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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工业控制以及国防控制的嵌入式系统中，广泛采

用单片机来对系统进行控制、测试等工作。系统的可靠性不仅

取决于硬件，还取决于软件。软件的错误失效必将导致整个系

统不可靠，甚至会出现大的故障，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因此，

对软件进行测试，是减少软件错误，提高软件质量的一个必要

措施。该文阐述了软件测试的发展概况，通过与高级语言测试

相比较，讨论了汇编语言测试的独特性；详细介绍了软件测试

的基本流程、测试用例设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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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le chip microcontrollers are widely implemented to the controlling and

testing products in industrial controlling and national defence embedded controlling

systems. The invalidation of the source programs could lead to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whole systems, even to cause fatal results. Therefore, software testing is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duce the mistake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software. In the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testing is presented.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assembly language testing and those of the high level

languages is introduced. And the essential flow and methods of software testing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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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进步，计算机元器件质量逐步提高，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和可

靠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此形势下，必然要求软件与之相适应。然而，事实上与硬件

的快速发展相比，软件的发展明显地滞后。

    软件是抽象的，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逻辑实体。由于人们思维的局限性，不可能

保证设计的软件没有错误，而发现软件中的错误与纠正错误都是不容易的。目前，在计

算机系统的运行错误中有绝大部分是来自于软件设计所带来的错误。在重要的软件产品，

尤其是军工产品中，由软件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这就使得计算机软件的质

量控制变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软件在开发过程中的进展情况较难衡量，

软件开发的质量也较难评价，因此，管理和控制软件的开发也相当困难。软件做为一个

产品，为了保证其质量，必须象硬件一样进行必要的测试，尤其是重要的软件。

    当前，软件的规模和复杂度以空前的速度猛增。它通常需要不同层次的多个开发人

员的配合与协作来完成。这时，软件错误的排除已经不可能只靠单个程序员自身的经验

来完成。另外，软件的开发项目在经历了计划、需求分析、设计和编码，取得了初步成

果后，这些成果是否满足用户的需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不仅是开

发人员，也是管理人员和用户十分关心的问题。正如任何生产过程离不开产品质量检验

一样，在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中测试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软件测试工作做得怎么样，

决定软件产品质量的好坏。质量检验和质量保证活动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特点、测试用例设计的基本思想和具体

方法。

1  软件测试概述

1. 1  软件测试定义

    1983 年 IEEE 在软件标准术语中对“软件测试”的定义：“使用人工或自动手段来

运行或测定某个系统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检验它是否满足规定的需求或是弄清预期结果

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别”。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软件测试的目标是在精心控制的环境

下，通过系统的方法检验程序，以发现错误并检验软件是否满足需求。具体地说软件测

试的目标可分为三个方面：为了减少软件测试的费用，软件测试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预

防错误发生；其次，是通过系统的方法发现程序中的错误； 后，还应该提供良好的错

误诊断信息，以便更容易改正错误。

    根据软件工程学的原理，计算机软件也有一个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直至衰老死亡

的过程称为生存期，这个软件生存期，包括 6 个步骤：计划、需求分析、设计、编码、

测试和运行维护等（如图 1 所示）。

    其中，测试阶段是保证软件质量的一个重要阶段。事实上，软件测试并不只局限于

测试阶段，而是贯穿着整个软件的生存期，是对软件规格说明、软件设计和编码的 后

复审。软件生存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设计和测试交替的序列。软件测试的过程亦是程

序运行的过程。程序运行需要数据，为测试设计的数据称测试用例。设计测试用例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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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自然是尽可能暴露错误。在整个软

件生存期中，包括运行维护阶段在内，

软件工作有 50％以上的时间和 50％以

上的成本是花在测试上的。由此可见

软件测试在软件开发工作中的重要

性。

1. 2  软件测试的发展状况

1. 2. 1  软件测试理论的历史回顾

    尽管软件测试在软件开发中具有

重要的地位，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

前，它的重要性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那时候的测试工作也仅限于向别人证明软件系统

的正确性。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加深了对测试工作的认识，测试的意义逐渐

被人们所理解。1982 年 6 月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召开了首次软件测试的正式技术会议。

这次会议成为软件测试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期间，Brooks 在著名的《神秘的

人——月》中阐述了软件测试在研制大系统中的重要意义。J. C. Huang 教授在 1975 年讨

论了测试准则、测试过程、路径谓词、测试数据及其生成等问题。W. C. Hetzel 在 1975
年出版了“Program Test Methods”一书，书中总览了测试方法以及各种自动测试工具，

这是第一本专题论述软件测试的著作。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软件测试技术的研究达到高

