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stDirector使用手册 

1：简介 

TestDirector是MI（Mercury Interactive）公司一个测试管理工具，是业界第一个基于Web
的测试管理系统,它可以在您公司内部或外部进行全球范围内测试的管理。通过在一个整体
的应用系统中集成了测试管理的各个部分，包括需求管理，测试计划，测试执行以及错误跟

踪等功能，TestDirector极大地加速了测试过程。  
电子商务正影响着许多公司制定计划和建立自己的IT系统。很快，一个Web应用软件就

能被创建，开发并立即展现在您的客户、供应商或合作伙伴的面前。然而，由于紧凑的开发

计划和复杂的系统基构，Web应用软件的测试经常是被忽视的。为了与新经济同步， 您必
须开发经过系统测试的高品质的网络应用软件。  
您需要设立一个中央点来管理测试过程。一套基于Web的测试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协同

合作的环境和一个中央数据仓库。由于测试人员分布在各地，您需要一个集中的测试管理系

统能让测试人员不管在何时何地都能参与整个测试过程。IT部门增长地会非常快，人员也会
不断流动。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培训新的测试人员，教会他们所有与测试有关的知识技术。

重点在于管理复杂的开发和测试过程，改善部门间的沟通， 加速您测试的成功。  
TestDirector能消除组织机构间、地域间的障碍。它能让测试人员、开发人员或其它的IT

人员通过一个中央数据仓库，在不同地方就能交互测试信息。TestDirector将测试过程流水化
——从测试需求管理，到测试计划，测试日程安排，测试执行到出错后的错误跟踪——仅在

一个基于浏览器的应用中便可完成，而不需要每个客户端都安装一套客户端程序。  
 

需求管理  
程序的需求驱动整个测试过程。TestDirector 的Web 界面简化了这些需求管理过程，以

此您可以验证应用软件的每一个特性或功能是否正常。通过提供一个比较直观的机制将需求

和测试用例、测试结果和报告的错误联系起来，从而确保能达到最高的测试覆盖率。  
一般有2 种方式可将需求和测试联系起来。其一，TestDirector 捕获并跟踪所有首次发

生的的应用需求。您可以在这些需求基础上生成一份测试计划，并将测试计划对应与您的需

求。例如，您或许有25个测试计划可对应同一个应用需求。您一定能方便地管理需求和测试
计划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多对多的关系，确保每一个需求都经过测试。其二，由于Web 应
用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需求管理允许测试人员加减或修改需求，并确定目前的应用需求已

拥有了一定的测试覆盖率。它们帮助决定一个应用软件的哪些部分需要测试，哪些测试需要

开发，是否完成的应用软件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对于任何动态地改变Web 应用，必须审阅
您的测试计划是否准确，确保其符合最当前的应用要求。 
 
计划测试  
测试计划的制定是测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为整个测试提供了一个结构框架。

TestDirector的Test Plan Manager 在测试计划期间，为测试小组提供一个关键要点和Web 界
面来协调团队间的沟通。  

Test Plan Manager 指导测试人员如何将应用需求转化为具体的测试计划。这种直观的结
构能帮助您定义如何测试您的应用软件，从而您能组织起明确的任务和责任。Test Plan 



Manager提供了多种方式来建立完整的测试计划。您可以从草图上建立一份计划，或根据您
用Requirements Manager所定义下的应用需求，通过Test Plan Wizard 快捷地生成一份测试计
划。如果您已经将计划信息以文字处理文件形式，如Microsoft Word 方式储存，您可以再利
用这些信息，并将它导入到Test Plan Manager。它把各种类型的测试汇总在一个可折叠式目
录树内，您可以在一个目录下查询到所有的测试计划。例如，你可以将人工和自动测试，如

功能性的，还原和负载测试方案结合在同一位置。  
Test Plan Manager 还能进一步的帮助您完善测试设计和以文件形式描述每一个测试步

骤，包括对每一项测试，用户反应的顺序，检查点和预期的结果TestDirector 还能为每一项
测试连加附属文件，如Word ，Excel ，HTML ，用于更详尽的记录每次测试计划。  

Web 网络应用日新月异，您的应用需求也随之不断改变。您需要相应地更新您的测试
计划，优化测试内容。即使频繁的更新，TestDirector 仍能简单地将应用需求与相关的测试
对应起来。TestDirector 还可支持不同的测试方式来适应您公司特殊的测试流程。  
多数的测试项目需要一个有人工与自动测试的结合，包括健全，还原和系统测试。但即

