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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基于 TestStand 及 LabVIEW 软件平台，以航电通用故障监控软件为例，从测试架构、测试逻辑等角度，

为航空电子软件自动化测试提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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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estStand and LabVIEW software platform, taking the avionics general fault monitoring software
as an example, ideas and methods are provided for avionics system automation te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st architecture and tes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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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航电系统智能化的发展，航空电子软件规

I：National Instruments Corp.）开发的工业自动化测试

模逐渐扩大，其测试验证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需

验证平台，其提供的测试管理序列和各类仪器接口，

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鉴于版本迭代开发过程中，

成为了实现航空电子软件自动化实现的有效途径。

测试验证工作普遍具有一定的重复性，我们可以引

本文将基于 TestStand 及 LabVIEW 软件平台，以航

入自动化测试来代替这部分重复性工作，从而节省

电系统通用故障监控软件为例，从测试架构、测试

更多人力，以节省软件的开发成本。

接口、设计逻辑等角度，为航空电子软件自动化测

TestStand 和 LabVIEW 是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

试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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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测试及虚拟仪器

37

es），组建起用户所需的测试逻辑。
测试序列是一种开放性的容器，可以加入 Lab-

自动化测试是把以人为驱动的测试行为转换为

VIEW、LabWindows/CVI、C/C++ DLL、.NET、

机器执行并进行比对的一种过程。通常测试用例在

ActiveX/COM、HTBasic 等编写的测试程序，可以

通过评审之后，由测试执行人员根据用例中的步骤

使用 If、For、While、Case 等特殊逻辑，也可以启

执行测试，得到实际结果并与预期结果进行比对。

动外部的 exe 或者调用其他的测试序列等等，使用

在此过程中，为了节省人力、时间或硬件资源，提

起来有较强的灵活性。通过执行这些测试序列文件，

高测试效率，便引入了自动化测试的概念。自动化

我们就可以执行所需要的测试步骤，完成对待测设

测试系统就是使用软件平台来控制测试执行过程，

备和软件的测试，并生成相应的测试报告。

构建测试控制条件，使系统按照预定的测试流程完

1.3 国内外虚拟仪器技术的应用现状

成待测产品的测试，并生成测试报告。

从 1980 年代开始，国外仪器生产商就开始了

本文所涉及的航电系统通用故障监控软件，采

虚拟仪器的研究工作。1990 年代，以美国 NI、Mo-

用了迭代增量开发，并且需适配各种不同的航电操

torola 公司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就开始了虚拟仪器的

作系统，因而测试用例使用的重复性较高，非常适

商业化推广。伴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

合使用自动化测试系统完成开发过程中的软件测试

测量技术的巨大发展，虚拟仪器的内涵不断丰富，

验证。

1998 年，NI 公司又发布了虚拟硬件和可互换虚拟仪

1.1 LabVIEW 虚拟仪器

器的概念，而在虚拟仪器软件的开发环境方面，除

虚拟仪器（VI ：Virtual Instruments）的概念，

了传统的文本编程平台，更出现了图形化编程语言

是由 NI 公司于 1986 年提出的。虚拟仪器是以通用

（G 语言：Graphic Programming Language）的平台。

计算机和标准数字接口的测量仪器，包括 GPIB、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虚拟仪器已在军事及民用领域

RS-232 等传统仪器以及新型模块化仪器为基础，通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现代测控技术产生了深远的

过虚拟仪器软面板把计算机资源和仪器硬件的测量、

影响。

控制能力结合在一起，实现对仪器的控制、数据分
析处理、显示和存储。

国内针对虚拟仪器的开发支持和自动化技术的
应用在新世纪后起步，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涌现

