开始运行。 
RunActiveSequence 运行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 
StartRunEntryPoints 运行所有在测试入口中的测试。 
StartRunActions 运行当前选中的所有测试。 
StartRunSequences 运行当前选中的所有测试序列。 
RunTestItemsOfActiveUUT 运行当前活动的 UUT 的测试项。 
RunTestPlansOfActiveUUT 运行当前活动的 UUT 的测试计划。 
SaveActiveActionFile 保存当前活动的测试文件。 
SaveActiveSequenceFile 保存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文件。 
ShowResourceManager 显示资源管理面板。 
Uninitialize 卸载。一般在应用程序关闭前调用。 

事件 
ActionFileClosed 测试文件关闭事件。 
ActionFileOpened 测试文件打开事件。 
ProjectClosed 工程关闭事件。 
ProjectOpened 工程打开事件。 
SequenceFileClosed 序列文件关闭事件。 
SequenceFileOpened 序列文件打开事件。 

4.3.4.1. 属性 

4.3.4.1.1. ActionExecMainMenu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执行菜单控件对象。 
类型 TCActionExecMainMenu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2. ActionExecTool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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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执行工具栏控件对象。 
类型 TCActionExecToolBar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3. ActionFileComboBox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文件下拉框显示控件对象。 
类型 TCActionFileComboBox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4. ActionList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列表控件对象。 
类型 TCActionList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5. ActionTabControl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标签控件对象。 
类型 TCActionTabContr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6. ActiveAction 
说明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对象。 
类型  IAction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7. ActiveActionFile 

说明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文件对象。 
类型 IActionFile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8. ActiveNode 
说明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节点对象。 
类型 INode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9. ActiveProject 
说明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工程对象。 
类型 Project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0. ActiveProject 
说明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工程对象。 
类型 Project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1. ActiveSequence 

说明 设置或返回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对象。 
类型 ISequence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2. ActiveSequenceFile 
说明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文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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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ISequenceFile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3. ActiveTestItem 
说明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测试项对象。 
类型 TestItem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4. ActiveTestPlan 
说明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测试计划对象。 
类型 TestPlan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5. ActiveUutCategory 

说明 设置或获得当前活动的被测件对象。 
类型 UUTDescription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16. ApplicationManager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管理器对象。该属性为保留属性，用户不要直接操作该属性。 
类型 TCApplicationManager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17. ExecWindow 
说明 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执行窗口对象。 
类型 TCExecWindow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3.4.1.18. NodeTree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节点树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NodeTree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19. OutcomesView 
 
说明 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结果显示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Outcomes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20. Output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输出视图控件对象。该控件显示测试程序输出的文本信息。 
类型 TCOutput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21. Parameters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参数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Parameters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22. PlotControl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绘图控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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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TCPlotContr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3.4.1.23. ReportConfig 
说明 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报表配置对象。 
类型 ITestExecReportConfig 
读写性 只读（R）。 

4.3.4.1.24. Report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报表视图控件（TCReportView）对象。该控件显示内置测

试报表。 
类型 TCReport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25. SeqExecMainMenu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序列执行菜单控件对象。 
类型 TCExecMainMenu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26. SeqExecToolBar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序列执行工具栏控件对象。 
类型 TCExecToolBar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27. SequenceFileComboBox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序列文件下拉列表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SequenceFileComboBox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28. StepTree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步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TestItemList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29. TestItemList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项列表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TestItemList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30. TestPlanTree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试计划树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TestPlanTree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31. TestResults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测量值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TestResults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32. UUTComboBox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 UUT 下拉列表框控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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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TCUUTComboBox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33. Variables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变量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Variables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1.34. WatchView 
说明 设置或获得应用程序中的监视视图控件对象。 
类型 TCWatchView 
读写性 可读/可写（RW）。 

4.3.4.2. 方法 

4.3.4.2.1. CloseActionFile 

说明 关闭测试文件。 
原型 bool CloseActionFile(IActionFile actionFileObj, bool promptSave) 
参数 actionFileObj 

需要关闭的测试文件对象。 
promptSave 
关闭测试文件前是否提示用户保存修改过的测试文件。true 提示，false 不提示。 

返回值 无。 

4.3.4.2.2. CloseProject 
说明 关闭工程。 
原型 bool CloseProject(bool promptSave) 
参数 promptSave 

关闭工程前是否提示用户保存修改过的工程文件。true 提示，false 不提示。 
返回值 无。 

4.3.4.2.3. CloseSequenceFile 
说明 关闭序列文件。 
原型 bool CloseSequenceFile(ISequenceFile seqFileObj，bool promptSave) 
参数 seqFileObj 

需要关闭的序列文件对象。 
PromptSave 
关闭序列文件前是否提示用户保存修改过的工程文件。true 提示，false 不提示。 

返回值 无。 

4.3.4.2.4. Continue 
说明 继续先前使用 Pause 方法暂停的运行。 
原型 void Continu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5. GetActionFileObj 
说明 获取测试文件对象. 
原型 public IActionFile GetActionFileObj(string actionFileName) 
参数 actionFileName 

全路径 TestCenter 测试文件名，可以是标准的 Windows 系统全路径文件名，如

“d:\work\test.tcact”，也可以是 TestCenter 协议路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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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Center://test.tcact”。 
返回值 测试文件对象。 

4.3.4.2.6. GetSequenceFileObj 
说明 获取测试序列文件对象. 
原型 TestCenter.Executive.ISequenceFile GetSequenceFileObj(string seqFileName) 
参数 seqFileName 

全路径 TestCenter 测试序列文件名，可以是标准的 Windows 系统全路径文件名，如

“d:\work\test.tcseq”，也可以是 TestCenter 协议路径文件名，

“TestCenter://test.tcseq”。 
返回值 序列文件对象。 

4.3.4.2.7. Initialize 
说明 初始化。 
原型 void Initializ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备注 其对应的卸载方法为 Uninitialize。 

示例代码 8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 

4.3.4.2.8. OpenActionFile 
说明 打开指定的测试文件。 
原型 IActionFile OpenActionFile(string actionFile) 
参数 actionFile 

全路径 TestCenter 测试文件名。可以是标准的 Windows 系统全路径文件名，如

“d:\work\test.tcactj”，也可以是 TestCenter 协议路径文件名，

“TestCenter://test.tcact”。 
返回值 测试文件对象。 

示例代码 9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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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 打开指定的Ì测试文件 
IActionFile actionFileObj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penActionFile("SimpleTemplate.tcact");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veActionFile = actionFileObj; 

} 

4.3.4.2.9. OpenProject 
说明 打开指定的 TestCenter 工程文件。 
原型 void OpenProject(string projectFile) 
参数 projectFile 

全路径 TestCenter 工程文件名。可以是标准的 Windows 系统全路径文件名，如“的
d:\work\test.tcproj”，也可以是 TestCenter 协议路径文件名，

“TestCenter://test.tcproj”。 
返回值 无。 

示例代码 10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应用程序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Initialize(); 
// 执行管理器初始化 
this.tcExecutionManager1.Initialize(); 
// 获取要打开的工程的全路径 
string strFileName = "TestCenter://Samples/OperatorUI/SimpleTemplate/SimpleTemplate.tcproj"; 
string fullPath = tcApplicationManager1.TranslateTCURLToPath(strFileName); 
// 打开指定的工程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penProject(strFileName); 
…… 

} 

4.3.4.2.10. OpenProjectByDialog 
说明 通过对话框打开 TestCenter 工程文件。 
原型 void OpenProjectByDialog()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1. OpenSequenceFile 
说明 打开指定测试序列文件。 
原型 ISequenceFile OpenSequenceFile(string sequenceFile) 
参数 sequenceFile 

全路径 TestCenter 测试序列文件名。可以是标准的 Windows 系统全路径文件名，如

“的 d:\work\test.tcseq”，也可以是 TestCenter 协议路径文件名，

“TestCenter://test.tcseq”。 
返回值 序列文件对象。 

4.3.4.2.12. Request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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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请求暂停运行。可以使用该对象的 Continue 方法继续暂停的运行。执行管理器还提

供了一个 RequestStop ()方法，该方法将请求停止运行。 
原型 void RequestPaus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3. RequestStop 
说明 请求停止运行。执行管理器还提供了一个 RequestPause()方法，用于请求暂停运

行。 
原型 void Stop()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4. RunActiveAction 

说明 运行当前活动的测试。 
原型 void RunActiveAction()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5. RunActiveNode 
说明 运行当前活动的节点。 
原型 void RunActiveNod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6. RunActiveSequence 
说明 运行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 
原型 void RunActiveSequenc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7. StartRunEntryPoints 
说明 运行所有在测试入口中的测试。 
原型 void StartRunEntryPoints()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8. StartRunActions 
说明 运行当前选中的所有测试。 
原型 void StartRunActions()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19. StartRunSequences 
说明 运行当前选中的所有测试序列。 
原型 void StartRunSequences()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20. RunTestItemsOfActiveUUT 
说明 运行当前活动的 UUT 的测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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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 void RunTestItemsOfActiveUUT()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21. RunTestPlansOfActiveUUT 
说明 运行当前活动的 UUT 的测试计划。 
原型 void RunTestPlansOfActiveUUT()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22. SaveActiveActionFile 
说明 保存当前活动的测试文件。 
原型 int SaveActiveActionFile() 
参数 无。 
返回值 保存成功返回 0，否则返回非 0 的数。 

4.3.4.2.23. SaveActiveSequenceFile 
说明 保存当前活动的测试序列文件。 
原型 int SaveActiveSequenceFile() 
参数 无。 
返回值 保存成功返回 0，否则返回非 0 的数。 

4.3.4.2.24. ShowResourceManager 
说明 显示资源管理面板。 
原型 void ShowResourceManager()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3.4.2.25. Uninitialize 

说明 卸载。一般在应用程序关闭前调用。其对应的初始化方法为 Initialize。 
原型 void Uninitializ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示例代码 11 

private void MainForm_FormClosed(object sender, FormClosedEventArgs e) 
{ 

if (m_isChecked) 
    { 

// 释放资源 
this.tcExecutionManager1.Uninitialize(); 
// 释放资源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Uninitialize(); 