使符合自动测试要求的工具，在大部分情况下也需要人工的操作。启用一个演变性的而非革

新性的自动化切换机制，能让测试人员决定哪些重复的人工测试可转变为自动脚本以提高测

试速度。  
TestDirector 还能简化将人工测试切换到自动测试脚本的转化，并可立即启动测试设计

过程。  
 

安排和执行测试  
一旦测试计划建立后，TestDirector 的测试实验室管理为测试日程制订提供一个基于

Web 的框架。它的Smart Scheduler根据测试计划中创立的指标对运行着的测试执行监控。  
当网络上任何一台主机空闲，测试可以彻夜执行于其上。Smart Scheduler 能自动分辨

是系统还是应用错误，然后将测试重新安排到网络上的其他机器。  
对于不断改变的Web 应用，经常性的执行测试对于追查出错发生的环节和评估应用质

量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些测试的运行都要消耗测试资源和时间。使用Graphic Designer 
图表设计，您可以很快地将测试分类以满足不同的测试目的，如功能性测试，负载测试，完

整性测试等。它的拖动功能可简化设计和排列在多个机器上运行的测试，最终根据设定好的

时间、路径或其它测试的成功与否，为序列测试制订执行日程。Smart Scheduler 能让您在
更短的时间内，在更少的机器上完成更多的测试。  
用WinRunner , Astra QuickTest ,Astra LoadTest 或LoadRunner 来自动运行功能性或负载

测试，无论成功与否，测试信息都会被自动汇集传送到TestDirector 的数据储存中心。同样，
人工测试也以此方式运行。  
 
缺陷管理  
当测试完成后，项目经理必须解读这些测试数据并将这些信息用于工作中。当有出错发

现时，他们还要指定相关人员及时纠正。  
TestDirector 的出错管理直接贯穿作用于测试的全过程，以提供管理系统终端-终端的出

错跟踪—从最初的问题发现到修改错误再到检验修改结果。由于同一项目组中的成员经常分

布于不同的地方，TestDirector 基于浏览器的特征，使出错管理能让多个用户何时何地都可
通过Web 查询出错跟踪情况。利用出错管理，测试人员只需进入一个URL ，就可汇报和更
新错误，过滤整理错误列表并作趋势分析。在进入一个出错案例前，测试人员还可自动执行

一次错误数据库的搜寻，确定是否已有类似的案例记录。这一查寻功能可避免重复劳动。  
 



图形化和报表输出  
测试过程的最后一步是分析测试结果，确定应用软件是否已布属成功或需要再次的测

试。  
TestDirector 常规化的图表和报告和在测试的任一环节帮助您对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TestDirector 还以标准的HTML 或Word 形式提供一种生成和发送正式测试报告的一种

简单方式。测试分析数据还可简便地输入到一种工业标准化的报告工具，如Excel ，
ReportSmith ，CrystalReports ，和其它类型的第三方工具。  

1. 1使用测试管理工具的目的 

使用测试管理工具的好处 
组织级管理者的好处：清晰的掌握测试人员的工作情况（工作效率、工作进展）；清晰的掌

握项目的进展情况；轻松的进行成本控制；客观的、准确的进行测试人员的绩效考核 
 
项目经理的好处：清晰的掌握项目的进展情况；轻松的进行项目的需求控制 
 
开发人员的好处：清晰、快捷的了解自己开发程序的质量情况；及时的修改程序缺陷 
 
测试人员的好处：方便的管理测试用例；实时的进行测试计划管理；充分的利用测试资源；

全面的记录所有执行测试工作及结果；方便的管理自动测试；全面、客观的掌握软件质量 
 
SQA 的好处：全面、客观的掌握软件质量；轻松的收集软件质量信息；轻松的进行软件质
量监控 
 
使用测试管理工具的不利因素： 
要学习新工具的使用； 
由于测试人员的工作情况太直观的暴露给领导，会给测试人员带来一定的心里压力，并且可

能会产生情绪； 
在执行测试阶段由于可以将功能点的测试时间进行量化，会给测试人员带来巨大的工作压

力； 
对测试人员的测试水平要求提高了（例如自动测试、测试效率、测试用例的编写水平等）； 
 
综上所述，使用测试管理工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能够很好的克服不利因素，就

可以为我们在整个软件活动中带来很好的效果。 



1.2测试管理过程 

 
就是指定需求－》计划测试－》执行测试－》记录缺陷 



1. 3指定需求 

 