潮，J. B. Goodenough 和 S. L. Gerhart 首次提出了软件测试的理论，从而把软件测试这一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提高到理论的高度。

    在软件测试理论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软件测试方法也将推动软件测试技术不断地

提高。其中，J. C. Huang 提出了程序插装的概念；W. E. Howden 对路径测试进行了深入

的分析，提出了系统功能测试及代数测试等概念；W. E. Howden，L. A. Clarke 和 J. A.
Darriger 等提出了符号测试方法并建立了 DISSET 等符号测试系统；L. White 和 E. Cohen
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机程序测试策略——域测试；D. A. Demillor 首次提出了耦联效应假

设，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基于程序变异的错误驱动测试等等。尽管软件测试技术有了长

足的进步，但总的来说，仍然和软件开发实践所提出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

1. 2. 2  软件测试工具的发展

    近年来，人们更多地关注软件测试工具的开发，促使测试工具有了很大的发展。相

对于高级语言测试工具取得的显著进展，汇编语言测试工具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汇

编语言测试主要有两类：一种是采用插装方式，如 Applied Microsystems 公司的 CodeTEST
嵌入式软件测试工具；另一种是采用全软件仿真方式。

2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特点和方法

2. 1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特点

    由于汇编语言是一种低级语言，它与高级语言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这就使得汇编

语言测试与高级语言测试相比也具有独特性。

2. 1. 1  测试平台和测试途径不同

计划

设计

编码

测试

评价

开发阶段

定义阶段

维护阶段 运行维护

需求分析 生成规格说明书

生成设计文档

源程序及调试

给出测试报告

图 1  软件生存期的瀑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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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语言的测试在一般的计算机系统中即可完成。它一般不需要其它硬件电路或外

部扩展芯片的支持。因此，高级语言测试平台的开发，可利用现成的软件运行平台，在

它的基础上开发一个测试工具即可。一个高级语言测试平台开发完成后，基本不需做其

它的修改，就是一个通用的测试平台。所有这种语言的程序都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测试，

而不需要其它的辅助开发。

    而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目前主要有三种测试途径：

(1) 软件仿真。这种方法主要采用软件来模拟单片机运行平台，程序只需在软件平台

上进行测试，而不需实际硬件支持。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为不同的汇编程序设计不

同的硬件电路；测试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也很方便。但由于单片机主要是用于控制、数据

采集和测试等方面，必须要对外部信息进行处理，所以汇编语言测试平台与外围的接口

也很紧密；另外，单片机本身的功能是很弱的，一般都需要扩展外接芯片，不同的被测

源程序对外围的需要不同，也使得测试平台必须开发不同的外接芯片。由于外部接口芯

片的数量很多，不可能开发一个完备的外接芯片库，因此即使测试平台开发完成后，它

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通用的测试平台。目前，国内也有对 CPU 进行仿真的软件，如 SIM
软件。但这些软件既没有开发外部接口芯片，也没有对测试信息进行收集。因此，它只

能作为简单的 CPU 调试工具，不适合作为测试平台，因此，汇编语言测试平台的开发具

有很大的难度。

(2) 全实物平台。即由实际的单片机连接不同程序所需的外围接口芯片构成运行平

台。这种方法，由于完全采用实物，具体的环境相同，可对被测程序的所有功能进行测

试。但这种方法由于程序运行的中间信息难以提取，只能用于黑盒测试，无法对源程序

的结构进行分析。而且，即使是黑盒测试，还必须选择测试用例，并对运行结果进行收

集。因此，这种方法自动化低，无法用计算机管理和分析运行结果。

(3) 半实物仿真。这种方法主要是采用 SICE 或其它的硬件仿真平台来模拟单片机。

它的优点是不需扩充外接芯片，程序运行的中间信息能够采集。但这种信息只能作为调

试信息，不是测试信息。因此，这种平台只能用来对程序进行调试，而不适合对程序进

行测试。另外，这种信息的收集也不能用计算机来进行统一管理，并进行分析处理。

2. 1. 1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实施的特点

    由于汇编语言比较低级，接近于机器语言。因此它的可读性很差，要读懂汇编源程

序，并弄清程序员的具体意图比较困难。另外，要对它的结构进行测试，需要分析程序

的具体结构、分支、路径，选定测试的覆盖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测试用例，这也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

2. 2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策略

    软件测试策略主要考虑，如何把设计测试用例的技术组织成一个系统的、有计划的

测试步骤。测试策略应包含测试规划、测试用例设计、测试实施和测试结果收集评估等。

其中，测试规划包括确定测试的步骤、工作量、进度和资源等。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内容及所采用的技术必须与揭露分析、设计和编码三个阶段的

