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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命令

在本部分中，几乎所有脚本都需要以下步骤才能看到脚本的结果。如果您看到
"前言" –您需要这样做：
1）点击"新建"

2）在左侧，您可以看到命令树。查找"Excel 命令"并双击它。然后找到"创

建 Excel 应用程序"，并双击它。"此命令将在脚本启动时自动创建 Excel 应

用。

在"请输入实例名称"字段中，请编写任何名称。单击"确定" 1



3）查找"窗口命令"并双击。然后单击"激活窗口*

4）在"窗口命令"中，查找"设置窗口状态"。

在第一个字段中编写"Excel"。

选择屏幕截图中的"当前窗口"和"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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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Excel 命令"中查找"添加工作簿"，并将任何名称放在第一个字段中。

6）在此步骤中，我们将创建变量。变量 = 类似于一个框，您可以在其中

放置数据（字符串、数字等）。

查找屏幕上的"可变命令"和"新变量"。

输入字符串"变量"字段"请定义新变量的名称"。其他变量让为空。所有命令的

所有功能，我们在这里使用，下面在本手册中解释。

创建两个变量（选择"新变量"两次） – "变量"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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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然后找到"设置变量"，并输入我们在章节中建议的文本。

将"变量"写入第一个字段和第二个字段中将建议的文本。

8）在"Excel 命令"中查找"设置单元格"，写入实例名称（我们在"添加工作簿"
中已写入）、单元格的插入名称（我们建议为 A1）和带有方括号的名称"变量
"（如果放括号，则只会在单元格中输入文本"变量"），而不是变量"变量"的值。
此命令将在单元格中输入"变量"值。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标准步骤，我们准备测试，如何工作的数据

命令。
4



数据命令 = "修改变量"

命令用途是修改具有相关格式的变量，如大写、小写等。为了测试该命令，我们

可以创建以下脚本。

重复前言步骤。

1）单击数据命令 -* 修改变量

在第二个字段中，选择修改容器值的方法（如"到大写"）。在第三个字段中

2）将"结果"的值设置为 A3 单元格以查看结果（前言，步骤 8）

3）单击"保存"，然后"运行"，并观看脚本将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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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命令 = " Pdf 提取"

此命令可以从 .pdf 文件中提取文本
为了测试该命令，我们可以创建以下脚本。

1）创建新的变量"pdf"（前言，步骤 6）。在此变量中，我们将输入 .pdf 文件中的

文本

在第一个字段中输入 .pdf 文件的路径，在第二个字段中输入变量名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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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程序/进程命令 -* 启动流程

此命令将打开记事本。本手册下面将介绍此命令的所有功能。

4） Cllick 输入命令 -* 发送击键

此命令将"pdf"变量的值发送到记事本

5）单击"保存"和"运行"以查看脚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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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命令 = "替换文本"

在开始阅读本章之前，请阅读序言。在序言中的步骤 7 中输入以下文本：
这是文本示例，您可以使用任何文本“打开浏览器，搜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打开
Excel文件，将所有搜索数据放入Excel，将包含数据的字母发送到我的电子邮件”

1）单击数据命令 -* 替换文本

在第一个字段中，插入包含文本的变量的名称，该变量将被替换（在我们的案

例中为"变量"）。然后插入要替换的零件和内容（在第三个字段中）。例如，您

有"布伦达呼吸和布伦达智能"，你想用"sou"替换所有"br"。因此，你将有"苏恩

达苏埃思和苏恩达聪明"。

编写变量的名称，其中包含结果（如屏幕截图所示）。

2）将结果设置为单元格 A3（前言，步骤 8）

3）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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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命令 = "拆分文本"

此命令允许您通过分隔符拆分文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了解一个变量如何可以
包含多个数据（例如，变量"字符串"包含"Hello"字符串和"世界"字符串，而不是
"Hello"。世界"字符串或类似的东西。一个变量 = 两个字符串）。图像变量作为一
个盒子，我们可以把东西（如，球）。如果我们想要输入100个球，一些红色和一
些绿色。我们可以在部门上分开盒子，把红球放在"红"部门，把绿球放在"绿色"部
门。然后，当我们拿球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拿绿球，因为它是在绿色部门。
在变量的语言中：框 = 变量，球 = 值，部门 = 索引。这种变量称为"列表变量"。
例如，您有字符串"嗨！我的名字是"Name"变量，但您希望使用每个单独获取的单
词。为此，您可以按"""字符拆分文本，并将结果写入包含所有单词但单独包含的
新变量"结果"。让我们来看看它在脚本中是如何工作的。