就是定义测试范围－》建立需求－》描述需求－》分析需求 
 
 



1. 4计划测试 

 
就是定义测试策略－》定义测试主题－》定义测试－》建立测试覆盖－》设计测试步骤－》

自动测试－》分析测试计划 



1. 5执行测试 

 
就是建立测试集合（一般为一个 build）－》测试执行表－》手工测试（自动测试）－》分
析测试结果（按集合） 

1. 6记录缺陷 

 

就是添加缺陷－》检查新缺陷－》修改开放缺陷－》验证缺陷－》分析缺陷数据 



1. 7用户权限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权限，tesdirector默认定义了四种权限，分别为 viewer、developer、project 
manager、QAtester。而且可以通过权限配置你所需要的其他角色。 

1. 8导出到 word 

 

点击 菜单，弹出 

 

点击 Doucument Generator子菜单 



 

这个界面就可以将需求、主题树、测试列表、测试执行、缺陷报告导出为 word 

1. 9导出到 excel 

同 1.8导出到 word，这里略 

2：常用功能 

2. 1进入 TestDirector 

如下为 TestDirector的主界面 



 

选择你要登录的项目名称，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 登录系统（如果没有

帐户，请找系统管理员） 

 



 

点击 菜单，弹出子菜单 

 

点击 change passwrod子菜单 

 
这个界面可以更换你的用户密码 
 

2.2 TestDirector数据操作 

定义列 

点击工具栏 按钮 

 



这个界面就可以将列设置为可见或者不可见 
 
数据过滤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这个界面就可以按照字段进行数据过滤 
 
记录分类 

点击工具栏 按钮 

点击【sort】标签页 



 
这个界面就可以按照字段进行分类 
 
刷新和清除设置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就可以清除过滤和分类的设置 

 
保存数据到文件 
在一个表格的界面下，例如下图 

 
点击右键，弹出如图右键菜单 



 
点击 save as子菜单，弹出 

 
你就可以将表格中的数据保存为你需要格式的文件了。 

2. 3添加附件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出 

 
这个界面就可以添加附件了。添加附件的类型有文件、url链接、抓图、系统信息。 



2.4使用自己喜欢的界面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弹出菜单 

 
点击 add to favorites子菜单 

 

就可以将自己喜欢的记录分类、数据过滤、图像显示保存下来。 

3：系统管理员操作说明 

3.1系统安装： 

3.1.1系统配置： 

服务端配置： 
平台 An IBM-PC or compatible with a Pentium® II or III /266 MHz or 

higher microprocessor. 
内存 At least 128 MB of RAM memory. For improved performance, 

256 MB is recommended for Windows NT 4.0. 
硬盘大小 At least 90 MB of free disk space is required for installing 

TestDirector on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machine. At least 

another 120 MB of disk space is required for virtual memory. 
 

操作系统 Windows NT 4.0 Server/Workstation with Service Pack 3 or 

higher 

Windows 2000 Server/Professional 
web服务 Windows NT 4.0 Server: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4.0 

Windows NT 4.0 Workstation: Personal Web Server (PWS) 4.0 

 Windows 2000 Server/Professional: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 (IIS) 5.0 

数据库 Oracle: 7.3, 8.0.x (excluding 8.0.3), 8.1.5, or 8.1.6 (works with 

Oracle 8.0.5 or 8.0.6 client only, also requires BDE to be 

upgraded to 5.11.) 



Microsoft SQL Server: 6.5 (requires Service Pack 5a), 7.0, or 

2000. 

Sybase: up to version 11.9 

Microsoft Access: ODBC 4.0 
 
客户端配置： 

平台 An IBM-PC or compatible with a Pentium® /100 MHz or higher 

microprocessor. 
内存 64 MB 

硬盘大小 10 MB of free disk space 
操作系统 Windows 95 OSR2 

 Windows 98 SE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Server 

Windows NT 4.0 Workstation/Server 
浏览器 Color palette setting of 256 colors or higher (65536 colors or 

higher recommended). Resolution 800x600 minimum 

(1024x768 or higher recommended). 
附带 Microsoft Word 97 or higher (in order to access TestDirector’s 

Document Generator). 
 