错误相呼应。所以，测试过程要经过单元（模块）测试、综合（组装）测试和确认测试

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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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测试是对每一个模块进行测试，测试的依据是该模块的详细程序设计说明。单

元测试应对模块内所有重要的控制路径设计测试用例，以便发现模块内部的错误。它多

采用白盒技术。单元测试的目的是保证每个模块作为严格单元能正确运行并验证它的输

入输出及功能方面的错误。因此，这个步骤所发现的主要是编码以及设计中的错误。

    单元测试的任务包括：模块接口测试；模块局部数据结构测试；模块边界条件测试；

模块中所有独立执行通路测试；模块的各条错误处理通路测试。

    单元测试的要求：在测试每个单元时，每项软件特性必须被一个测试用例或一个被

认可的异常所覆盖。对过程化程序设计语言实现的单元进行测试时，被测单元中每条能

够达到并执行的语句（或指令）都必须被一个测试用例或一个被认可的异常所覆盖，被

测单元中能够达到并执行的分支中 85％的语句（或指令）必须被一个测试用例或一个被

认可的异常所覆盖。除非包含那些语句（或指令）的模块已经分别地进行过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完成后，软件开发工作者便可转入一个独立的组装测试阶段。这一阶段包

括组装和测试两重含义，即把软件的各个模块加以集中或装配，形成一个完整的软件包，

在组装的同时将软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联调测试，以发现与接口有关的错误。组装测试

的依据是软件概要设计书。因此，这个测试步骤所发现的错误往往是软件设计中的错误。

    测试的 后一个步骤也是软件开发的 后一个阶段，是验证所组合的软件系统是否

确实满足用户的需要。这是软件开发部门把软件产品交付使用之前的 后一种测试，称

为确认测试。因此，这个测试步骤所发现的错误往往是“软件需求规范书”中的错误。

2. 3  测试的信息流程

为了进一步说明软件测试的过程，这里给出软件测试阶段的信息流程（如图 2 所示）。

输入流分软件配置、测试配置和测试工具三项。

图 2  软件测试信息流

2. 3. 1  软件配置

    这是测试的对象，包括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设计规格说明书和被测的源程序。

2. 3. 2  测试配置

    包括测试计划、测试步骤、测试用例（测试数据），以及具体实施测试的测试程序

等。

2. 3. 3  测试工具

    测试工具为高效率完成测试所采用的测试工具软件。

    测试人员根据上述输入信息测试程序并评价测试结果，当测试结果与期望结果存在

差异时，往往程序有错。此时可采用排错技术定位错误并改正之。通过对测试结果的收

测试
评估

测试

结果

排错

建立可

靠性

模型

测试

结果

测试配置

测试工具

软件配置

预期结果

预计的

软件可靠性

软件

修正的

错误

出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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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和评价，软件质量和软件可靠性的一些定性指标即能逐步确定下来。

    测试积累的结果可用于构造软件可靠性模型，据此可对未来可能的出错率进行预测。

2. 4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软件测试就是尽可能地把软件中的错误找出来，但对于大型软件这是不可能的。我

