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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Test Manager 是一个灵活、易用的测试过程管理解决方案，可用于

主要特性

构建和组织您的整个测试过程。它提供了集成平台来管理您的测试规划和
所有测试资产，推动测试执行并报告测试活动，改善您测试团队之间的交
流和协作，从而实现最高的测试效率。 Oracle Test Manager 是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解决方案核心组成部分 Oracle Application Testing Suite
的一个重要组件，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解决方案用于对打包应用程
序、Web 应用程序和基于面向服务架构的应用程序进行全面测试。

• 管理从需求到测试用例到缺陷的端到端可

跟踪性
• 通过直观的瘦客户端 Web 界面提供无处

不在的访问
• 提供测试规划模块，改善测试项目的控

制和概述
• 通过 Oracle Functional Testing、JUnit

测试以及手动测试来支持自动测试

质量管理

• 构建于 W ebLogic Server 和 Oracle 数据

库之上的可伸缩企业架构
• 为整个测试流程提供基于 W eb 的集成

报告
• 提供完全可定制的数据模式，以适应您

的测试方法
• 可与第三方测试自动化工具相集成
• 支持 Linux 和 W indows 平台

在当今快节奏的 IT 环境中进行真实、高效的测试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敏捷开发方
法、SOA、云和其他颠覆性技术已将部署时间从数月压缩至数日。此外，正在形成的
DevOps 重要性共识也突显出与 IT 操作最佳实践紧密相关的测试方法的可取性。Oracle 明
白这一点并已在 Oracle Enterprise Manger 中设计了市场领先的质量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为
测试 Oracle 打包应用程序和定制应用程序提供现实可行的生产级合成负载、可传输的实际
用户负载、深入的工具和最高效的自动化。

利用 Oracle Test Manager 实现全面的测试管理
Oracle Test Manager可帮助用户管理应用程序测试过程，从而确保测试的全面性。它使用
户能够定义测试要求、指定并执行手动或自动测试以验证这些需求，然后管理测试中发现

主要优势

的缺陷。

• 为测试流程提供结构化的方法，以缩短测

试周期

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协调测试过程，Oracle Test Manager 提供了一种全面的方法，将

• 功能强大且灵活的测试执行模块让测试

质量作为一个贯穿应用程序开发周期的过程进行管理。Oracle Test Manager 还与 Oracle

人员能够制定日程或以高效、简便的方

Functional Testing 紧密集成，将您自动化测试工具的投资回报提升到最高。它提供适合您

式运行测试。

测试过程的框架，帮助您提供质量更高的应用程序。

• 培养测试人员与开发人员的协作，以提

供测试效率
• 提高测试用例的可重用性和可访问性
• 提高可见性，让所有团队成员都能监视测

Oracle Test Manager 提供了一个基于 Web 的集中控制台，该平台提供了 5 个集成的模块。
•

试流程和评估应用程序就绪程度

Test Plan 模块让测试经理能够针对测试项目定义和管理测试战略以及测试计划。测试经
理可在 Test Plan 模块中填充测试计划的结构、内容和清单。

•
•

Requirements 模块让测试人员能够在测试过程开始前记录和管理其测试要求。
Tests 模块让测试人员能够创建和记录自动和手动测试用例、将其与要求相对应，之后
测试人员可以使用测试集中的测试来执行。Tests 模块还包括对基于 JUnit 的测试用例以
及第三方工具供应商提供的测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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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Execution 模块让测试人员能够通过测试集制定和定义灵活的测试执行计划，执行
这些测试集并存储结果。测试集提供了测试状态的一个快速概览，让失败的测试以简
单的方式执行。

•

Issues 模块让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能够捕获和共享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跟踪问题
的解决过程。

相关产品
Oracle Test Manager 与
以下 Oracle 产品一起使
用时能提供最大优势
• Oracle Functional Testing
• Oracle JDeveloper

图 1.Oracle Test Manager：测试过程管理
Oracle Test Manager 还提供集成的报告和信息板，让您能够报告整个测试过程并评估应用
程序就绪程度。 用户可以利用内置的默认报告或构建自己的定制报告。 Oracle Test
Manager 还支持完全定制，以适应您的测试过程。Administrator 模块能够定制所有数据字
段和选项以及管理用户、角色和权限。
随着当今对应用程序服务级别的要求越来越高，用户对应用程序质量标准的期望也提高
了。Oracle Test Manager 可帮助您满足这些期望。它提供了一个直观、易用的基于 Web 的
界面，能够从一个通用信息库管理您的所有测试资产，不仅简化了应用程序质量评估，还
方便了测试团队的内部协作。Oracle Test Manager 功能强大的企业架构构建在 WebLogic
Server 和 Oracle 数据库之上，提供能满足您需求的性能和可伸缩性。它不仅易于部署和
管理，还能通过完全定制来满足您测试过程的需求。Oracle Test Manager 让您可以确信，
您的应用程序将满足用户的要求并在生产环境中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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