3.1.2安装步骤 

步骤 1：安装数据库客户端 
具体方法略 
 
步骤 2：安装 TestDirector 
1． 在安装盘下执行 setup.exe文件 
2． 弹出如下图的界面 



 
3． 点击【next】按钮，进入下一个界面 

 
4． 输入如图的序列号，点击【next】按钮 



 
5．选择你想安装的数据库类型，点击【next】按钮 

 
5． 输入安装路径，点击【next】按钮 



 
6． 配置好邮件服务，点击【next】按钮 

 
7． 设置好虚拟目录名，点击【next】按钮 



 
8． 点击【install】按钮，开始安装 

 
9． 安装就会完成 



步骤 3：安装 TestDirector套件包 
1．在 IE浏览器的 URL中输入如下地址：http://hjh\tdbin\default.htm 

 

2.点击 plug-Ins page链接 

3.这个界面中就可以下载套件并安装（说明：我已经下载了整个 TestDirector的套件） 



3.2工程配置： 

3.2.1开始工程配置： 

进入 TestDirector的主界面 

 

点击 full TestDirector链接 

 



点击界面中的 按钮 

 

选择你要配置的工程名称，点击 按钮 

 
点击 change password链接 

 
这个界面可以更改管理员的密码 
 



3.2.2配置工程： 

配置项目实体 

 
点击 customize project entities 链接 

 
这个界面可以添加字段，也可以将英文字段转化为中文字段 
 



配置项目列表 

 
点击 customize project lists 链接 

 



这个界面可以添加字段中的选择项 
 

3.2.3配置用户 

 
点击 setup users链接 

 

这个界面可以添加用户，还可以赋予用户角色 



3.2.4配置用户组权限 

 
点击 setup groups 链接 



 
这个界面可以添加角色 
点击【change】按钮 



 
这个界面可以修改角色的权限 



3.2.5邮件配置 

 
点击 configure mail链接 

 
这个界面可以配置邮件的触发条件 



3.3工程管理： 

3.3.1管理工程 

选择 开始 >程序 > TestDirector 7.2 >Project Administration Utility 

 
点击【ok】按钮 

 

 连接一个工程 

  新建一个工程 

 从以前老版本的库中的工程升级为新版本中的工程 



  删除一个工程，而且这个工程再也不能恢复了 

 检查工程库中集成的信息 

  类似于 windows中的 ping命令，查看是否可以 ping通这个工程 

 恢复工程 

 将一个工程从工程列表中移去，可以恢复回来 

 改变工程库的路径 

修改管理员的密码 
选择 Tools > Change Password 

 

这个界面可以修改工程管理员的密码 

3.3.2查看功能数据 

点击 按钮 



 
这样就可以看到工程库中每个表及视图的数据了 

3.3.3使用服务管理 

点击 开始 > 程序 > TestDirector 7.2 > Server Manager. 



 
点击【general】标签页 
这个界面可以设置日志文件、最大连接数、重构工程列表 
 
点击【mail】标签页 



 
这个界面可以设置邮件服务的协议 
 
点击【licenses】标签页 



 
这个界面管理 TestDirector的 licenses 
 
点击【users】标签页 



 
这个界面可以监视用户链接 TestDirector服务的情况 

4：测试人员操作说明 

4.1指定需求 

这个章节的目的是让用户知道怎么使用 TestDirecotr来管理和定义测试需求。 
指定需求的工作流： 
步骤一：定义测试范围： 
测试团队通过收集所有有用的文档（包括市场和业务需求文档、系统需求文档），来确

定测试范围（测试目标、对象及策略）。在你确定测试范围的时候你应该先问一下自己下面

几个问题： 
你要测试的软件的使用目的及方向是什么? 
你要测试的软件的使用特性是什么? 
哪个功能点是这个软件中相对重要的？ 
哪个功能点在这个软件中存在高风险？ 
测试优先级是什么？ 
客户或者最终用户是否同意你的测试优先级？ 
你的质量目标是什么？ 



 
步骤二：建立需求大纲 
如图为指定需求的界面： 

 
1）建立需求树： 

点击工具栏 按钮，在需求树上就会增加如图的一行 



 
然后修改标题即可。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就会在需求树上添加一个子项。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就可以添加一个附件。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弹出测试覆盖的窗口 



 
测试覆盖起到了把需求同测试进行关联到一起的作用，到后面会详细描述的。 
 
2）在需求树上查询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点击【Find in Field】下拉框，选择要查询字段。然后在 Value to Find中输入你要在项目树