们可以把软件看成从一组输入变量到另一组输出变量间的映射，软件测试的基本思想就

是对所有的可能的输入状态都进行测试，得到正确的软件，这就是“穷举测试”，实际

上，穷举测试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穷举测试不仅需将所有输入都测试一次，还需将

程序中的所有路径至少都执行一次，即使对一个小程序，这也是不现实的。

    由于不能进行穷举测试，所以原则上软件测试不可能发现所有错误，这就是为什么

对于大、中型软件测试只能减少软件中的错误，而不能完全消灭软件中的错误的原因。

软件测试就是研究设计测试方案，力争用尽可能少的测试用例来发现软件中尽可能多的

错误。

    测试用例的设计方法根据对比的方式可划分为：人工测试、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

法；黑盒测试法和白盒测试法；随机测试法和穷举测试法。

2. 4. 1  静态分析法

    静态分析法的主要特征是不利用计算机运行被测程序，而是采用其它手段达到检测

的目的。静态分析法是使用计算机工具，把源程序作为输入，利用各种静态分析工具，

输出有关的程序信息，以便对程序特性进行检测、分析，发现程序在语义、结构、逻辑

等方面的错误。它与人工测试法存在本质的区别。

    静态分析方法是对被测程序进行特性分析的一些方法的总称。这些方法本身各有自

己的目标和步骤，有的是要收集一些程序信息，以利于查找程序中的各种欠缺和可疑的

程序构造；有的只是从程序中提出语义或结构的要点，供进一步分析；或是以符号代替

数值求得程序结果，便于对程序进行运算规律的检验；以及为程序进一步的动态分析作

准备等等。

    静态分析法的查错功能是编译程序所不能代替的。静态分析可以做到的工作有：可

能发现的程序欠缺；找到潜伏着问题的根源；提供间接涉及程序欠缺的信息；为进一步

查错作准备；选择测试用例；进行符号测试。

2. 4. 2  动态分析法

    动态分析法是利用计算机运行被测程序，得到程序运行当中的动态信息来进行测试

分析的方法。动态分析法包括白盒测试法和黑盒测试法。

    按照需求说明设计测试用例，完全不需顾及程序内部的编码结构，也不需顾及程序

中的语句及路径，只要程序经过用例测试证明符合要求，就认可程序的设计。这种方法

称为黑盒测试法或功能测试法；不考虑程序的需求说明，只按程序内部的逻辑结构和编

码结构设计测试用例，使程序中的每个语句、每个分支，甚至每条路径都在测试中受到

检验，这种方法称为白盒测试法或结构测试法。

2. 4. 2. 1  黑盒测试法

    黑盒测试法是从用户的观点出发的测试，它把程序看成一个黑盒子，完全不考虑程

序内部结构与处理过程，只检验输入、输出信息是否符合规格说明书的要求。只根据规

格说明书设计测试用例，并不涉及程序内部的构造。黑盒测试旨在测试软件是否满足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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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它主要诊断几类错误：不正确或遗漏的功能；界面错误；数据结构或外部数据

库访问错误；性能错误；初始化和终止条件错误。

    穷举测试的办法由于数量太大，无法实现，我们只能在大量的输入域中选取其中的

一部分作为测试用例。关键在于输入数据如何选取，这是软件测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黑盒测试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主要有等价类划分、边值分析、因果图等方法。本文重点

介绍等价类划分法、边值分析法、错误推断法和功能测试。

2. 4. 2. 1. 1  等价类划分法

    等价类划分法的主要思想是把程序中数目众多的输入数据集合按输入条件划分成若

干个等价类，每一等价类相对于输入条件表示为一组有效或无效的输入，它是某个输入

域的集合，如果用集合中的一个输入条件作为测试数据进行测试不能发现程序中的错误，

那么使用集合中的其它输入条件进行测试也不可能发现错误。因此等价类划分法的关键

是根据输入数据的类型和程序的功能说明划分等价类。等价类分为：有效等价类：对程

序的输入是有效的、合理的输入数据的集合；无效等价类：对程序要求是不合理的、无

效的输入数据。

    测试用例设计步骤为：（1）设计一个新的测试用例应尽可能多的覆盖尚未覆盖的有

效等价类，重复至所有的等价类都被覆盖；（2）设计一个新的测试用例，使其只覆盖一

个尚未被覆盖的无效等价类，重复至覆盖完毕。

2. 4. 2. 1. 2  边值分析法

    经验表明，大多数错误都发生在输入的边界值上。因此，设计测试用例应使被测程

序在边界条件下运行，如等价类的边界值。它通常与等价类划分法一起使用。

    边界值分析法是对等价类划分法的补充，即在一个等价类中不是任选一个元素作为

此等价类的代表进行测试，而是选择此等价类边界上的值。此外，采用边界值划分技术

导出测试用例时，不仅要考虑输入条件，还要考虑输出的状态。

    针对边界值设计测试用例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如果输入条件指定了由值 a 和值 b 括起来的一个范围，那么值 a、值 b 和紧挨

a，b 左右的值应分别作为测试用例。

    （2）如果输入条件指定为一组数，那么这组数中 大者、 小者和次大、次小者应

作为测试用例。

    （3）将上面两个规则用于输出条件。

    （4）如果内部数据结构是有界的，那么应设计测试数据，使之能检查该数据结构的

边界。

2. 4. 2. 1. 3  错误推断法

    利用程序中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来设计测试用例，如：错误的初始值、未赋值的变

量、计算次序不对、精度不够、路径运算符不正确、错误的循环终止条件、对错误的处

理不正确、对错误的描述不正确等等。这种方法通常需要测试人员对被测软件的经验来

指导测试的进行。

2. 4. 2. 1. 4  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的依据是规格说明书，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规格说明书，并对其进行仔细的

分析。规格说明书尽管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要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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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功能进行无遗漏、无冗余、无矛盾的描述。一般说来，在模块的各变量输入域内，

如果变量取某个子域的值，程序执行的路径不变，那么这一子域就可看作是一个等价类。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选择测试用例以减少测试的工作量。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我们还

要注意到输入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生成测试用例去检验这些关系约束下程序运行的情况