LabVIEW 程序即为 VI，它的外观和操作类似

出了不少优秀的测控设备供应商。在民用航电设备

于真实的物理仪器（例如，可编程电源、示波器和

系统测评工作中，已经引入了基于虚拟仪器的整机

万用表）。LabVIEW 拥有的整套工具可用于采集、

测试设备，而在软硬件开发阶段和系统测试阶段，

分析、显示和存储数据，以及解决用户在编写代码

自动化测试工作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研究推进。

LabVIEW 通过输入控件和显示控件创建用户界
面（前面板）。输入控件指旋钮、按钮、转盘等输
入装置。显示控件指图形、指示灯等输出显示装置。
创建用户界面后，可添加各种 VI 和结构作为代码，
控制前面板对象，程序框图包含代码。
LabVIEW 不仅可与数据采集、视觉、运动控制
设备等硬件进行通信，还可与 GPIB、PXI、VXI、
RS232 以及 RS485 等仪器进行通信。

1.2 TestStand 工业自动化测试系统

1.4 航空电子软件自动化测试
从国内外自动化测试工作现状可以看出，积极
研究工业自动化及虚拟仪器的原理，结合航电系统
日常的测试工作，开发定制一套有效的自动化测试
系统可以解决目前测试工作效率较低及测试管理不
规范的问题。以下以航电系统通用故障监控软件为
例，阐述一种航空电子软件自动化测试的实现方法。

2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需求及原理

TestStand 是 NI 公司针对工业自动化开发的软
件平台，它是一款可执行的测试执行管理软件。
TestStand 通过创建并管理测试序列（Seq：Sequenc-

为了提高航电系统的可维护性及故障定位能力，
需要对系统中常见的故障现象进行监控和记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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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记录其他操作系统和硬件模块的状态信息，同

2.3 调测原理

时考虑到在多种操作系统、处理器以及硬件平台上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单板调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应用的适应性，需要设计一套具有故障监控和信息

被测单板与可编程电源分别通过标准 RS232 串行接

记录功能的通用故障监控软件。

口与调试工控机连接，由调试工控机控制电源直流

2.1 功能及架构描述

输出，同时工控机又与被测单板进行数据通讯，完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的主要功能包括：中断运行

成命令的发送与返回值收集。

监控、监控信息获取和存储；异常运行监控、监控
信息获取和存储；重启运行监控、监控信息获取和

串口控制

可编程电源

存储；系统运行信息监控、监控信息获取和存储；
任务状态信息监控、监控信息获取和存储；周期任

工控机

+28V GND

务监控、监控信息获取和存储；HM 信息监控、监
串口交互数
据

控信息获取和存储；BIT 监控、监控信息获取和存

被测对象

储；对监控信息进行在线或离线解析；对监控运行
方式和监控存储方式进行静态和动态配置。所需

图2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测试数据交互示意图

适 配 操 作 系 统 包 括：VxWorks653 2.x、VxWorks6.
x、Vxworks5.x、KV1 和 KV2。 所 需 适 配 处 理 器 包
括：MPC7448、MPC8640、MPC8270、PPC2020
T1022、IMX6 等。
考虑到通用化要求，软件功能框架与架构如图
1 所示。

2.4 自动化测试需求分析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作为被测产品，主要是承
载于航电系统驱动中的。航电系统本身就是一个黑
盒系统，通用故障监控软件的测试主要实现串口的
发送、捕获、接收和数据处理，预期结果的读入、
存储、比对，串口中间结果的存储、读取等等；而
实现所有用例的自动化，又需要实现用例文件的解
析管理，用例输入命令行、参数的自动读取，预期
结果的管理读取等等；另外还需要诸如电源管理之
类的辅助功能。
根据监控软件系统需求 , 我们需要可以得出以
下的实现逻辑，如图 3 所示。

图 1 通用故障管理软件架构

2.2 测试需求分析

3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自动化测试环境的
部署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测试，主要是基于以上所述
的软件需求和方案设计进行分析，考虑包括软件的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可部署在航电系统中的