上查找的关键字，点击 按钮即可查询。如图为查询的结果： 



 

选中你要查看的结果，点击 按钮，焦点就会移动到你想查看的需求节点上去了。 

 
3）在需求树上查看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缩放需求树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进行需求树的刷新 

点击 、 按钮，可以收缩和展开需求树 
在需求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Associated Defects】 

 
这个窗口会显示与这个需求相对应的 bug。 
 
4）修改需求树 
重命名节点：在项目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Rename】，就可以修改项目树上的节点名称了 



复制节点：在项目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Copy】，然后在点击右键菜单【Paste > Paste】，
就可以粘贴一个需求节点了，如果点击右键菜单【Paste > Paste as Child】，则会粘贴为一个
子节点。 
剪切节点：在项目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Cut】，然后在点击右键菜单【Paste > Paste】，
就可以粘贴一个需求节点了，如果点击右键菜单【Paste > Paste as Child】，则会粘贴为一个
子节点。 
 
5）删除需求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删除需求节点 

 
6）从需求上建立测试 
在项目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Create Test】 

 

点击 按钮，这条需求就建立为一条测试了。然后相应的在测试树上就会有这条记

录，并且这条测试就会和这条需求关联起来。 
 
步骤三：描述需求 



 
这个时候可以根据测试目标、对象及策略设置测试需求的优先级、类型及产品，而项目经理

需要关心的则是测试需求的覆盖状态，SQA关心的则是测试需求是否检查，检查这项应该通
过评审完成。 
优先级：分为low（低）、Medium（中等）、high（高）、very high（很高）、Urgent（紧急）
五个级别 
类型：software（软件）、Hardware（硬件） 
产品：可自己定义 
覆盖状态： 
not covered（没有覆盖）即没有建立对应的测试 
Passed（通过） 
Not Completed（没有完成）测试了部分，但是还没有完成 
No Run（没有测试）还没有开始测试 
Failed（失败）已经完成测试，但是测试没有通过 
 
步骤四：分析需求 
通过报表菜单生成需求定义报表 
点击菜单reports>requriment coverage report，可以生成需求覆盖表报 



 
 
通过图表菜单生成需求定义图表 
点击菜单grahps>summary ，可以生成概要图报 

 



4.2计划测试 

这个章节的目的是让用户知道怎么使用 TestDirecotr来管理测试计划 
 
测试计划的工作流程： 
步骤一：定义测试策略 
定义测试策略的时候有两个基本问题： 
你将怎么测试应用程序？ 
例如你会使用什么测试技术（如压力测试、安全性测试、确认测试等） 
你需要什么资源？ 
例如你需要什么资源测试（人、硬件等）；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步骤二：定义测试主题 
1． 建立测试计划树 
图为测试计划的主界面：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 

 



输入你想添加的测试计划名称，点击 按钮，就可添加成功。 

 
步骤三：定义测试 
1．将测试加入到计划树中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选择测试类型【Test Type】下拉框。输入测试名称，点击 按钮，即可添加成功。 

 
测试类型： 
Manual：手工测试 
WR Automated：winrunner 自动测试 
QuickTest Test：QTP 自动测试 
VAPI Test：Visual API 
 
标签页： 
details：描述信息 
design steps：测试步骤 



test scripts：测试脚本（自动测试时才有效） 
attachments：附件 
reqs coverages：需求覆盖 
 
2． 查看测试计划树 
点击 、 按钮可以展开和收缩测试计划树 
测试图标： 

 手工测试 

 winrunner测试工具测试 

 QTP 测试工具测试 

 Visual API 测试 

 已经定义测试步骤的测试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刷新测试计划树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可以过滤或者分类测试计划树上的数据 

 
3．将 bug关联到测试上 
在测试树上点击右键菜单【Associated Defects】 

 

点击 按钮 



 

点击 按钮 

 

点击想要关联上此测试的 bug，点击 按钮即可 

 
4．查找测试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输入想查找的关键字，勾选上【include tests】，点击 按钮。 



 

选中你要查找的记录，点击 按钮，焦点就会移动到你想要查找的记录上去。 

 
5．测试计划树分类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这个界面中就可以进行分类了 
 
6．修改测试计划树 
重命名节点：在测试计划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Rename】，就可以修改项目树上的节点
名称了 

删除测试：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就可以删除一个测试节点了 

 
步骤四：建立测试覆盖 
先说一下测试覆盖的作用，测试覆盖就是用例描述需求与测试之间的关系。需求与测试之间

可以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以是一对多的关系，也可以是多对多的关系。 



点击 Reqs Coverage标签页 

 