} 
} 

4.4. TCExecEventNotifier 

4.4.1. 功能介绍 

TestCenter 执行事件通知控件。用于将 TestCenter 引擎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通知给外界。这

些事件包括：测试执行开始、测试执行结束、节点运行开始、节点运行结束、节点程序运行开始、节

点程序运行结束、节点状态改变、执行开始、执行结束、工程打开、工程关闭、变量动态值改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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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添加控件 

从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面板上。

该控件是一个不可视控件，它将出现在面板下方的控件视图中。如图 4-6 所示。 

 

图 4-6 将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添加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中 

4.4.3. 属性设置 

4.4.3.1. DesignTimeAssistant属性 

使用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必须设置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用户在

开发过程中指定事件的源。其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在其下拉列表中选择已添加到应用程序中的设计时助手控件( )。如图

4-7 所示。 

 

图 4-7 设置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的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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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AssociatedSourceFile属性 

使用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必须设置 AssociatedSourceFile 属性，其目的是为了方便用户在

开发过程中指定事件的源。其设置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选

中 AssociatedSourceFile 属性，点击该属性右侧的“…”按钮( )，如图 4-8 所示。选择源文件对话

框弹出，如图 4-9 所示。源文件对话框中的文件列表来自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源文件可以是

测试文件也可以是测试序列文件。该属性主要是为了配合指定某些事件的来源。例如，在设置类型为

“测试执行开始”的事件时应该将源文件选为该测试所在的测试文件；在设置类型为“测试序列文件

打开”的事件时应该将源文件选为该测试序列文件。 

 

图 4-8 设置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的 AssociatedSourceFile 属性 

 

图 4-9 选择源文件对话框 

4.4.3.3. ExecutionManager属性 

该控件在内部代码中需要用到执行管理器对象，因此需要为该控件选择已添加到工程中的执行管

理 器 对 象 。 其 方 法 为 选 中 要 设 置 的 TCExecEventNotifier 控 件 ， 在 属 性 列 表 中 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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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onManager 属性，在其下拉列表中选择已添加到应用程序中的执行管理控件( )。如图 4-10

所示。 

 

图 4-10 设置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的 ExecutionManager 属性 

4.4.3.4. ExecEvents属性 

该属性用于设置用户感兴趣的 TestCenter 执行事件集合。其设置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ExecEvents 属性，点击该属性右侧的“…”按钮

( )，如图 4-11 所示。TCExecEvent 集合编辑器弹出，如图 4-12 所示。除执行开始、执行结束、

工程被打开、工程被关闭这四个事件外，其它事件还需要指定事件来源（SourcePath）属性。比如

将 Type 属性设置为“节点运行结束（NodeRunFinished）”，则在 SourcePath 属性中就要指定是哪个

节点。其设置方法为选中 SourcePath 属性，点击其右侧的“…”按钮，表达式设计器将弹出，在设

计器的节点-变量树上选择需要的节点或变量即可。 

 

图 4-11 设置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的 ExecEvent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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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TCExecEvent 集合编辑器 

4.4.3.5. AutoAdvise属性 

该属性用于指定是自动还是手动订阅 ExecEvents 属性中指定的事件。如果选择 True 则会在工

程打开时自动完成事件的订阅工作。如果选择 False 则需要你调用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的方法

完成事件的订阅。 

4.4.4. 事件设置 

选择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属性窗口中点击事件按钮( 1 )，如图 4-13 所示。 

 
图 4-13 TCExecEventNotifier 事件设置 

双击图 4-13 的 EventTriggered 添加事件处理函数( 2 )，下面是一个 EventTriggered 事件处理函

数的示例。 

示例代码 12 

private void tcExecEventNotifier1_EventTriggered(object sender, ExecEventTriggeredEventArgs e) 
{ 

if (e.Event.Type == ExecEventTypeEnum.NodeRunStarting) 
    { 

INode node = e.Event.SourceObject asINode; 
string nodeName = node.Name; 

    } 
else if (e.Event.Type == ExecEventTypeEnum.VariableValueChanged) 

    { 
IVariable variableObject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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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varValue = Convert.ToDouble(variableObject.DynamicValue); 
     } 
} 

通过 ExecEventTriggeredEventArgs 参数可以获得事件相关的信息，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

出通过该参数我们获得了发生事件时的节点对象、包含节点程序的容器对象、变量对象。事件类型与

从事件参数中可获得的对象的关系如表 4-4 所示。 

表 4-4 事件类型与事件参数对象 

事件类型 从 e 参数可获得… 示例 

测试文件关闭 

（ActionFileClosed） 
测试文件对象 

IActionFile actionFielObj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ActionFile; 测试文件打开 

（ActionFileOpened） 

  测试执行开始 

（ActionRunStarting） 
测试对象 

IAction actionObj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Action;   测试执行结束 

（ActionRunFinished） 

节点运行开始 

（NodeRunStarting） 

节点对象 
INode nodeObject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Node; 
节点运行结束 

（NodeRunFinished） 

节点状态改变 

（NodeStatusChanged） 

执行开始 

（ExecutionStarting） 
执行对象 

IExecution executionObject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Execution; 

执行结束 

（ExecutionFinished） 

工程打开 

（ProjectOpened） 
执行窗口对象 

TCExecWindow execWindowObject = 
e.Event.SourceObject asTCExecWindow; 

工程关闭 

（ProjectClosed） 

变量动态值改变 

（VariableValueChanged） 
变量对象 

IVariable variableObject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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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序列文件关闭 

（SequenceFileClosed） 
测试序列文件对象 

ISequenceFile sequenceFielObj = 
e.Event.SourceObject 

as ISequenceFile; 测试序列文件打开 

（SequenceFileOpened） 

4.4.5. 接口描述 

表 4-5 TCExecEventNotifier 接口 

方法 
Advise 向 TestCenter 引擎订阅事件。 
Unadvise 取消订阅的事件。 

4.5. TCDataSource 

4.5.1. 功能介绍 

符合.Net 规范的数据源控件，用于绑定测试或测试序列的变量、参数、测量值等。测试或测试序

列的变量、参数和测量值等出现在控件的 DataBindings 列表中，可进行可视化关联，从而实现控件

对测试或测试序列参数或测量值的读、写操作。 

该控件是一个将外部数据（如控件的值）与内部数据（如测试的参数或测量值）进行连接的桥梁。

当外部数据变化时（如用户在编辑框中输入了数据）TCDataSource 控件将自动更新内部数据。同样

的，当内部数据变化时（如测试运行过程中某个变量值发生了变化）TCDataSource 控件将自动更新

外部数据（即用户界面上的对应控件---如编辑框---自动更新状态）。 

4.5.2. 添加控件 

从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 TCDataSource 控件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面板上。该

控件是一个不可视控件，它将出现在面板下方的控件视图中，如图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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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将 TCDataSource 控件添加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中 

4.5.3. 属性设置 

4.5.3.1. DesignTimeAssistant属性 

设计助手对象用于指定设计时使用的工程文件(.tcproj 文件)，TCDataSource 控件可打开该工程

文件的树状图方便用户直观地选择节点或变量，因此首先需要设置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其方

法为选中要设置的 TCDataSource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在其下拉列

表中选择已添加到应用程序中的 DesignTimeAssistant 控件( )。如图 4-15 所示。 

 

图 4-15 设置 TCDataSource 控件的 DesignTimeAssistant 属性 

4.5.3.2. AssociatedSourceFile属性 

该属性用于设置数据来源文件。其设置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 TCDataSource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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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AssociatedSourceFile 属性，点击该属性右侧的“…”按钮( )，如图 4-16 所示。选择源文件

对话框弹出，如图 4-9 所示。 

 

图 4-16 设置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的 AssociatedSourceFile 属性 

4.5.3.3. AutoConnect属性 

该属性用于指定在工程文件打开时是否自动将绑定集合属性（Bindings）中的绑定项与对应的数

据源进行连接。True 代表自动连接，False 代表手动连接。如果你选择了 False，就需要编码调用

TCDataSource 对象的方法完成连接。 

4.5.3.4. ExecutionManager属性 

控件在内部代码中需要用到执行管理器对象，因此需要为控件选择已添加到工程中的执行管理器

对象。其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 TCDataSource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ExecutionManager 属性，在

其下拉列表中选择已添加到应用程序中的执行管理控件( )。如图 4-17 所示。 

 

图 4-17 设置 TCDataSource 控件的 ExecutionManager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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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5. Bindings属性 

 

图 4-18 设置 TCDataSource 控件的 Bindings 属性 

 

图 4-19 TCDataBinding 集合编辑器 

本属性用于指定 TCDataSource 控件的绑定集合。集合中的每一个绑定项用于指定与测试或测试

序列的哪一个变量进行绑定，并可指定数据的更新方式。如图 4-18 所示，其设置方法为选中要设置

的 TCDataSource 控件，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Bindings 属性，点击该属性右侧的“…”按钮( )。

TCDataBinding 集合编辑器弹出，如图 4-19 所示。在 TCDataBinding 集合编辑器中可点击添加或移

除按钮来增加一个新的绑定或删除一个已经存在的绑定，下面是绑定项属性的说明。 

4.5.3.5.1. Name属性 

用于指定绑定项的名称。 

4.5.3.5.2. DataSourceExpression属性 

本属性用于指定绑定项的数据源。一般为测试中的某个变量，也可是一个合法的 TestCenter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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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其设置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绑定项，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DataSourceExpression 属性，点击该

属性右侧的“…”按钮，表达式设计对话框弹出，在变量树上选择需要的变量或设计需要的表达式

( 1 )。如图 4-20 所示。 

 

