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lk Test
公司在為應用程式設計成功的測試策略時，經常會遭遇到各式挑戰。由不正確的測試
所導出的不完整或有缺陷的測試資料，可能會導致應用程式發生故障或大規模地中斷。	
建立測試環境可能需要大量人力、成本高昂，而且無法保證成功。但企業若對測試的	
嚴謹度妥協，那就得承受失去客戶及市場佔有率等風險，可能會損害他們的商譽。

產品綜覽
看看 Silk Test 如何助您一臂之力
OpenText Silk Test® 是市面上最可靠也
最有效率的測試自動化解決方案之一，
可針對任何軟體應用程式進行功能和回
歸測試。由於不需撰寫程式碼即能建立
自動化測試，不僅軟體測試人員能夠跟上
研發的腳步，開發人員也能在其所選的整
合式開發環境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 中建立測試。Silk Test 的
自動化功能可有效進行回歸、跨平台以及
當地化的測試。這能在所有技術上使用，包
括非同步 JavaScript 與 XML (Asynchro-
nous JavaScript and XML，AJAX、) Web、
行動 Web、Java、.NET、用戶端/伺服器、
終端主機，以及服務通告協定 (Service 
Advertising Protocol，SAP) 系統。

主要功能與優點
適用於 Selenium 的 Silk Test
Selenium 是一款 Web 應用程式自動化
的開放原始碼架構，所有新式瀏覽器皆支
援。但 Selenium 需要相當程度的技術專
業知識和投入時間。Silk Test 簡化了基於 
Selenium 功能測試的創建與維護作業，一
面提升測試團隊的生產力，一面確保立即
提供回饋給開發團隊。
■	 在任何瀏覽器上輕鬆記錄和重播 

Selenium 測試程序檔。
■	 用自訂的圖形格式檢視結果。

■	 重複使用 Selenium 程序檔在行動裝置
上測試 Web 應用程式。

■	 單次點選即可產生穩定且可維護的	
搜尋器。

■	 任何人都可以參與建立測試，無論技能
如何。

■	 不需再依賴不穩定、不可靠的後端系統，	
而是使用 Selenium 程序檔來因應虛擬
化服務。

行動測試
Silk Test 支援包括 iOS 及 Android 等所有
主要的行動平台，如此一來，測試團隊只需
要一套解決方案就能標準化各種驗證活
動，再也不需針對不同的應用程式採用各
式測試工具。Silk Test 可用在實體裝置以
及模擬器上執行測試，確保測試能重現真
實的使用者體驗。行動裝置可直接連線至 
Silk Test，或從 Silk Central、Mobile Center 
或 SauceLabs 加以使用，讓使用者以彈性
的方式與重要的裝置互動。

 

圖 1. 行動測試

主要優點
■  降低研發成本。將測試及修正週期降到最短，	
最佳化成本資源。

■  提高投資報酬率。有助於存取測試的建立作
業及執行，讓更多團隊成員在品管過程中進
行協同合作。

■  有助於充分利用現有投資。降低使用多種工
具與訓練所需的投資，在科技變化的情境下
保有充足信心。

■  使用者能夠快速上手。以角色為基礎的自動
化介面簡單又易用。

功能綜覽
■  建立於開放原始碼的價值 (Selenium、Appium)
■  業務和技術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無縫協同作業
■  支援桌上型電腦、Web 和行動應用程式 
■  適用於 Android 和 iOS 系統的行動測試
■  嵌入式後端服務虛擬化
■  視覺化測試，立即發揮生產力
■  適用於進階測試程序檔情境的嵌入式 VB.NET  
指令碼

■ Eclipse 外掛程式方便 Java 開發人員使用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外掛程式方便 .NET 
開發人員使用

■  整合 Silk Central 與 Silk Performer，實現無縫
的測試管理或效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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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所具備的技能為何， 
所有使用者均能參與測試程序
應用程式的功能測試必須面面俱到。關
鍵字測試讓業務導向的利益相關者及技
術專家能夠密切合作，無論是簡單的單元
測試或複雜的業務工作流程，都能順利完
成。Silk Test 能區隔測試設計與測試導入
作業，進而提升生產力並強化使用者之間
的協同合作。