点击 按钮 

 
会弹出上图右边的需求树，在需求树上点击右键菜单【add to coverage】，即可关联成功。 



还有一种方法： 
在定义需求的界面中 

 

点击 按钮 

 



如上图的界面的右边，会显示出测试计划树，点击右键菜单中的【add to coverage】，即可关
联成功。 
 
步骤五：设计测试步骤 
点击 design steps标签页 

 

点击 按钮，可以编辑测试步骤 

点击 按钮，可以添加测试步骤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测试步骤 

点击 按钮，可以生成自动测试脚本模板 

 
步骤六：自动测试 
1．首先说一下什么时候不该用自动测试： 
手工很容易测试的程序。 
只需要测试一次的程序。 
要马上进行测试的程序。 
要使用直觉和经验才能测试的程序。 
不可预知结果的程序。 
2．什么时候该用自动测试 
要经常执行测试的程序。 
压力测试。（例如多用户执行、一个程序执行几万遍） 



3． 使用自动测试 

在测试步骤的界面中，点击 按钮，弹出如下菜单 

 
选择【wr-automated】菜单 
然后系统会自动生成 winrunner自动测试的模板，点击【test script】标签页 

 

然后在编辑框中编写自动测试的代码，点击 按钮，将会调出 winrunner自动测试

工具（前提条件是安装了 winrunner） 



 
然后就可以开始自动测试了 
 
步骤七：分析测试计划 
类似于需求分析 

4.3执行测试 

这个章节的目的是让用户知道怎么使用 TestDirecotr来管理测试进度 
执行测试的工作流程 
步骤一：建立测试集合 

测试集合就是在执行测试过程中进行的一组测试活动，例如一个 build版本的测试就可
以算做一个测试集合。也可以把一个测试阶段当成一个测试集合，例如单元测试阶段也可以

作为一个测试集合。 
1． 添加一个测试集合 
执行测试的主界面 



 

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 

 

在【test set name】输入框中输入测试集合名称，点击 按钮，即可添加成功 

 
2．将测试加入到测试集合中 

在工具栏上点击 按钮 



 
会弹出上图右边的测试树，在测试树上点击右键菜单中的【add to test set】，则测试就加入到
测试集合中去了。 
 
3.管理一个测试集合 
在执行测试树上点击右键菜单【test set properties】 

 
这个界面可以设置测试集合的属性。例如测试集合的状态（status） 



 
步骤二：测试执行表 

 
这个时候测试负责人就应该安排测试的执行表，执行表包括测试人、测试主机名称、测试执

行日期、测试执行时间 
点击【execute flow】标签页可以设置自动测试的执行计划 

 



 
步骤三：执行手工测试（自动测试） 

在没有执行测试之前，它的状态都是【NO Run】的状态，等到执行测试以后它的状态
会根据测试结果而发生变化。 
执行手工测试的时候按以下步骤执行： 
在测试应用测试的时候，要遵循测试用例中的测试步骤的详细描述进行测试 
比较时间的测试结果与预期的结果是否一致 
标记每一个步骤是 passed 或者 failed 
如果一个步骤失败，记录下实际的测试结果 
 
1．执行手工测试 

点击 按钮 

 

点击 按钮 



 

如果测试步骤通过，点击 按钮即可 

如果测试步骤没有通过，点击 按钮即可，然后在【Actual Result】输入框中输入

时间的测试结果，点击 按钮，可以记录下这个 bug 

执行完所有的测试步骤后，点击 按钮，结束这个测试。 

还有就是测试用例可以执行多次，而测试的状态为最后一次执行的结果。例如： 

点击一条测试用例，点击 按钮，进入这个测试用例的属性界面 



 
可以看到这条测试用例执行过四次，而最后一次它执行的结果为 failed，所以它最终的

显示结果也会为 failed。 

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曾经执行过的测试。 

 
2． 执行自动测试 

点击 按钮 



 

点击【run on host】输入框中的 按钮 

  
选择一台主机即可（注意这台主机上必须安装了相应的自动测试工具） 

点击 按钮，执行自动测试。点击 按钮，执行所有的自动测试，自动

测试的执行次序会按照先前自动测试执行计划来进行。如果你设置了自动测试的执行时间，

它会在你指定的时间才会执行自动测试，这点要注意。 

点击 按钮，可以停止正在执行的自动测试。 

在执行完自动测试以后，系统会给你一个自动测试的结果。或者点击【run > viwe execution 
log】菜单查看自动测试的测试结果。 



 
 