图 4-20 绑定项 DataSourceExpression 属性设置 

4.5.3.5.3. CustomStoreExpression属性 

定制存储表达式属性。该属性用于在特殊情况下指定外部数据变化时数据写入测试或测试序列的

哪个变量中。一般不需要设置该属性。 

TCDataSource 控件在写数据时会首先判断 CustomStoreExpression 属性是否未空，如果不为空

则将数据写入 CustomStoreExpression 指定的测试或测试序列变量中。如果为空则将数据写入

DataSourceExpression 指定的测试或测试序列变量中。 

其设置方法为选中要设置的绑定项，在属性列表中选中 CustomStoreExpression 属性，点击该

属性右侧的“…”按钮，表达式设计对话框弹出，在变量树上选择需要的变量。 

4.5.3.5.4. AccessMode属性 

数据访问模式属性。该属性用于指定外部对数据源内部数据的访问模式。这里所说的外部是指用

户界面上的控件，如编辑框、数字控件、旋钮控件等。而内部是指数据源中绑定项设置的测试或测试

序列中的变量、参数或测量值。访问模式共有四种选项： 

1) NotAuto（不自动），数据的变化不会自动触发读、写操作，用户需要编写代码来完成数据的

更新。 

2) ReadAuto（读自动），当数据源内的数据发生变化时自动通知与其关联的界面控件。 

3) WriteAuto（写自动），当界面控件的状态发生变化时自动写入与其关联的数据源内的数据。 

4) ReadWriteAuot（读写自动），既有 ReadAuto 的功能，又有 WriteAuto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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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6. UpdatePersistent属性 

当指定当数据源访问模式为 WriteAuto 或 ReadWriteAuto 时该属性有效，默认值为 False。当关

联的数据为参数时，本属性用于在进行写操作时指定更新的是参数的持久值还是动态值；当关联的数

据为变量时，本属性用于在进行写操作时指定更新的是变量的持久值还是动态值。由于在开始运行序

列时 TestCenter 会复位所有参数和变量的动态值，因此在某些时候您可能需要将该属性设置为 True，

以保证您在界面上的修改不会因为重新运行序列而复位。 

4.5.4. 接口描述 

表 4-6 TCDataSource 接口 

方法 
Connect 连接数据源。 
Disconnect 断开与数据源的连接。 
ReadValue 从数据源读取值，并将读到的值设置到控件上。 
WriteValue 读取控件的当前值并将其写入数据源。 

4.5.4.1. 方法 

4.5.4.1.1. Connect 
说明 连接数据源。 
原型 void Connect ()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5.4.1.2. Disconnect 

说明 断开与数据源的连接。 
原型 void Disconnect ()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5.4.1.3. ReadValue 
说明 从数据源读取值，并将读到的值设置到控件上。 
原型 void ReadValue ()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5.4.1.4. WriteValue 
说明 读取控件的当前值并将其写入数据源。 
原型 void WriteValue ()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6. TCActionExecMainMenu 

4.6.1. 功能介绍 

测试执行菜单控件，负责提供与测试执行相关的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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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6.3. 接口描述 

表 4-7 TCActionExecMainMenu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ExecWindow IActionExecWindow 设置或返回测试执行窗口对象。 
MenuItemFile ToolStripMenuItem 文件菜单项。 
MenuItemLogin ToolStripMenuItem 登录菜单项。 
MenuItemLogout ToolStripMenuItem 登出菜单项。 
MenuItemOpen ToolStripMenuItem 打开菜单项。 
MenuItemClose ToolStripMenuItem 关闭菜单项。 
MenuItemMRU ToolStripMenuItem 最近打开测试文件菜单项。 
MenuItemExit ToolStripMenuItem 退出菜单项。 
MenuItemExec ToolStripMenuItem 执行菜单项。 
MenuItemRunAll ToolStripMenuItem 全部运行菜单项。 
MenuItemDebug ToolStripMenuItem 调试菜单项。 
MenuItemDebugAll ToolStripMenuItem 全部调试菜单项。 
MenuItemRun ToolStripMenuItem 运行菜单项。 
MenuItemStop ToolStripMenuItem 停止菜单项。 
MenuItemPause ToolStripMenuItem 暂停菜单项。 
MenuItemSingleStep ToolStripMenuItem 单步运行菜单项。 
MenuItemTestUUT ToolStripMenuItem 测试 UUT 菜单项。 
MenuItemClearBreakPoints ToolStripMenuItem 清除所有断点菜单项。 
ShowLogMenu bool 指示是否显示登录菜单。 

方法 
UpdateMRUMenuItem 更新 MRU 菜单项。 

事件 
FileDropDownItemClicked 文件菜单的下拉项被点击事件。 
ExecDropDownItemClicked 执行菜单的下拉项被点击事件。 
FileDropDownOpening 文件菜单的下拉项打开事件。 
ExecDropDownOpening 执行菜单的下拉项打开事件。 

4.6.3.1. 属性 

4.6.3.1.1. ExecWindow 

说明 设置或返回测试执行窗口对象。 
类型 ISeqExecWindo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6.3.1.2. MenuItemFile 
说明 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3. MenuItemLogin 
说明 “登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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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1.4. MenuItemLogout 
说明 “登出”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5. MenuItemOpen 
说明 “打开工程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6. MenuItemClose 
说明 “关闭工程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7. MenuItemMRU 
说明 “最近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8. MenuItemExit 
说明 “退出”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9. MenuItemExec 

说明 “运行（不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0. MenuItemRunAll 
说明 “全部运行（不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1. MenuItemDebug 
说明 “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2. MenuItemDebugAll 
说明 “全部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3. MenuItemRun 
说明 “运行”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4. MenuItem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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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停止”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5. MenuItemPause 
说明 “暂停”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6. MenuItemSingleStep 
说明 “单步运行”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7. MenuItemTestUUT 
说明 “测试 UUT”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8. MenuItemClearBreakPoints 
说明 “清除所有断点”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6.3.1.19. ShowLogMenu 

说明 指示是否显示登录菜单。true/false，显示/不显示。 
类型 bo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6.3.2. 方法 

4.6.3.2.1. UpdateMRUMenuItem 

说明 更新 MRU 菜单项。 
原型 void UpdateMRUMenuItem ()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6.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执行主菜单控件（TCActionExecMainMenu）

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3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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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onExecMainMenu=this.tcActionExecMainMenu1; 

} 

4.6.5. 应用效果 

如图 4-33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可以使用该控件打开或关闭工程等以及对当前活动的测试执

行相应的操作( )。 

图 4-21 TCActionExecMainMenu 控件应用效果 

4.7. TCActionExecToolBar 

4.7.1. 功能介绍 

测试执行工具栏控件，负责提供与测试执行操作相关的工具栏项。 

4.7.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7.3. 接口描述 

表 4-8 TCActionExecToolBar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ExecWindow ISeqExecWindow 设置或返回执行窗口对象。 
ButtonOpen ToolStripButton 打开按钮。 
ButtonClose ToolStripButton 关闭按钮。 
ButtonRun ToolStripButton 运行按钮。 
ButtonRunAll ToolStripButton 全部运行按钮。 
ButtonStop ToolStripButton 停止按钮。 
ButtonPause ToolStripButton 暂停按钮。 

4.7.3.1. 属性 

4.7.3.1.1. ExecWindow 

说明 设置或返回执行窗口对象。 
类型 ISeqExecWindo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7.3.1.2. ButtonOpen 
说明 “打开”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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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性 只读（R）。 

4.7.3.1.3. ButtonClose 

说明 “关闭”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7.3.1.4. ButtonRun 
说明 “运行”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7.3.1.5. ButtonRunAll 
说明 “全部运行”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7.3.1.6. ButtonStop 
说明 “停止”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7.3.1.7. ButtonPause 
说明 “暂停”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7.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执行工具栏控件（TCActionExecToolBar）

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4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onExecToolBar=this.tcActionExecToolBar1; 

} 

4.7.5. 应用效果 

如图 4-34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可以使用该控件控制测试的运行和停止等(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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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TCActionExecToolBar 控件应用效果 

4.8. TCActionFileComboBox 

4.8.1. 功能介绍 

测试文件列表框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测试文件。 

4.8.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8.3. 相关代码 

当 用 户 从 “TestCenter 操 作 员 界 面 工 具 箱 ” 中 拖 放 了 测 试 文 件 列 表 框 控 件

（TCActionFileComboBox）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

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5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onFileComboBox= this.tcActionFileComboBox1; 

} 

4.8.4. 应用效果 

如图 4-23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装载当前工程中的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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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TCActionFileComboBox 控件应用效果 

4.9. TCActionListView 

4.9.1. 功能介绍 

测试列表视图控件，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文件中包含的测试。 

4.9.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9.3. 接口描述 

表 4-9 TCActionListView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iveAction IAction 设置或获取活动测试。 
CheckedActions ActionCollection 获取选中的测试集合。 

方法 
SetActionFile 设置测试文件。 

4.9.3.1. 属性 

4.9.3.1.1. ActiveAction 
说明 设置或获取活动测试。 
类型 IAction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9.3.1.2. CheckedActions 

说明 获取选中的测试集合。 
类型 ActionCollection 
读写性 只读（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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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2. 方法 

4.9.3.2.1. SetActionFile 
说明 设置测试文件。 
原型 void SetActionFile(IActionFile actionFileObj) 
参数 actionFileObj 

测试文件对象。 
返回值 无。 

4.9.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列表视图控件（TCActionListView）到应

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同时还需要设置 TCExecutionManager 的 ActiveActionFile 属

性，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6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onListView = this.tcActionListView1; 
IActionFile actionFileObj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penActionFile("SimpleTemplate.tcact");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veActionFile = actionFileObj; 

} 

4.9.5. 应用效果 

如图 4-24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关联的测试文件中的测试（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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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TCActionList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0. TCActionTabControl 

4.10.1. 功能介绍 

测试标签控件，以标签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文件中包含的测试和节点。 

4.10.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0.3. 接口描述 

表 4-10 TCAtionTabControl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CheckBoxVisible bool 勾选框是否可见。 
ContextMenuVisible bool 右键菜单是否可见。 

方法 
GetActiveAction 获取当前活动的测试对象。 
GetActiveNode 获取当前活动的节点。 
SetActiveAction 设置活动测试。 
SetActiveNode 设置活动节点。 
SetActionFile 设置测试文件。 

4.10.3.1. 属性 

4.10.3.1.1. CheckBoxVisible 
说明 指示是否在测试节点旁显示复选框。 
类型 bo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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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1.2. ContextMenuVisible 
说明 设置或获得右键菜单是否可见。 
类型 bo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0.3.2. 方法 

