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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测试面板 TestBench是一款测试管理软件，
应用于测试与验证领域，如电子仪器的自动

检定与校准，被测电子设备（DUT）的一致
性检测等重复度较大的测试任务。

测试面板 TestBench 提供可视化的配置界
面，用户可以配置测试用例的输入参数，观

看测试用例执行完毕后的输出结果；可以生

成测试报告，产生 SCPI执行历史记录。

软件提供开放的 C++编程接口，用户可以根
据编程说明编写自定义的测试用例。

应用领域

测试面板 TestBench 可以被应用于以下领
域：

❙一致性测试系统（射频、协议）

❙测试项管理软件

❙计量检定-简化版功能
❙仪器校准

产品简介

测试面板 TestBench的核心是一个执行控制
台，可以顺序或循环执行测试用例，支持条

件语句，能够实时显示测试用例的执行状态

及输出的结果数据。

主要特点

测试面板 TestBench的主要特点：
❙测试用例输入参数配置

❙测试用例输出变量读取

❙测试用例顺序执行

❙测试用例条件执行

❙测试用例循环执行

❙测试序列编辑、配置

❙测试报告生成（Word、PDF）
❙检定证书生成（Word、PDF）
❙SCPI指令运行报告
❙多台仪器控制

❙自定义测试插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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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是测试面板 TestBench控制操作的
最小单位。每个测试用例对应于测试插件

（动态链接库）中的一个函数，完成特定的

功能。

测试用例由久恒技术提供，也可以由用户根

据编程规范自行编写。

测试用例公共属性及功能

测试插件

测试插件是符合接口规范定义的动态链接

库，编写语言为 VC++；每个测试插件由一
个以上的测试用例组成。

测试用例状态

测试用例执行完毕，将会显著地显示执行状

态信息：

状态名称 示例

等待Todo 

正在运行OnGoing 

成功Succeed 

失败Failed 

真TRUE 

假FALSE 

条件语句

测试面板 TestBench中定义的条件语句是一
个 If…Else…EndIf执行区间。如果条件语句
表达式解析正确，且解析结果为“真”，执

行 If…Else 区间中的测试用例；否则执行
Else…EndIf区间中的测试用例。

循环语句

测试面板 TestBench中定义的循环语句是一
个While…EndWhile执行区间。如果条件语
句表达式解析正确，且解析结果为“真”，

则循环执行区间中的测试用例，直至解析结

果为“假”。

测试序列

测试序列由测试用例、条件语句及循环语句

中的部分或全部组成，用以执行一系列的操

作。 
测试序列可以包括不同测试插件中的测试

用例。

用户可以自由添加测试用例、条件语句或循

环语句到测试序列中，并可以任意调整相互

之间的执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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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序列、测试插件及测试用例之间关系

TestBench

测试用例操作

VISA

参数配置

历史记录 SCPI报告

测试插件管理

运行控制 状态 输出变量 添加、删除

编程接口

测试序列管理

测试面板 TestBench 软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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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 SCPI报告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测试报告

输入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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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全面

操作简单

通用测试用例

通用测试用例由久恒技术编写，经过严格测

试，用于指定仪器的检定、校准或者一致性

测试操作。

用户自定义测试用例

用户可以根据应用程序的编程规范，编写符

合实际需要的测试用例；也可以由用户提出

需求，由久恒技术为客户量身定制。

我们提供的主要产品及测试用例包括：

*更多产品敬请访问公司网站或致电垂询。

功能全面

❙可编辑测试用例

❙条件语句表达式解析

❙电子仪器连接管理

❙测试报告

❙SCPI执行历史记录

操作简单

❙测试用例选择、激活

❙单步执行、全部执行

❙状态显示

降低成本

❙可重用软件库

❙缩短开发时间

❙降低维护成本

订购编号 名称 描述

10100A 测试面板 TestBench 仪器测量控制序列平台（主程序）

通用

10100A-010 软件编程开发包 模块定义部分源代码（VC++）
计量检定

10100A-020 电学参数检定包-数字多用表 支持标准源 5520，5700，5820。
10100A-030 电学参数检定包-标准源 对标准源的检定（半自动）。

10100A-100 模拟示波器检定（校准）软件包 支持标准源 5520，5820,9500等。 
10100A-100 数字示波器检定（校准）软件包 需定制。

10100A-200 信号源检定包 需定制。

10100A-300 时间频率参数检定包-晶振检定 需定制。

10100A-310 时间频率参数检定包-频谱仪 需定制。

电磁兼容测试

10100A-500 电磁兼容测试软件包-抗扰度测试 电磁兼容预测试

10100A-550 电磁兼容测试软件包-干扰度测试 电磁兼容预测试

移动通信测试

10100A-800 TD-SCDMA射频一致性测试 需定制。

10100A-810 TD-SCDMA协议一致性测试 需定制。

10100A-820 TD-LTE 射频一致性测试 需定制。

10100A-830 TD-LTE 协议一致性测试 需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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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售前介绍到售后

服务，提供上门支持

客户至上

为客户服务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我们积

极倾听客户需求，真诚为客户提供满意服

务。

全程技术支持

久恒技术为客户提供从需求定义到产品交

付全过程服务，贴近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

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为客户提供技术支

持，包括，

❙远程技术支持

❙现场技术支持

❙无条件缺陷修复

❙固定期限免费软件升级

系统增值服务

针对客户可能存在的硬件产品升级，对于已

采购的公司软件产品，久恒技术提供系统增

值服务，对系统进行局部修改，以适应客户

的新要求，最大限度为客户降低成本，提高

收益，

❙固定期限免费功能扩展

❙应用案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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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jiuhengtech.com 

网站搜索功能

输入产品名称或其他关键字，搜索相关资

源，

关于久恒技术

久恒技术是一家致力于电子仪器及测量领

域的高科技公司，为客户提供软件产品及系

统项目增值服务。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

服务及支持

高质量的服务，准时的交付。

❙7×24小时技术支持
❙上门服务。

质量管理

久恒技术按照下述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

工作。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联系我们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7号三层 318室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75 1736 
传真：（010）8275 1736 
主页：http://www.jiuhengtech.com 
邮箱：sr@jiuhengtech.com 

mailto:sr@jiuhengtech.com
http://www.jiuhengtech.com/
http://jiuhe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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