功能、性能、兼容性、鲁棒性等等，进行测试用例

IOM、GPM、DCM 等多种单板上，因此针对该软

的开发。从软件的设计架构分析，通用故障监控软

件的测试，主要是通过测试工控机与被测单板的调

件的主要功能是异常、重启、系统运行等各类数据

试串口进行交互。本次测试过程需要完成多种操作

的监控，包括监控属性的配置，监控的触发，信息

系统的不同硬件单板的测试工作。由于单台测试电

的获取以及日志的存储，监控内容的解析等，主要

脑一般来说只配备一个串行口，如果需要实现整个

涉及的存储设备是 NVRAM。作为平台软件，它需

过程中无人工干预的自动化测试，则需要通过串口

要适配多种不同的操作系统，作为系统故障的监控

服务器或者多根 USB 转串口调试线缆来完成环境固

程序，又不能影响到航空电子软件本身的功能及性

化。另外，测试过程中的可控自动化上下电操作则

能。

第1期

叶颖樑，等：基于 TestStand 及 LabVIEW 的航电通用故障监控软件自动化测试研究

39

测试工控机上须配置安装相应的测试工具，包

开始

括自动化工程软件 TestStand 和 LabVIEW，用于软

读取串口配置参数

件加载的 FTP 工具（如：FileZilla），以及调试用串

读取记录运行用例文件
名并获取用例个数

口工具（如：SecureCRT）。
测试准备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根据需要配置好

Casenum<用例个数

工控机的 IP 地址、FTP 工具的相关参数，然后通过

Y

串口工具下发 FTP 下载命令将被测软件加载到被测

解析用例内容

单板上。
是否KV1登录界面
Y

4

KV1登录操作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自动化测试工程实现

N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自动化测试工程选用 TestLine<命令行数

Stand 和 LabVIEW 这两个工具实现。TestStand 是一

Y

个对自动测试系统测试任务进行管理的商业软件，

N

用例输入并存储输出

由测试执行引擎执行由多个测试步骤形成的测试序
列，而 LabVIEW 则提供了诸如可编程电源控制器，

输出与预期结果比对
N

串口配置、发送、捕获等各种 VI。因此，从整体结

Line++

构而言，我们可以通过 TestStand 所提供的 seq 序列
实现用例的管理、多用例的提取、测试结果的比对；

Casenum++

而单次的数据串口发送与接收和电源控制，串口命
令行、预期结果文本的解析，则通过 LabVIEW 提供

结束

图 3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自动化测试流程图

的 VI 实现。

4.1 用例运行序列

需要通过可编程电源实现。
选择串口服务器连接被测单板及可编程电源的

用例运行的主控制序列涵盖了参数配置、用例

布线方式更具有规范性和可扩展性，适合实验室使

管理、用例内容解析、串口输入输出、结果比对等

用，具体环境部署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过程。
TestStand 功能中提供了 Action 的方式，可以直
接调用 VI 程序或类成员等。在整个序列中，很多步
骤都需要调用 LabVIEW 编写的 VI，在不需要进行
比对的情况下都可以选择 Action 的方式。
TestStand 功能中提供了四种不同的测试比对的
方 式 :Pass/Fail Test，Numeric Limit Test，Multiple
Numeric Limit Test，String Value Test，结果比对的数

网络线

电源线

串口线

据来自于串口，所要查找比对的字符串可能是多个

图 4 通用故障监控软件自动化测试环境示意图

不连续的，如果选择“String Value Test”就可能有

其中，测试工控机通过集线器连接串口服务器，

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使用了 G 语言中的 Find()

然后通过特制的串口电缆连接被测单板的调试串口

函数。Find() 未找到子字符串时，返回值为 -1，故

用于测试过程的输入输出。另外，测试工控机还通

这里选择了 Numeric Limit Test 方式。

过集线器连接被测单板的调试网口，用于软件的上

根据上述分析，参数配置、用例管理、用例内

下载。同时，可编程电源的控制也是通过串口服务

容解析、串口输入输出这四个主要步骤都通过 Ac-

器完成的。

tion 中 call VI 的方式实现。而输出结果比对过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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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Numeric Limit Test 与 Find() 函数结合的方式实现。

电子表格文件函数开发，读取整个用例文件，将整

4.2 参数配置

个文本函数，按照行拆分，然后再按照每行的指定

参数配置，读取并存储外部的输入配置参数，
是基于 LabVIEW 基础软件包中的读取文本文件函数
开发，读取指定的文件，并按行进行分割处理，将
每行文本分别存储于指定列表中，一行内容为列表