Silk Test 的介面適合各種類型的使用者：
■ Silk Test Workbench 的視覺化測試介
面對於將重心放在業務、不想透過撰寫
程式碼來測試應用程式的人員來說，是
再理想不過的起始點。

■ Silk4J 屬於 Eclipse 外掛程式，可讓 
Java 開發人員使用日常所用的環境來
建立測試，同時還可利用 IDE 所具備的
各種功能。 

■ Silk4NET 對於 .NET 開發人員來說是一	
大亮點，並且還能與 Visual Studio 相互	
整合。

不論選擇何種介面，Silk Test 都能提供相
同的測試功能。

簡便、完整支援 Web 應用程式
Silk Test 支援所有主要的 Web 環境，包
括 Angular、Knockout、React、HTML5、	
Apache Flex 與 Microsoft Silverlight。其透
過支援 HTML 或 AJAX 的同步模式，執行
現代化的應用程式測試。簡單的網頁可經
由 HTML 模式測試。透過 AJAX 模式，使用 
Java Script 的複雜情境時，不需要手動程
序檔同步功能。

適用於 Web 應用程式的跨瀏覽器測試
在 Silk Test 建立單一的測試程序擋，即可	
測試 Internet Explorer、Edge、Firefox、	
Chrome、Safari 以及行動瀏覽器。這讓您
不需要為了處理不同的瀏覽器類型或版本
行為，而建立各自不同的測試邏輯，讓維護
測試程序檔更為簡單。當測試程序檔邏輯
著重於使用案例上，便可將測試開發時間
減少最多達 80%。

圖 2. 以角色為基礎的測試

圖 3. 支援各大 Web 環境

於雲端進行組態測試
Silk Test 與 OpenText Silk Central 使用實
體機器、VMware 或 Docker 等虛擬化環
境，或是利用 SauceLabs 等主要的雲端
提供者以及 AWS 的預先設定結構，讓您
在本機環境中多種平台、瀏覽器和行動裝
置上測試 Web 應用程式。

敏捷度與左移測試
利用功能測試資產以 Silk Test 與 OpenText 
Silk Performer 進行效能測試，減少程序檔
重複的負擔。只要將現有 Silk Test 程序檔
上傳至 Silk Performer，即可立即瞭解應用
程式如何在繁重的負載下執行。在應用程
式交付生命週期起始之初，不費吹灰之力
便能實現功能與效能品質。

支援快速發行週期
現代的發行週期越來越短，自動化測試週
期經常在下班後執行。基於原生導入的搜
尋演算法、複雜的快取機制以及利用虛擬
化服務的能力，Silk Test 的執行速度是業
界中數一數二的。品質、功能、時間都站在
您這邊，再也不需要做出取捨。



支援環境
 Web
■  瀏覽器技術：AJAX (Angular、Knockout、	

React、ExtJS、) HTML5、DHTML
■ Web 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Edge、	

Google Chrome、Firefox、Safari、iOS 與 
Android 的行動瀏覽器

■  豐富的網際網路應用程式：Apache Flex、	
Adobe Air、Silverlight、Java Applet、Oracle  
Forms

 行動裝置
■ iOS
■ Android
■  實體裝置與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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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型電腦
■ Java SWT的獨立應用程式及豐富型用戶
端平台 (Rich Client Platform，RCP) 應用
程式

■ Java AWT/Swing
■  Java FX
■  Microsoft WinForms (包括協力廠商的	
使用者介面架構)

■  Microsoft WPF (包括協力廠商的使用者
介面架構)

■  通用 Windows 應用程式
■  原生 Windows 應用程式  

(例如 Qt、PowerBuilder、Delphi、MS Office)
■ SAP (SAPGUI) 與 eCATT 整合
■ Oracle Forms
■  透過 OpenText Rumba 使用終端主機	
系統與綠幕應用程式

注意：如需有關版本的詳細資料，請查看最新的發行版本資訊。

若要進一步瞭解，請前往：	
www.microfocus.com/opentext

和我們交流
OpenText 執行長 
Mark Barrenechea 的部落格

https://blogs.opentext.com/category/ceo-blog/
https://blogs.opentext.com/category/ceo-blog/
https://twitter.com/OpenText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opentext
https://www.microfocus.com/zh-tw/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