4.10.3.2.1. GetActiveAction 
说明 获取当前活动的测试对象。 
原型 IAction GetActiveAction()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10.3.2.2. GetActiveNode 
说明 获取当前活动的节点。 
原型 INode GetActiveNode()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10.3.2.3. SetActiveAction 
说明 设置当前活动的测试。 
原型 void SetActiveAction(TestCenter.Executive.IAction actionObj) 
参数 actionObj 

测试对象。 
返回值 无。 

4.10.3.2.4. SetActiveNode 

说明 设置当前活动的节点。 
原型 void SetActiveAction(TestCenter.Executive.INode node) 
参数 node 

节点对象。 
返回值 无。 

4.10.3.2.5. SetActionFile 

说明 设置测试文件。 
原型 void SetActionFile(TestCenter.Executive.IActionFile actionFileObj) 
参数 actionFileObj 

测试文件对象。 
返回值 无。 

4.10.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标签控件（TCActionTabControl）到应用

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同时还需要设置 TCExecutionManager 的 ActiveActionFile 属

性。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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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onTabControl = this.tcActionTabControl1; 
IActionFile actionFileObj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penActionFile("SimpleTemplate.tcact");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veActionFile = actionFileObj; 
…………………………………………… 

} 

4.10.5. 应用效果 

如图 4-25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关联的测试文件中的测试和节点（ ）。 

 

图 4-25 TCActionTabControl 控件应用效果 

4.11. TCEntryPointListView 

4.11.1. 功能介绍 

测试入口列表视图控件，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程序中包含的测试入口。 

4.11.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1.3. 接口描述 

表 4-11 TCEntryPointListView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iveEntryPoint IEntryPoint 设置或获取活动测试入口。 
CheckedEntryPoints EntryPointCollection 获取选中的测试入口集合。 
Execution IExecution 设置 Execution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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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SetTestProgram 设置测试程序。 

4.11.3.1. 属性 

4.11.3.1.1. ActiveEntryPoint 
说明 设置或获取活动测试。 
类型 IAction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1.3.1.2. CheckedEntryPoints 

说明 获取选中的测试集合。 
类型 ActionCollection 
读写性 只读（R）。 

4.11.3.1.3. Execution 

说明 设置 Execution 对象。 
类型 IExecution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1.3.2. 方法 

4.11.3.2.1. SetTestProgram 

说明 设置测试程序。 
原型 void SetTestProgram(TestProgram tpObj) 
参数 tpObj 

测试程序对象。 
返回值 无。 

4.11.4. 相关代码 

当 用 户 从 “TestCenter 操 作 员 界 面 工 具 箱 ” 中 拖 放 了 测 试 入 口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TCEntryPointListView）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

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8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EntryPointListView = this.tcEntryPointListView1; 

} 

4.11.5. 应用效果 

如图 4-24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关联的测试程序中的测试入口（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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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TCEntryPointList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2. TCNodeTreeView 

4.12.1. 功能介绍 

测试节点树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的节点，并提供右键操作菜单方便用户进行与节点运行

相关的操作。 

4.12.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2.3. 接口描述 

表 4-12 TCNodeTreeView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ion IAction 所属测试对象。 
ContextMenuVisible bool 右键菜单是否可见。 

方法 
SetAction 设置测试。 

4.12.3.1. 属性 

4.12.3.1.1. Action 

说明 获取所属测试对象。 
类型 bool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2.3.1.2. ContextMenuVisible 
说明 设置或获得右键菜单是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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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bo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2.3.2. 方法 

4.12.3.2.1. SetAction 
说明 设置测试。 
原型 void SetAction(IAction actionObj) 
参数 actionObj 

测试对象。 
返回值 无。 

4.12.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节点树视图控件（TCNodeTreeView）到

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19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NodeTreeView = this.tcNodeTreeView1; 

} 

4.12.5. 应用效果 

如图 4-27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关联的测试的节点（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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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TCNodeTree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3. TCOutcomesView 

4.13.1. 功能介绍 

测试结果显示视图控件，用于指定测试执行后测试结果的显示，包括测量值等。 

4.13.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3.3. 接口描述 

表 4-13 TCOutcomesView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ColumnHeaderDuration ColumnHeader 返回持续时间标题栏对象。 
ColumnHeaderLimit ColumnHeader 返回门限标题栏对象。 
ColumnHeaderMeasureValue ColumnHeader 返回测量值标题栏对象。 
ColumnHeaderNominalValue ColumnHeader 返回理论值标题栏对象。 
ColumnHeaderOutcome ColumnHeader 返回测试结果标题栏对象。 
ColumnHeaderTest ColumnHeader 返回测试标题栏对象。 
ExecWindow SeqExecWindow 设置或返回执行窗口对象。 

4.13.3.1. 属性 

4.13.3.1.1. ColumnHeaderDuration 
说明 返回持续时间标题栏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3.3.1.2. ColumnHeader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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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返回门限标题栏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3.3.1.3. ColumnHeaderMeasureValue 
说明 返回测量值标题栏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3.3.1.4. ColumnHeaderNominalValue 
说明 返回理论值标题栏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3.3.1.5. ColumnHeaderOutcome 
说明 返回测试结果标题栏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3.3.1.6. ColumnHeaderTest 
说明 返回测试标题栏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3.3.1.7. ExecWindow 

说明 设置或返回执行窗口对象。 
类型 ColumnHeader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3.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结果输出视图控件（TCOutcomsView）到

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0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utcomesView = this.tcOutcomesView1; 
…………………………………………… 

} 

4.13.5. 应用效果 

如图 4-28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运行当前活动的测试，该控件会自动显示测试的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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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8 TCOutcomes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4. TCOutputView 

4.14.1. 功能介绍 

文本信息输出视图控件，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可以使用该控件输出文本信息。另外该控件具有右

键菜单可以用来清除所有显示的文本。 

4.14.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该控件还提供了智能标签

（smart tag）以方便进行属性的设置。 

4.14.3. 接口描述 

表 4-14 TCOutputView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BackColor Color 背景色。 
ForeColor Color 前景色。 
Font Font 字体。 
方法 
Clear 清除所有文本。 
OutputText 输出文本信息。 

4.14.3.1. 方法 

4.14.3.1.1. Clear 
说明 清除所有文本。 
原型 void Clear() 
参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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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值 无。 

4.14.3.1.2. OutputText 

说明 输出文本信息。 
原型 void OutputText(string text) 
参数 text 

要输出的文本信息。 
返回值 无。 

4.14.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输出视图控件（TCOutputView）到应用程序后，

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

象关联起来。用户不仅可以使用本控件显示测试中的输出文本，也可以通过本控件的 OutputText 函

数输出相关信息。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1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utputView = this.tcOutputView1; 
this.OutputView1.OutputText(“启动测试…”); 

} 

4.14.5. 应用效果 

如图 4-29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并运行测试，该控件可以输出不同阶段的文本信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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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TCOutput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5. TCParametersView 

4.15.1. 功能介绍 

测试参数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指定测试或测试序列的参数。 

4.15.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5.3. 接口描述 

表 4-15 TCParametersView 接口 

方法 
UpdateView 刷新测试参数视图。 

4.15.3.1. 方法 

4.15.3.1.1. UpdateView 
说明 刷新测试参数视图。 
原型 void UpdateView(TestCenter.Executive.ITCContainer tcContainer) 
参数 tcContainer 

保留属性。调用时传入 null 即可。 
返回值 无。 

4.15.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参数视图控件（TCParametersView）到应用

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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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代码 22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ParametersView = this.tcParametersView1 

} 
 

4.15.5. 应用效果 

如图 4-30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当前活动的测试或测试组的参数（ ）。 

 

图 4-30 TCParameters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6. TCPlotControl 

4.16.1. 功能介绍 

图形控件。用于测试数据的图形化显示。 

4.16.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6.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画图控件（TCPlotControl）到应用程序后，需

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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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3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 PlotControl= this.tcPlotControl1; 

} 

4.16.4. 应用效果 

如图 4-31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并运行测试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测试中的绘图（ ）。 

 

图 4-31 TCPlotControl 控件应用效果 

4.17. TCReportView 

4.17.1. 功能介绍 

报表视图控件。用于测试或测试序列执行完后的报表显示。 

4.17.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本控件还提供了智能标签

（smart tag）以方便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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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报表视图控件（TCReportView）到应用程序后，

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

象关联起来。只有当测试的报表输出开关为开时该控件才会在测试或测试序列运行完毕后显示报表，

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4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ReportView= this.tcReportView1; 
this.tcExecutionManager1.ReportConfig.IsGenerateReport = true; 

} 

4.17.4. 应用效果 

如图 4-32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并运行测试后该控件会显示运行测试的内置报表（ ）。 

 

图 4-32 TCReport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18. TCSeqExecMainMenu 

4.18.1. 功能介绍 

测试序列执行主菜单控件，负责提供与测试序列执行操作相关的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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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8.3. 接口描述 

表 4-16 TCSeqExecMainMenu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ExecWindow IActionExecWindow 设置或返回测试执行窗口对象。 
MenuItemFile ToolStripMenuItem 文件菜单项。 
MenuItemLogin ToolStripMenuItem 登录菜单项。 
MenuItemLogout ToolStripMenuItem 登出菜单项。 
MenuItemOpen ToolStripMenuItem 打开菜单项。 
MenuItemClose ToolStripMenuItem 关闭菜单项。 
MenuItemMRU ToolStripMenuItem 最近打开测试文件菜单项。 
MenuItemExit ToolStripMenuItem 退出菜单项。 
MenuItemExec ToolStripMenuItem 执行菜单项。 
MenuItemRunAll ToolStripMenuItem 全部运行菜单项。 
MenuItemDebug ToolStripMenuItem 调试菜单项。 
MenuItemDebugAll ToolStripMenuItem 全部调试菜单项。 
MenuItemRun ToolStripMenuItem 运行菜单项。 
MenuItemStop ToolStripMenuItem 停止菜单项。 
MenuItemPause ToolStripMenuItem 暂停菜单项。 
MenuItemSingleStep ToolStripMenuItem 单步运行菜单项。 
MenuItemTestUUT ToolStripMenuItem 测试 UUT 菜单项。 
MenuItemClearBreakPoints ToolStripMenuItem 清除所有断点菜单项。 
ShowLogMenu bool 指示是否显示登录菜单。 