分割符拆分（默认为 Tab 键），最后所有拆分的字
段被存储到指定的字符串矩阵中。另外，步骤中还
使用了数组大小函数对行列数进行了统计，作为另
一组外部节点输出值。

中的一个元素，这样只要将需要配置的参数按行写
在配置文件中即可实现配置参数的读取。

图 6 解析用例程序框图

对应以上的解析方法，用例文件中，用户可以
定义执行命令和预期结果两类，所有输入命令放置
在第一列中，预期结果放置在后面的各列中，为了

图 5 读取输入配置参数程序框图

因而，对应于该步骤的外部文本配置文件，必
须与之对应。使用时，用户只要将各个配置参数，
逐行存储在该文件中即可。

后续用例脚本编写工作的方便起见，多个预期结果
可以纵向排列，也可以横向排列。自动化流程即可
对用例中一一对应的输入命令和预期结果进行操作
及比对。

4.3 用例管理

根据一些特殊需求诸如等待、上下电复位等，

用例管理，是通过读取一个包含文件名列表配

在解析的文件的过程中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指令，之

置文件，获取需执行的用例。它的基本原理同参数

后会详细说明。

配置一样，是基于 LabVIEW 基础软件包中的读取文

4.5 用例输入输出

本文件函数开发，对存有执行用例名称的文件进行
逐行处理。
因而，对应于该步骤的用例名称文件，也必须
与之对应，需要运行的用例文件名也是逐行存储在
该文件中。

用例输入输出，是通过串口连接被测设备，获
取返回值，并将其存储到相应位置。
该步骤基于总线 / 接口配置函数开发，使用外
部输入框配置串口资源名称、波特率、读取延时、
输入缓冲区大小等参数，然后通过 VISA 写入函数

4.4 用例解析

输入字符串，之后通过 VISA 读取函数将返回结果

用例解析，是解析将用例输入命令和用例预期

读出并存储到指定位置。

结果。该步骤是基于 LabVIEW 基础软件包中的读取

图 7 串口输入输出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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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编程电源的上下电和输出电压等参数，从而实

4.6 特殊命令实现
由于一些特殊的需求，在用例输入输出中，我

现测试过程中的下电复位操作。

们还提供了一些特殊命令，如 Sleep 、Relogin 等，
具体用途如表 1 所示。
表 1 特殊命令表
序号 命令

用途

1

Sleep***(*** 为数字 ) 等待指定秒数

2

Relogin

3

NeedReturn***（*** 将指定的字符串后内容存储
为字符串）
在 Memory 中

4

NeedCheckMemory

预期结果用 Memory 值替换

5

HardwareReboot

上下电复位

KV1 系统下重新登录

图8

4.6.1 Sleep 命令
特 殊 命 令 中 提 供 的 Sleep 命 令， 实 际 是 通 过
TestStand 步骤中 Synchronization 选项中的 Wait 实现
的，也就是 G 语言中的命令 TimeInterval()，操作为
等待指定的秒数。在用例执行过程中，可以通过该
命令完成所需要的固定时间的等待。
4.6.2 Relogin 命令
特殊命令中提供的 Relogin 命令，主要是为了
满足 KV1 系统重启后，需要重新登录的需求，实际
通过串口输入特殊的用户名及密码实现。它主要是
用在 KV1 系统测试过程中，出现复位或者下电复位
后，重新启动后的场景。
4.6.3 NeedReturn 命令
特殊命令中提供的 NeedReturn 命令，是为了满

电源输出开关程序框图

4.7 测试序列运行
在完成测试步骤设计和运行序列设计之后，连
接工控机及被测单板以及可编程电源，检查串口通
讯正常后，关闭其他串口通讯工具，启动运行测试
序列。TestStand 自动测试引擎就会根据预先的配置
执行我们需要的用例，完成对被测单板的测试工作。

5

结束语
本文以航电系统通用故障监控软件为例，提供

了一套简单方便航空电子软件自动测试的工程系统，
为提升航空电子软件测试效率、节省人力成本提供
了参考。

足用例执行过程中，需要查找某些特定返回值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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