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性能测试服务

最新动态

文档版本 01

发布日期 2021-06-2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021。 保留一切权利。

非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文档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何形式传
播。
 
商标声明

和其他华为商标均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各自的所有人拥有。
 
注意

您购买的产品、服务或特性等应受华为公司商业合同和条款的约束，本文档中描述的全部或部分产品、服务或
特性可能不在您的购买或使用范围之内。除非合同另有约定，华为公司对本文档内容不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
明或保证。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除非另有约定，本文档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文
档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文档版本 01 (2021-06-2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



目 录

1 最新动态......................................................................................................................................1

云性能测试服务
最新动态 目 录

文档版本 01 (2021-06-25) 版权所有 ©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ii



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云性能测试服务CPTS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新特性将
在各个区域（Region）陆续发布，欢迎体验。

2021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TPS模式 在TPS模式中，用例按照每
秒指定的事务数进行压测。

商用 创建测试任务

 

2021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新增SLA功能 在CPTS中，支持为CPTS测试
工程配置SLA规则，JMeter
测试工程暂不支持配置SLA
规则。压测过程中，CPTS测
试用例的请求满足SLA规则
时，停止压测或者在SLA报
告中显示告警通知。

商用 配置SLA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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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2 华东-上海二和华
北-北京一上线融
合版本

● 在华东-上海二和华北-北
京一区域，新增私有CCE
资源组。

● 在华东-上海二和华北-北
京一区域，使用私有CCE
资源组测试时，抓包分析
功能已经转移到日志中，
且不支持选择抓包分析类
别，系统会随机抓取测试
过程中的数据。

商用 创建云容器CCE
资源组和查看实
时测试报告

3 测试报告参数名
称修改

测试报告中，将“TPS”改
为“RPS”。

商用 测试报告说明和
管理JMeter测试
报告

 

2021 年 4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华北-北京四上线
融合版本

● 在华北-北京四区域，新
增私有CCE资源组。

● 在华北-北京四区域，使
用私有CCE资源组测试
时，抓包分析功能已经转
移到日志中，且不支持选
择抓包分析类别，系统会
随机抓取测试过程中的数
据。

商用 创建云容器CCE
资源组和查看实
时测试报告

2 CPTS支持CCE集
群v1.19及以下版
本

在华东-上海一、华南-广州
和华北-北京四区域，创建
CCE资源组时，支持CCE集群
v1.19及以下版本。

商用 创建云容器CCE
资源组

 

2020 年 1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CPTS新增私有
CCE资源组

在华东-上海一和华南-广州
区域，新增私有CCE资源
组，此资源组不再区分引
擎，可供CPTS测试工程使
用，也可供JMeter测试工程
使用。

商用 创建云容器CCE
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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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2 CPTS新增日志查
看功能

在华东-上海一和华南-广州
区域，使用私有CCE资源组
测试时，抓包分析功能已经
转移到日志中，且不支持选
择抓包分析类别，系统会随
机抓取测试过程中的数据。

商用 查看实时测试报
告

3 CPTS只支持CCE
集群v1.15及以下
版本

创建CCE资源组时，只支持
CCE集群v1.15及以下版本。

商用 创建云容器CCE
资源组

 

2019 年 7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CPTS支持JMeter
原生引擎

CPTS提供JMeter测试工程，
用户可在JMeter测试工程里
导入JMeter脚本，使用
JMeter原生引擎快速发起高
并发的性能测试。

商用 管理JMeter测试
工程

 

2019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响应提取支持作
为检查点判断

将响应提取内容作为检查
点，通过自定义校验信息来
验证服务端的返回内容是否
正确。

商用 添加请求信息
（检查点）

 

2019 年 2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指定次数压
测

CPTS支持按次数进行测试。 商用 创建测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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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更

表 1-1 2018 年 12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WebSocket 协议类型支持WebSocket。 商用 添加请求信息
（报文）

 

表 1-2 2018 年 9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UDP 协议类型支持UDP。 商用 添加请求信息
（报文）

 

表 1-3 2018 年 7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脚本录制 录制脚本，并将脚本导入事
务进行分析。

商用 导入录制脚本

 

表 1-4 2018 年 5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事务调试 CPTS支持事务调试。 商用 调试事务

 

表 1-5 2018 年 1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支持全局变量 CPTS支持设置全局变量。 商用 设置全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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