方法 
UpdateMRUMenuItem 更新 MRU 菜单项。 

事件 
FileDropDownItemClicked 文件菜单的下拉项被点击事件。 
ExecDropDownItemClicked 执行菜单的下拉项被点击事件。 
FileDropDownOpening 文件菜单的下拉项打开事件。 
ExecDropDownOpening 执行菜单的下拉项打开事件。 

4.18.3.1. 属性 

4.18.3.1.1. ExecWindow 

说明 设置或返回测试执行窗口对象。 
类型 ISeqExecWindo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8.3.1.2. MenuItemFile 
说明 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3. MenuItemLogin 
说明 “登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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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1.4. MenuItemLogout 
说明 “登出”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5. MenuItemOpen 
说明 “打开工程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6. MenuItemClose 
说明 “关闭工程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7. MenuItemMRU 
说明 “最近文件”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8. MenuItemExit 
说明 “退出”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9. MenuItemExec 

说明 “运行（不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0. MenuItemRunAll 
说明 “全部运行（不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1. MenuItemDebug 
说明 “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2. MenuItemDebugAll 
说明 “全部调试”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3. MenuItemRun 
说明 “运行”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4. MenuItem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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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停止”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5. MenuItemPause 
说明 “暂停”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6. MenuItemSingleStep 
说明 “单步运行”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7. MenuItemTestUUT 
说明 “测试 UUT”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8. MenuItemClearBreakPoints 
说明 “清除所有断点”菜单项。 
类型 ToolStripMenuItem 
读写性 只读属性（R）。 

4.18.3.1.19. ShowLogMenu 

说明 指示是否显示登录菜单。true/false，显示/不显示。 
类型 bool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8.3.2. 方法 

4.18.3.2.1. UpdateMRUMenuItem 

说明 更新 MRU 菜单项。 
原型 void UpdateMRUMenuItem ()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4.18.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执行主菜单控件（TCSeqExecMainMenu）到

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5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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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 SeqExecMainMenu=this.tcSeqExecMainMenu1; 

} 

4.18.5. 应用效果 

如图 4-33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可以使用该控件打开或关闭工程等以及对当前活动的测试序

列执行相应的操作( )。 

 

图 4-33 TCSeqExecMainMenu 控件应用效果 

4.19. TCSeqExecToolBar 

4.19.1. 功能介绍 

序列执行工具栏控件，负责提供与测试序列执行操作相关的工具栏项。 

4.19.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19.3. 接口描述 

表 4-17 TCSeqExecToolBar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ExecWindow ISeqExecWindow 设置或返回执行窗口对象。 
ButtonOpen ToolStripButton 打开按钮。 
ButtonClose ToolStripButton 关闭按钮。 
ButtonRun ToolStripButton 运行按钮。 
ButtonRunAll ToolStripButton 全部运行按钮。 
ButtonStop ToolStripButton 停止按钮。 
ButtonPause ToolStripButton 暂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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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3.1. 属性 

4.19.3.1.1. ExecWindow 
说明 设置或返回执行窗口对象。 
类型 ISeqExecWindow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19.3.1.2. ButtonOpen 
说明 “打开”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19.3.1.3. ButtonClose 
说明 “关闭”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19.3.1.4. ButtonRun 
说明 “运行”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19.3.1.5. ButtonRunAll 
说明 “全部运行”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19.3.1.6. ButtonStop 
说明 “停止”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19.3.1.7. ButtonPause 

说明 “暂停”按钮。 
类型 ToolStripButton 
读写性 只读（R）。 

4.19.4.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执行工具栏控件（TCSeqExecToolBar）到应

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6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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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 SeqExecToolBar=this.tcSeqExecToolBar1; 

} 

4.19.5. 应用效果 

如图 4-34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可以使用该控件控制测试序列的运行和停止等( )。 

 

图 4-34 TCSeqExecToolBar 控件应用效果 

4.20. TCSequenceFileComboBox 

4.20.1. 功能介绍 

测试序列文件列表框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测试序列文件。 

4.20.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0.3. 相关代码 

当 用 户 从 “TestCenter 操 作 员 界 面 工 具 箱 ” 中 拖 放 了 序 列 文 件 列 表 框 控 件

（TCSequenceFileComboBox）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

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7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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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SequenceFileComboBox= this.tcSequenceFileComboBox1; 

} 

4.20.4. 应用效果 

如图 4-35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装载当前工程中的测试序列（ ）。 

 

图 4-35 TCSequenceFileComboBox 控件应用效果 

4.21. TCSequenceListView 

4.21.1. 功能介绍 

测试序列列表视图控件，以列表的形式显示指定测试序列文件中包含的测试序列。 

4.21.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1.3. 接口描述 

表 4-18 TCSequenceListView 接口 

属性 
名称 类型 说明 

ActiveSequence ISequence 设置或获取活动的序列。 
CheckedSequences SequenceCollection 获取选中的序列集合。 

方法 
SetSequenceFile 设置测试序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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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1. 属性 

4.21.3.1.1. ActiveSequence 
说明 设置或获取活动的序列。 
类型 ISequence 
读写性 可读/可写属性（RW）。 

4.21.3.1.2. CheckedSequences 

说明 获取选中的测试序列集合。 
类型 SequenceCollection 
读写性 只读（R）。 

4.21.3.2. 方法 

4.21.3.2.1. SetSequenceFile 
说明 设置测试序列文件。 
原型 void SetSequenceFile(ISequenceFile sequenceFileObj) 
参数 sequenceFileObj 

测试序列文件对象。 
返回值 无。 

4.21.4. 相关代码 

当 用 户 从 “TestCenter 操 作 员 界 面 工 具 箱 ” 中 拖 放 了 测 试 序 列 列 表 视 图 控 件

（TCSequenceListView）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

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同时还需要设置 TCExecutionManager 的

ActiveActionFile 属性，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8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SequenceListView = this.tcSequenceListView1; 
ISequenceFile sequenceFileObj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penSequenceFile("SimpleTemplate.tcseq");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veSequenceFile = sequenceFileObj; 

 } 

4.21.5. 应用效果 

如图 4-36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关联的测试序列文件中的测试序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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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TCSequenceList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2. TCStepTreeView 

4.22.1. 功能介绍 

测试步树视图控件，用以显示指定测试序列包含的测试步。 

4.22.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2.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步树视图控件（TCStepTreeView）到应

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29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StepTreeView = this.tcStepTreeView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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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 应用效果 

如图 4-37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指定测试序列的测试步（ ）。 

 

图 4-37 TCStepTree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3. TCTestItemListView 

4.23.1. 功能介绍 

测试项列表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指定 UUT 的测试项。 

4.23.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3.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项列表视图控件（TCTestItemListView）

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0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TestItemListView = this.tcTestItemList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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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4. 应用效果 

本控件应配合 TCUUTComboBox 控件同时使用。如图 4-38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

自动显示指定 UUT 的测试项（ ）。 

 

图 4-38 TCTestItemList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4. TCTestPlanTreeView 

4.24.1. 功能介绍 

测试计划树视图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指定 UUT 的测试计划。 

4.24.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4.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试计划树视图控件（TCTestPlanTreeView）

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1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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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TestPlanTreeView = this.tcTestPlanTreeView1; 

} 

4.24.4. 应用效果 

本控件应配合 TCUUTComboBox 控件同时使用。如图 4-39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

自动显示指定 UUT 的测试计划（ ）。 

 

图 4-39 TCTestPlanTree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5. TCTestResultsView 

4.25.1. 功能介绍 

测量值视图控件，用于显示当前活动测试的测量值。 

4.25.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5.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测量值视图控件（TCTestResultsView）到应

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2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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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TestResultsView = this.tcTestResultsView1; 
} 

4.25.4. 应用效果 

从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 TCTestResultsView 控件到操作员界面应用程序面板上。

该控件是一个可视控件，它将出现在面板中（ ）。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当前活动测

试的测量值列表。如图 4-40 所示。 

 
图 4-40 TCTestResults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6. TCUUTComboBox 

4.26.1. 功能介绍 

UUT 列表框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 UUT。 

4.26.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6.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 UUT 列表框控件（TCUUTComboBox）到应

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3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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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cExecutionManager1.UUTComboBox= tcUUTComboBox1; 

} 

4.26.4. 应用效果 

如图 4-41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以列表形式显示测试工程中的 UUT（ 1
）。 

 

图 4-41 TCUUTComboBox 控件应用效果 

4.27. TCVariablesView 

4.27.1. 功能介绍 

变量视图控件，用于显示应用程序中指定节点的变量。 

4.27.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7.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变量视图控件（TCVariablesView）到应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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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后 ， 需 要 在 程 序 的 初 始 化 阶 段 ， 如 Form 的 Load 事 件 处 理 函 数 中 ， 将 该 控 件 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4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VariablesView = this.tcVariablesView1; 
} 

4.27.4. 应用效果 

如下图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当前活动节点的变量列表（ ）。 

 

图 4-42 TCVariables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8. TCWatchView 

4.28.1. 功能介绍 

监视视图控件。用于显示用户设置的需要监视的参数、变量、测量值等。 

4.28.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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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3. 相关代码 

当用户从“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工具箱”中拖放了监视视图控件（TCWatchView）到应用程序后，

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

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5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WatchView = this.tcWatchView1; 
} 

只有被添加到监视列表中的变量才会显示在该控件中。可以通过参数视图或变量视图将参数或变

量添加到监视列表中。 

4.28.4. 应用效果 

如图 4-43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显示当前测试文件中的监视列表（ ）。 

 

图 4-43 TCWatchView 控件应用效果 

4.29. TCTestProgramComboBox 

4.29.1. 功能介绍 

测试程序列表框控件。用于显示测试工程中的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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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2. 属性设置 

一般只需要设置 Name 属性的值。您也可以使用该控件的默认名称。 

4.29.3. 相关代码 

当 用 户 从 “TestCenter 操 作 员 界 面 工 具 箱 ” 中 拖 放 了 测 试 程 序 列 表 框 控 件

（TCTestProgramComboBox）到应用程序后，需要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