设置远程主机 
点击【hosts > host manager】菜单 



 

点击 按钮，可以收集到局域网中主机。 

 
自动测试执行顺序 
点击【view > order tests】菜单 

 
这个界面可以调整自动测试执行的先后顺序。 



 
步骤四：分析测试结果 

在测试执行的属性界面中，有四个标签页面 details、all runs、attachments、plan attachment， 
details标签页描述测试执行的基本信息 

 
 
all runs标签页显示在执行测试过程中的信息 



 
 
attachments标签页用来添加附件 



 
 
plan attachments标签页用来显示在测试计划时候添加的附件 



 
 
如果是自动测试的话，还会多出一个标签页面 exec config，它用来设置自动测试在执行过程
中的一些相关参数。 



 
 
执行测试中的生成报表及图表类似于需求分析 

4.4记录缺陷 

这个章节的目的是让用户知道怎么使用 TestDirecotr来管理软件缺陷（bug） 
记录缺陷的工作流程 
步骤一：添加缺陷 
1． 添加缺陷 
如图为记录缺陷的主界面 



 

点击 按钮 



 

点击 按钮，提交这条 bug。 

如果想填写 bug信息错误，点击 按钮，可以清除已经填写的 bug信息。 

点击 按钮，可以添加文件类型的附件 

点击 按钮，可以添加 web类型的附件 

点击 按钮，可以抓图片，并且作为附件 



 

点击 按钮，就可以进行抓图了，点击 按钮，就可以将所抓的图做为附件 

点击 按钮，可以记录下测试环境的信息 



 
 
2． 比较缺陷 

再填写完 bug 信息后，有必要进行 bug 比较，点击 按钮，查找是否存

在相同的 bug，如果有相似的 bug，会弹出如图的界面 



 
如果没有相同的 bug，会有如图的提示 

 
 
3． 修改缺陷 

点击 按钮 



 
开发人员填写修改 bug的相关信息，并将 bug状态改 fixed或者 rejected。 
 
4． 查看缺陷历史 
点击【Description/History】 链接 

 
这里会显示 bug的历史信息 
 
3． 发送邮件 

点击 按钮 



 
这个界面可以发送邮件给 bug修改负责人，也可以自动定时发送邮件给 bug修改负责人（由
系统管理员配置） 
 
5． 查看关联的测试 
点击右键菜单中的【associated test】菜单 

 



可以查看这条 bug对应的测试信息 
 
6． 删除缺陷 
点击菜单 【Defects > Delete】，弹出如图的提示信息 

 

点击 按钮，即可删除 bug 

 
步骤二：检查新缺陷 
开发负责人检查是否有new(新)的缺陷，如果的确是bug的话，将它的状态修改为open（开

放），如果发现这条bug提重复或者不是bug时，将它的状态改为closed（关闭）或者Rejected
（拒绝），注Rejected状态的bug可以在bug评审会上确定是closed（关闭）还是open（开放）。
如果开发人员Rejected bug的原因是bug 描述不清，请在回执中注明；如果是其他的原因，
也请在回执中注明清楚。 
 
步骤三：修改开放缺陷 
开发人员修改 open状态的 bug，修改完成后将 bug状态改为 fixed（已修复）状态。 
 
步骤四：验证缺陷 
测试人员在新的 build版本中验证 fixed状态的 bug，如果验证通过，将 bug状态改为 closed
状态；如果验证不通过，将 bug状态改为 reopen（重开放）状态。 
 
步骤五：分析缺陷数据 
类似于需求分析 

5：项目经理操作说明 

5.1指定需求 

对应于 4.1指定需求 

5.2计划测试 

对应于 4.2计划测试 



5.3执行测试 

对应于 4.3执行测试 

5.4记录缺陷 

对应于 4.4记录缺陷 
 

6：开发人员操作说明 

6.1记录缺陷 

对应于 4.4记录缺陷 

7：常见问题解答 

略 
 

8：关于作者 

我是黄继华，希望能与大家在工作上多多交流。本文是我根据 TD7.2 的英文操作手册
翻译而得，如果有遗漏或错误，望大家指正。我的联系方式是：huangjihua1@163.com 

mailto:huangjihua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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