及结果。另外，对于不正确的输入值，也需要选其代表，考察模块对这些异常值的处理

能力。

2. 4. 2. 2  白盒测试法

    白盒测试又称结构测试、逻辑驱动测试或基于程序的测试，它主要根据程序结构设

计测试用例，完全不顾程序的功能。测试用例选择的原则是：保证模块中每一独立的路

径至少执行一次；保证所有判断的每一分支至少执行一次；保证每一循环都在边界条件

和一般条件下至少各执行一次；验证所有内部数据结构的有效性。

    同黑盒测试一样，选择程序中某些 有代表性的通路是对程序穷举测试的唯一可行

的替代方法。白盒测试的关键还是合理设计测试用例，实现对程序的全面测试。测试方

法有数据流分析、程序结构分析、逻辑覆盖、逻辑分析、程序插装、程序变异等方法。

本文重点介绍逻辑覆盖技术和数据流分析法。

2. 4. 2. 2. 1  逻辑覆盖法

    结构测试是依据被测程序的逻辑结构设计测试用例，驱动被测程序运行完成的测试。

结构测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测试进行到什么地步就达到要求，可以结束测试了。这

就需要给出结构测试的覆盖准则。

    逻辑覆盖法要求按照一定的准则对某些程序结构特性作到一定程度的覆盖，它的主

要测试覆盖准则有：语句覆盖、判定覆盖、条件覆盖、路径覆盖、判定/路径覆盖、模块

接口测试等，为了取得被覆盖的信息， 常用的办法是在程序的主要控制点插入“探测

器”。

(1) 语句覆盖：选择测试数据使程序中的每个语句至少执行一次。

(2) 判定覆盖：不仅语句覆盖，而且每个判定的每种可能结果至少执行一次。

(3) 条件覆盖：不仅语句覆盖，而且使判定表达式中的每个条件都取到可能的结果。

(4) 判定/条件覆盖：满足条件、判定覆盖准则。

(5) 条件组合覆盖：要求每个判定表达式中的条件的各种可能组合都至少出现一次。

相等是 强的覆盖，但不一定满足路径覆盖。

(6) 路径覆盖：使程序中的每条可能路径至少执行一次，是很强的逻辑覆盖。

    路径覆盖没检验到条件的所有可能组合，若和条件覆盖结合起来，可以设计出检错

能力更强的测试数据。

    各种结构测试方法都不能保证程序的正确性。但应该知道，测试的目的并非要证明

程序的正确性，而是要尽可能的找出程序中的错误。

2. 4. 2. 2. 2  数据流分析法

    数据流分析法 初是随着编译系统要求生成有效的目标码而出现的，这类方法主要

用于代码优化。近年来，数据流分析方法在确认系统中也得到成功的运用，用以查找如

引用未定义变量等程序错误。也可用来查找对以前未曾使用的变量再次赋值等数据流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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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情况。找出这些错误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常常是常见程序错误的表现形式，如错拼

名字、名字混淆或是丢失了语句。

    白盒测试法和黑盒测试法各有其优缺点：黑盒测试法是以用户的观点，从输入数据

与输出数据的对应关系出发进行测试的，也就是根据程序外部特性进行的测试。它完全

不涉及到程序的内部结构。很明显，如果外部特性本身有问题或规格说明的规定有误，

用黑盒测试方法是发现不了的。另一方面，白盒测试法完全与之相反，它只根据程序的

内部结构进行测试，而不考虑外部特性。如果程序结构本身有问题，比如说程序逻辑有

错误，或是有遗漏，那是无法发现的。

    黑盒测试法和白盒测试法都有局限性，在实际工作中要合理选择测试方法。设计一

个好的测试策略往往需要把黑盒测试和白盒测试这两种测试方法结合起来。

2. 4. 3  人工测试法

    人工测试是相对于自动测试而言的。人工测试可以用于软件开发的各个阶段，如：

需求分析、设计、编码、测试计划与测试用例等。人工测试法主要有代码审查和走查两

种方法。

    由于人工测试技术在检查某些编码错误时有着特殊的功效，它常常能够找出利用计

算机测试不容易发现的错误，我们必须重视它，绝不能认为不利用计算机测试就是落后

陈旧的方法。

3  结 论

由文中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汇编语言软件测试既有其作为软件测试的基本共性又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的测试用例设计方法可以有黑盒测试方法、白盒测试方法等，但

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白盒测试用例的设计比高级语言软件测试用例的设计要复杂、困难

得多。另外，大多数高级语言已有比较好的测试工具，但由于汇编语言与硬件的关系比

较紧密，限制了通用的汇编语言测试工具的开发，加大了汇编语言软件测试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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