理函数中，将该控件与 TCExecutionManager 对象关联起来。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6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TestProgramComboBox = this.tcTestProgramComboBox1; 

} 

4.29.4. 应用效果 

如图 4-44 所示，启动应用程序后，该控件会自动装载当前工程中的测试程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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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 TCTestProgramComboBox 控件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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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员界面开发模板 

TestCenter 为 Visual Studio C#.Net 开发环境提供了操作员界面开发模板。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安

装了 Visual Studio 2010，TestCenter 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将开发模板安装到 Visual Studio 2010 中。

安装完成后在新建项目时就可以在 Visual C#模版组( 1 )中看见操作员界面开发模板( 2 )了，如图

5-1 所示。 

 

图 5-1 Visual Studio.Net 中的操作员界面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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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操作员界面开发示例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操作员界面开发的若干示例，这些示例为用户演示了操作员界面开发常用的一

些技巧和方法。 

6.1. 示例一：利用操作员界面模板创建操作员界面工程 

创建一个操作员界面工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 TestCenter 操作员界面模板。在 Visual 

Studio.Net 开发环境中点击文件->新建->项目菜单项，在弹出的新建项目对话框中选中 TestCenter 操

作员界面模板项( 2
，如图 5-1 所示)。修改工程名称和位置之后点击确定按钮，一个完整的操作员界

面框架即被创建出来。新建的工程可以直接进行编译，运行，运行效果如图 6-1 所示。 

 

图 6-1 操作员界面模板生成的工程运行效果图 

点击运行按钮，即可执行指定的测试。那么，操作员界面工程是如何与测试工程进行关联的？测

试数据是如何与第三方控件进行交互的？测试执行过程中的事件又是如何进行绑定和触发的？下面我

们通过解析操作员界面工程来解答这些问题。 

6.1.1. 关联测试工程 

操作员界面工程在设计时和运行时两个阶段都需要与测试工程进行关联。在设计时我们采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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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TCDesignTimeAssistant 控件指定 DesignTimeProjectFile 属性的方式，具体可参见 4.1 小节。在

运行时我们使用 TCExecutionManager 控件的 OpenProject 方法。示例代码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7 

// 获取要打开的工程的全路径 
string strFileName = "TestCenter://Samples/OperatorUI/SimpleTemplate/SimpleTemplate.tcproj"; 
string fullPath = tcApplicationManager1.TranslateTCURLToPath(strFileName); 
// 打开指定的工程 
this.tcExecutionManager1.OpenProject(fullPath); 

6.1.2. 测试数据交互 

开发操作员界面既可以使用 TestCenter 提供的操作员界面控件也可以使用第三方控件从而使得

操作员界面更加多元化。TestCenter 通过提供 TCDataSource 控件采用数据绑定的方式实现了测试工

程与第三方控件的数据交互问题。下面我们通过介绍操作员界面模板中的测量值模块来了解操作员界

面开发过程中的测试数据交互是如何实现的。 

在模板工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名为“tcDataSourceResult”的 TCDataSource 控件，该控件的

属性设置等详细介绍可参考本文第 4.5 小节。在该控件的属性页面中选中 Bindings，点击右侧的…按

钮，TCDataBinding 集合编辑器弹出，如图 6-2 所示。 

 

图 6-2 TCDataBinding 集合编辑器 

通过 TCDataBinding 集合编辑器可以编辑需要交互的测试数据，模板中需要交互的数据为测试

工程中“电压测试”的测量值 Voltage（ ）和“功率测试”的测量值 Power（ ）。以“电压测试”

的测量值 Voltage 为例，在属性页面中选中 DataSourceExpression（ ），点击右侧的…按钮将会弹

出表达式设计器用以辅助指定测试数据的来源，如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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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表达式设计器窗口 

将设计好的数据源绑定到第三方控件上即可实现二者之间的实时交互。在模板工程中我们可以找

到一个名为“labelVoltageValue”的 Label 控件，这个控件的作用就是显示电压测试执行后的测量值

Voltage。在 labelVoltageValue 属性面板中找到 DataBiinding-Text，可以看到该属性已经选择上文中

设计好的 Voltage 数据源（ ）进行了绑定，如图 6-4 所示。 

 

图 6-4 选择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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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操作员界面中测试数据交互功能的开发流程已经全部实现。编译运行操作员模板工程，点

击运行按钮，labelVoltageValue 的 Text 属性将会随着“电压测试”测量值的更新而改变，如图 6-5

所示。 

 

图 6-5 电压测试测量值显示 

6.1.3. 事件绑定触发 

 



 
89 

图 6-6 TCExecEvent 集合编辑器 

测试执行过程中的动作既可以通过编辑好的测试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触发特定事件采用外部方法来

处理。TestCenter 提供了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用以快速进行特定事件的绑定和触发。在模板工

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名为“tcExecEventNotifier1”的 TCExecEventNotifier 控件，该控件的属性设

置等详细介绍可参考本文第 4.4 小节。在该控件的属性页面中选中 ExecEvents，点击右侧的…按钮，

TCExecEvent 集合编辑器弹出，如图 6-6 所示。 

通过 TCExecEvent 集合编辑器可以编辑事件。模板中添加了一个类型为 ActionRunFinished

（
3

）的事件 Event1（ 1
），实现了如下功能：在“电压测试”执行结束后对测量值 Voltage 进行

门限比较，如果电压值超出门限则报警。本事件的类型为测试运行结束，因此我们需要为其指定在

“电压测试”运行结束后触发，也就是将 SourcePath 属性通过表达式设计器设置为“电压测试”

（
2

）。 

将事件的绑定和触发设计好之后我们可以添加事件处理方法，具体可参考本文 4.4.4 小节，模板

中的示例代码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8 

private void tcExecEventNotifier1_EventTriggered(object sender, ExecEventTriggeredEventArgs e) 
  { 

if (e.Event.Type == ExecEventTypeEnum.ActionRunFinished) 
            { 

IAction actionObj = e.Event.SourceObject asIAction; 
if (actionObj != null) 

                  { 
double voltage = actionObj.GetTestResultDynamicValueDouble("Voltage"); 
if (voltage > 5) 

                          { 
this.labelLed.BackColor = Color.Red; 

                          } 
else 

                         { 
this.labelLed.BackColor = Color.LimeGreen; 

                        } 
                  } 
            } 
    } 

编译运行操作员模板，点击运行按钮，当“电压测试”的测量值 Voltage 超出门限值时操作员界

面上的警报灯（
1

）将会变为红色，如图 6-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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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电压超限报警 

6.2. 示例二：多测试执行操作员界面开发 

6.2.1. 概述 

复杂的测试工程往往包含多个测试，对应的操作员界面应该支持测试的切换，并且针对每个测试

设计不同的外观和界面元素。 

例如在一个测试工程中可能包含多个 UUT 的测试，开发人员为每个 UUT 的测试开发了一个测试

文件并为该测试文件的执行设计了特定的界面（界面以用户控件的形式存在）。用户执行时可以在一

个统一的界面中选择或切换测试，切换时用户界面要相应更新。这就要求 TestCenter 平台为这种操

作员界面的设计提供指导和支持。 

在 TestCenter://Samples/OperatorUI/Code/CSharp/MultiActionUI 目录下我们提供了一个多测试

切换操作员界面开发的例子。本例中我们采用了包含电池组测试和功率测试两个测试的测试工程

TestCenter://Samples/OperatorUI/Project/MultiActionUI /MultiActionUI.tcproj。示例运行效果如图 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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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整体运行效果图 

6.2.2. 设计思路 

在本例中我们将界面分为 4 个区。 

1) 1 区：按钮区（ ）； 

2) 2 区：测试选择区（ ）； 

3) 3 区：序列树显示区（ ）； 

4) 4 区：视图区（ ）。 

我们采用了如下的设计思路： 

1) 主界面是一个应用程序； 

2) 每个测试的界面视图用一个类库来实现； 

3) 通过一个下拉列表框进行测试的切换； 

4) 用一个配置文件来描述测试与其界面视图的对应关系。 

根据以上的设计思路我们为本演示工程开发了 3 个项目： 

1) 主程序：MultiActionUI.exe( ) 

2) 电池组测试视图：BatteryTestView.dll( ) 

3) 功率测试视图： PowerTestView.dll( ) 

如图 6-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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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本示例工程要开发的 3 个项目 

6.2.3. 配置文件 

我们需要一个配置文件来描述测试文件与其界面视图的映射关系，在进行测试的切换时操作员界

面将根据这个配置文件中的信息加载不同的界面视图。本示例中配置文件的路径为

TestCenter://Samples/OperatorUI/MultiActionUIViewMapConfig.xml，如表 6-1 所示。通过该文件我

们就建立了测试与界面视图之间的对应关系，其中界面视图信息通过程序集名称和类名称来指定。 

表 6-1 配置文件示例 

<OperatorUIViewMapConfig version="1.0"> 
  <OperatorUIViewMaps> 
    <OperatorUIViewMap> 
      <Key>电池组测试</Key> 
      <ViewAssemblyName>BatteryTestView.dll</ViewAssemblyName> 
      <ViewClassName>BatteryTestView.View</ViewClassName> 
    </OperatorUIViewMap> 
    <OperatorUIViewMap> 
      <Key>功率测试</Key> 
      <ViewAssemblyName>PowerTestView.dll</ViewAssemblyName> 
      <ViewClassName>PowerTestView.View</ViewClassName> 
    </OperatorUIViewMap> 
  </OperatorUIViewMaps> 
</OperatorUIViewMapConfig> 

6.2.4. 主程序功能 

对于本项目而言主程序必须具备以下功能： 

1) 打开工程 

2) 关闭工程 

3) 执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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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退出程序 

5) 切换视图 

6) 解析界面视图映射配置文件 

7) 创建视图 

其中 1~4 项是操作员界面开发中的共性功能，我们在操作界面模板中已经详述过，这里就不再赘

述。5~7 项的功能是多测试应用的特性功能，为此我们在 TestCenter.DotNetControls.dll 程序集中设

计了 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 类（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类），将这些特性功能封装在这个

类中。 

6.2.5. TestCenter提供的支持 

TestCenter 在 TestCenter.DotNetControls.dll 程序集中提供了 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

（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类）、OperatorUIViewMapCollection（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集合）

OperatorUIViewMap（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共 3 个类以及 IOperatorUIView 接口用于支持多测试类

型的应用。 

6.2.5.1. 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类 

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 类为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类，负责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管理

相关的一系列工作，具体功能为： 

1) 解析配置文件（LoadFile 方法）； 

2) 创建视图（CreateViews 方法）。 

6.2.5.2. 其它 2 个类 

在本文 6.2.3 节中，我们定义了配置文件的格式。该文件是一个 XML 格式的文件，它使用

<OperatorUIViewMaps>和<OperatorUIViewMap>这两个标签描述了多个测试文件的配置信息。针对

这 2 个标签我们分别设计了 OperatorUIViewMapCollection（序列文件界面视图映射集合）类和

OperatorUIViewMap（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类。这 2 个类用户不会直接用到，在此就不再详细说明。 

6.2.5.3. IOperatorUIView接口 

该接口定义了一个操作员界面的视图控件（一个用户控件）必须实现的方法，其定义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39 

namespace TestCenter.DotNetControls 
{ 

public interface IOperatorUIView 
{ 

void AttachExecutionManager(TCExecutionManager tc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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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hExecutionManager 方法是为了实现将一个 TCExecutionManager 控件的实例传递给操作

员界面的视图控件用以帮助如 TestCenter 数据绑定和事件触发等功能的实现。该方法的一个典型实

现代码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40 

public void AttachExecutionManager(TCExecutionManager tem) 
{ 
       m_tcExecutionManager = tem; 

this.tcDataSource1.ExecutionManager = tem; 
this.tcDataSourceVoltageResultArray.ExecutionManager = tem; 
this.tcDataSourceCurrentResultArray.ExecutionManager = tem; 
this.tcExecEventNotifier1.ExecutionManager = tem; 

} 

6.2.5.4. 使用方法 

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在主程序的初始化阶段，如 Form 的 Load 事件处理函数中，装载并解析

配置文件，示例代码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41 

private void MainForm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检查TestCenter引擎版本 
 m_isChecked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CheckVersion(); 
if (!m_isChecked) 

 { 
Application.Exit(); 
return; 

  } 
…………………………………………… 
// 装载测试文件与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文件 
Load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 
…………………………………………… 

} 
 

privatevoid Load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 
{ 

// 得到测试文件与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文件的全路径 
string configFile = this.tcApplicationManager1.ApplicationRunPath + 
"\\MultiActionUIViewMapConfig.xml"; 

 
if (!File.Exists(configFile)) 
{ 

string strMessage = "测试文件与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文件不存在”; 
MessageBox.Show(strMessage, "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Warning); 
return; 

} 
 

//解析测试文件与操作员界面视图映射配置文件 
m_operatorUIViewMapConfig = new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 

         m_operatorUIViewMapConfig.LoadFile(configFile); 
// 创建测试文件映射的操作员界面视图 
m_operatorUIViewMapConfig.CreateViews(); 

 
// 为操作员界面视图关联执行管理器对象 
foreach (OperatorUIViewMap item in m_operatorUIViewMapConfig.OperatorUIView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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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OperatorUIView viewObj = item.View asIOperatorUIView; 
if (viewObj != null) 

                 { 
                    viewObj.AttachExecutionManager(tcExecutionManager1); 
                 } 
            } 
} 

对于工程中的多个测试，我们一般选择使用 ComboBox 控件进行显示，通过下拉选择即可切换

不同的测试。在这个控件的 SelectedIndexChanged 事件的处理函数中我们可以进行相应视图控件的

处理，示例代码如下表所示。 

示例代码 42 

///<summary> 
///测试改变事件处理函数 
///</summary> 
///<param name="sender">事件发送者</param> 
///<param name="e">事件参数</param> 
private void comboBoxActions_SelectedIndexChanged(object sender, ActiveActionFileChangedEventArgs e) 
        { 
            if (m_operatorUIViewMapConfig == null) 
                return; 
 
            if (this.comboBoxActions.SelectedIndex>=0) 
            { 
                IAction actionObj =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veTestProgram.ActionFile.Actions.GetItem(this.comboBoxActions.SelectedInd
ex); 
                this.tcExecutionManager1.ActiveAction = actionObj; 
 
                string actionName = this.comboBoxActions.SelectedItem as string; 
                OperatorUIViewMap mapObj = 
m_operatorUIViewMapConfig.OperatorUIViewMaps.GetItemByKey(actionName); 
                if (mapObj != null) 
                { 
                    if (m_lastOperatorUIView != null) 
                    { 
                        this.panelViewContainer.Controls.Remove(m_lastOperatorUIView); 
                    } 
 
                    m_lastOperatorUIView = mapObj.View; 
 
                    if (m_lastOperatorUIView != null) 
                    { 
                        this.panelViewContainer.Controls.Add(m_lastOperatorUIView); 
                    } 
                } 
            } 
        } 

 


	1. 操作员界面概述
	2. 添加TestCenter操作员界面工具箱到Visual Studio
	2.1. 自动安装
	2.2. 手工添加

	3. TestCenter操作员界面工具箱简介
	4. TestCenter操作员界面工具箱组件说明
	4.1. TCDesignTimeAssistant
	4.1.1. 功能介绍
	4.1.2. 添加控件
	4.1.3. 属性设置

	4.2. TCApplicationManager
	4.2.1. 功能介绍
	4.2.2. 添加控件
	4.2.3. 属性设置
	4.2.4. 相关代码
	4.2.5. 接口描述
	4.2.5.1. 属性
	4.2.5.1.1. ApplicationRunPath
	4.2.5.1.2. TCInstallPath

	4.2.5.2. 方法
	4.2.5.2.1. CheckVersion
	4.2.5.2.2. CloseSplashScreen
	4.2.5.2.3. Initialize
	4.2.5.2.4. Login
	4.2.5.2.5. Logout
	4.2.5.2.6. ShowSplashScreen
	4.2.5.2.7. TranslatePathToTCURL
	4.2.5.2.8. TranslateTCURLToPath
	4.2.5.2.9. Uninitialize



	4.3. TCExecutionManager
	4.3.1. 功能介绍
	4.3.2. 添加控件
	4.3.3. 属性设置
	4.3.4. 接口描述
	4.3.4.1. 属性
	4.3.4.1.1. ActionExecMainMenu
	4.3.4.1.2. ActionExecToolBar
	4.3.4.1.3. ActionFileComboBox
	4.3.4.1.4. ActionListView
	4.3.4.1.5. ActionTabControl
	4.3.4.1.6. ActiveAction
	4.3.4.1.7. ActiveActionFile
	4.3.4.1.8. ActiveNode
	4.3.4.1.9. ActiveProject
	4.3.4.1.10. ActiveProject
	4.3.4.1.11. ActiveSequence
	4.3.4.1.12. ActiveSequenceFile
	4.3.4.1.13. ActiveTestItem
	4.3.4.1.14. ActiveTestPlan
	4.3.4.1.15. ActiveUutCategory
	4.3.4.1.16. ApplicationManager
	4.3.4.1.17. ExecWindow
	4.3.4.1.18. NodeTreeView
	4.3.4.1.19. OutcomesView
	4.3.4.1.20. OutputView
	4.3.4.1.21. ParametersView
	4.3.4.1.22. PlotControl
	4.3.4.1.23. ReportConfig
	4.3.4.1.24. ReportView
	4.3.4.1.25. SeqExecMainMenu
	4.3.4.1.26. SeqExecToolBar
	4.3.4.1.27. SequenceFileComboBox
	4.3.4.1.28. StepTreeView
	4.3.4.1.29. TestItemListView
	4.3.4.1.30. TestPlanTreeView
	4.3.4.1.31. TestResultsView
	4.3.4.1.32. UUTComboBox
	4.3.4.1.33. VariablesView
	4.3.4.1.34. WatchView

	4.3.4.2. 方法
	4.3.4.2.1. CloseActionFile
	4.3.4.2.2. CloseProject
	4.3.4.2.3. CloseSequenceFile
	4.3.4.2.4. Continue
	4.3.4.2.5. GetActionFileObj
	4.3.4.2.6. GetSequenceFileObj
	4.3.4.2.7. Initialize
	4.3.4.2.8. OpenActionFile
	4.3.4.2.9. OpenProject
	4.3.4.2.10. OpenProjectByDialog
	4.3.4.2.11. OpenSequenceFile
	4.3.4.2.12. RequestPause
	4.3.4.2.13. RequestStop
	4.3.4.2.14. RunActiveAction
	4.3.4.2.15. RunActiveNode
	4.3.4.2.16. RunActiveSequence
	4.3.4.2.17. StartRunEntryPoints
	4.3.4.2.18. StartRunActions
	4.3.4.2.19. StartRunSequences
	4.3.4.2.20. RunTestItemsOfActiveUUT
	4.3.4.2.21. RunTestPlansOfActiveUUT
	4.3.4.2.22. SaveActiveActionFile
	4.3.4.2.23. SaveActiveSequenceFile
	4.3.4.2.24. ShowResourceManager
	4.3.4.2.25. Uninitialize



	4.4. TCExecEventNotifier
	4.4.1. 功能介绍
	4.4.2. 添加控件
	4.4.3. 属性设置
	4.4.3.1. DesignTimeAssistant属性
	4.4.3.2. AssociatedSourceFile属性
	4.4.3.3. ExecutionManager属性
	4.4.3.4. ExecEvents属性
	4.4.3.5. AutoAdvise属性

	4.4.4. 事件设置
	4.4.5. 接口描述

	4.5. TCDataSource
	4.5.1. 功能介绍
	4.5.2. 添加控件
	4.5.3. 属性设置
	4.5.3.1. DesignTimeAssistant属性
	4.5.3.2. AssociatedSourceFile属性
	4.5.3.3. AutoConnect属性
	4.5.3.4. ExecutionManager属性
	4.5.3.5. Bindings属性
	4.5.3.5.1. Name属性
	4.5.3.5.2. DataSourceExpression属性
	4.5.3.5.3. CustomStoreExpression属性
	4.5.3.5.4. AccessMode属性

	4.5.3.6. UpdatePersistent属性

	4.5.4. 接口描述
	4.5.4.1. 方法
	4.5.4.1.1. Connect
	4.5.4.1.2. Disconnect
	4.5.4.1.3. ReadValue
	4.5.4.1.4. WriteValue



	4.6. TCActionExecMainMenu
	4.6.1. 功能介绍
	4.6.2. 属性设置
	4.6.3. 接口描述
	4.6.3.1. 属性
	4.6.3.1.1. ExecWindow
	4.6.3.1.2. MenuItemFile
	4.6.3.1.3. MenuItemLogin
	4.6.3.1.4. MenuItemLogout
	4.6.3.1.5. MenuItemOpen
	4.6.3.1.6. MenuItemClose
	4.6.3.1.7. MenuItemMRU
	4.6.3.1.8. MenuItemExit
	4.6.3.1.9. MenuItemExec
	4.6.3.1.10. MenuItemRunAll
	4.6.3.1.11. MenuItemDebug
	4.6.3.1.12. MenuItemDebugAll
	4.6.3.1.13. MenuItemRun
	4.6.3.1.14. MenuItemStop
	4.6.3.1.15. MenuItemPause
	4.6.3.1.16. MenuItemSingleStep
	4.6.3.1.17. MenuItemTestUUT
	4.6.3.1.18. MenuItemClearBreakPoints
	4.6.3.1.19. ShowLogMenu

	4.6.3.2. 方法
	4.6.3.2.1. UpdateMRUMenuItem


	4.6.4. 相关代码
	4.6.5. 应用效果

	4.7. TCActionExecToolBar
	4.7.1. 功能介绍
	4.7.2. 属性设置
	4.7.3. 接口描述
	4.7.3.1. 属性
	4.7.3.1.1. ExecWindow
	4.7.3.1.2. ButtonOpen
	4.7.3.1.3. ButtonClose
	4.7.3.1.4. ButtonRun
	4.7.3.1.5. ButtonRunAll
	4.7.3.1.6. ButtonStop
	4.7.3.1.7. ButtonPause


	4.7.4. 相关代码
	4.7.5. 应用效果

	4.8. TCActionFileComboBox
	4.8.1. 功能介绍
	4.8.2. 属性设置
	4.8.3. 相关代码
	4.8.4. 应用效果

	4.9. TCActionListView
	4.9.1. 功能介绍
	4.9.2. 属性设置
	4.9.3. 接口描述
	4.9.3.1. 属性
	4.9.3.1.1. ActiveAction
	4.9.3.1.2. CheckedActions

	4.9.3.2. 方法
	4.9.3.2.1. SetActionFile


	4.9.4. 相关代码
	4.9.5. 应用效果

	4.10. TCActionTabControl
	4.10.1. 功能介绍
	4.10.2. 属性设置
	4.10.3. 接口描述
	4.10.3.1. 属性
	4.10.3.1.1. CheckBoxVisible
	4.10.3.1.2. ContextMenuVisible

	4.10.3.2. 方法
	4.10.3.2.1. GetActiveAction
	4.10.3.2.2. GetActiveNode
	4.10.3.2.3. SetActiveAction
	4.10.3.2.4. SetActiveNode
	4.10.3.2.5. SetActionFile


	4.10.4. 相关代码
	4.10.5. 应用效果

	4.11. TCEntryPointListView
	4.11.1. 功能介绍
	4.11.2. 属性设置
	4.11.3. 接口描述
	4.11.3.1. 属性
	4.11.3.1.1. ActiveEntryPoint
	4.11.3.1.2. CheckedEntryPoints
	4.11.3.1.3. Execution

	4.11.3.2. 方法
	4.11.3.2.1. SetTestProgram


	4.11.4. 相关代码
	4.11.5. 应用效果

	4.12. TCNodeTreeView
	4.12.1. 功能介绍
	4.12.2. 属性设置
	4.12.3. 接口描述
	4.12.3.1. 属性
	4.12.3.1.1. Action
	4.12.3.1.2. ContextMenuVisible

	4.12.3.2. 方法
	4.12.3.2.1. SetAction


	4.12.4. 相关代码
	4.12.5. 应用效果

	4.13. TCOutcomesView
	4.13.1. 功能介绍
	4.13.2. 属性设置
	4.13.3. 接口描述
	4.13.3.1. 属性
	4.13.3.1.1. ColumnHeaderDuration
	4.13.3.1.2. ColumnHeaderLimit
	4.13.3.1.3. ColumnHeaderMeasureValue
	4.13.3.1.4. ColumnHeaderNominalValue
	4.13.3.1.5. ColumnHeaderOutcome
	4.13.3.1.6. ColumnHeaderTest
	4.13.3.1.7. ExecWindow


	4.13.4. 相关代码
	4.13.5. 应用效果

	4.14. TCOutputView
	4.14.1. 功能介绍
	4.14.2. 属性设置
	4.14.3. 接口描述
	4.14.3.1. 方法
	4.14.3.1.1. Clear
	4.14.3.1.2. OutputText


	4.14.4. 相关代码
	4.14.5. 应用效果

	4.15. TCParametersView
	4.15.1. 功能介绍
	4.15.2. 属性设置
	4.15.3. 接口描述
	4.15.3.1. 方法
	4.15.3.1.1. UpdateView


	4.15.4. 相关代码
	4.15.5. 应用效果

	4.16. TCPlotControl
	4.16.1. 功能介绍
	4.16.2. 属性设置
	4.16.3. 相关代码
	4.16.4. 应用效果

	4.17. TCReportView
	4.17.1. 功能介绍
	4.17.2. 属性设置
	4.17.3. 相关代码
	4.17.4. 应用效果

	4.18. TCSeqExecMainMenu
	4.18.1. 功能介绍
	4.18.2. 属性设置
	4.18.3. 接口描述
	4.18.3.1. 属性
	4.18.3.1.1. ExecWindow
	4.18.3.1.2. MenuItemFile
	4.18.3.1.3. MenuItemLogin
	4.18.3.1.4. MenuItemLogout
	4.18.3.1.5. MenuItemOpen
	4.18.3.1.6. MenuItemClose
	4.18.3.1.7. MenuItemMRU
	4.18.3.1.8. MenuItemExit
	4.18.3.1.9. MenuItemExec
	4.18.3.1.10. MenuItemRunAll
	4.18.3.1.11. MenuItemDebug
	4.18.3.1.12. MenuItemDebugAll
	4.18.3.1.13. MenuItemRun
	4.18.3.1.14. MenuItemStop
	4.18.3.1.15. MenuItemPause
	4.18.3.1.16. MenuItemSingleStep
	4.18.3.1.17. MenuItemTestUUT
	4.18.3.1.18. MenuItemClearBreakPoints
	4.18.3.1.19. ShowLogMenu

	4.18.3.2. 方法
	4.18.3.2.1. UpdateMRUMenuItem


	4.18.4. 相关代码
	4.18.5. 应用效果

	4.19. TCSeqExecToolBar
	4.19.1. 功能介绍
	4.19.2. 属性设置
	4.19.3. 接口描述
	4.19.3.1. 属性
	4.19.3.1.1. ExecWindow
	4.19.3.1.2. ButtonOpen
	4.19.3.1.3. ButtonClose
	4.19.3.1.4. ButtonRun
	4.19.3.1.5. ButtonRunAll
	4.19.3.1.6. ButtonStop
	4.19.3.1.7. ButtonPause


	4.19.4. 相关代码
	4.19.5. 应用效果

	4.20. TCSequenceFileComboBox
	4.20.1. 功能介绍
	4.20.2. 属性设置
	4.20.3. 相关代码
	4.20.4. 应用效果

	4.21. TCSequenceListView
	4.21.1. 功能介绍
	4.21.2. 属性设置
	4.21.3. 接口描述
	4.21.3.1. 属性
	4.21.3.1.1. ActiveSequence
	4.21.3.1.2. CheckedSequences

	4.21.3.2. 方法
	4.21.3.2.1. SetSequenceFile


	4.21.4. 相关代码
	4.21.5. 应用效果

	4.22. TCStepTreeView
	4.22.1. 功能介绍
	4.22.2. 属性设置
	4.22.3. 相关代码
	4.22.4. 应用效果

	4.23. TCTestItemListView
	4.23.1. 功能介绍
	4.23.2. 属性设置
	4.23.3. 相关代码
	4.23.4. 应用效果

	4.24. TCTestPlanTreeView
	4.24.1. 功能介绍
	4.24.2. 属性设置
	4.24.3. 相关代码
	4.24.4. 应用效果

	4.25. TCTestResultsView
	4.25.1. 功能介绍
	4.25.2. 属性设置
	4.25.3. 相关代码
	4.25.4. 应用效果

	4.26. TCUUTComboBox
	4.26.1. 功能介绍
	4.26.2. 属性设置
	4.26.3. 相关代码
	4.26.4. 应用效果

	4.27. TCVariablesView
	4.27.1. 功能介绍
	4.27.2. 属性设置
	4.27.3. 相关代码
	4.27.4. 应用效果

	4.28. TCWatchView
	4.28.1. 功能介绍
	4.28.2. 属性设置
	4.28.3. 相关代码
	4.28.4. 应用效果

	4.29. TCTestProgramComboBox
	4.29.1. 功能介绍
	4.29.2. 属性设置
	4.29.3. 相关代码
	4.29.4. 应用效果


	5. 操作员界面开发模板
	6. 操作员界面开发示例
	6.1. 示例一：利用操作员界面模板创建操作员界面工程
	6.1.1. 关联测试工程
	6.1.2. 测试数据交互
	6.1.3. 事件绑定触发

	6.2. 示例二：多测试执行操作员界面开发
	6.2.1. 概述
	6.2.2. 设计思路
	6.2.3. 配置文件
	6.2.4. 主程序功能
	6.2.5. TestCenter提供的支持
	6.2.5.1. OperatorUIViewMapConfigFile类
	6.2.5.2. 其它2个类
	6.2.5.3. IOperatorUIView接口
	6.2.5.4. 使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