在开始阅读本章之前，请阅读序言。在序言中的步骤 7 中输入以下文本：

这是文本示例，您可以使用任何文本“打开浏览器，搜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打

开Excel文件，将所有搜索数据放入Excel，将包含数据的字母发送到我的电子邮

件”

1）然后找到"输入命令"，然后单击"发送击键"。选择"当前窗口"并输入更改为其

他单元格所需的"[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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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找数据命令 - * 拆分文本，写入变量的名称（"变量"在我们的例子中）（没有

括号）和输入分隔符或让字段为空（然后分隔符是""（间隙）字符）。然后编写将

写入结果的变量的名称（在我们的案例中为"结果"）（带括号）。

3）回想一下，我们的部门是索引，因此我们需要创建名为"I"的起始索引，

其值为 0。创建值"I"（前言，步骤 6）并在字段中"请定义要设置为以上变量

的输入"输入 0。

4）查找循环命令 -* 循环列表并将 "[结果]"输入到第一个字段。正如您在脚本

创建面板上看到的，创建了两个命令："循环列表变量 [结果]"和"结束循环"。

需要在其之间输入以下所有命令。

现在我们需要将结果写入 Excel 中的单元格，但我们记住它是一个列表变量。对

于此任务，我们有"Loop List 命令"，它将逐个获取值（例如，框 + 部门按部门）。

本手册下面介绍了循环的功能。现在我们解释"拆分文本"命令，所以只需按照

说明操作，即使您不了解循环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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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后找到"如果命令 -* 开始如果"。在"请选择 If 命令的类型"中选择"变量比较

"。与"值1"相反，在"参数值"字段中输入"I"。在操作数中，选择"不等于"，

"Value2"的参数值写上"10"。此操作的结果，您可以在屏幕截图中看到。

以下所有命令都需要在"开始如果"和"结束如果"之间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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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发送击键"（如步骤 1）和输入[结果]。然后再次选择"发送击键"并输入

"[ENTER]"

7）在"结束如果"之后添加"设置变量"命令（前言，步骤 7），并在第一个字段中

写入"I"，在第二个字段中编写"[i=1]"（如屏幕截图所示）。

脚本如下所示：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12



数据命令 = "子字符串"

此命令允许您从具有定义长度的位置按字符串获取子字符串。
在开始阅读本章之前，请阅读序言。在序言中的步骤 7 中输入以下文本：
这是文本示例，您可以使用任何文本“打开浏览器，搜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打开
Excel文件，将所有搜索数据放入Excel，将包含数据的字母发送到我的电子邮件”

1） Clik 数据命令 -* 子字符串。在第一个字段中写"变量"，写出要开始的位置（在
我们的例子中为 12），将子字符串的长度（或 -1 到最后）和结果变量"结果"。

2）将结果设置为单元格 A3（前言，步骤 7）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13



数据命令 = "文本提取"

此命令允许您从字符串中提取文本。脚本中的示例：
在开始阅读本章之前，请阅读序言。在序言中的步骤 7 中输入以下文本：
这是文本示例，您可以使用任何文本“打开浏览器，搜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打开
Excel文件，将所有搜索数据放入Excel，将包含数据的字母发送到我的电子邮件”

1）单击数据命令 -* 文本提取。在第一个字段输入名称"变量"。在第二个文件中，
我们有三个操作：
a）提取所有后文本需要文本，之后将提取所有字符。示例：在"变量"中，我们希
望在"坐"之后提取所有。然后相反的"参数值"中的"前导文本"，我们写"坐"，结果
将是"一致，分裂"。
b）提取文本前的所有内容与之前相同，但在前导文本之前提取文本。
c）提取所有文本之间的需要尾随文本和前导文本。我们在脚本中使用此操作：

2）将"结果"值设置为单元格 A3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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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命令 = "错误处理"

此命令允许您捕获脚本中的错误，并根据需要继续/停止脚本。

让我们看一下示例脚本：

1）单击程序/进程命令 -* 启动流程

此命令将打开记事本。本手册下面将介绍此命令的所有功能。

2）单击变量命令 -* 新变量并将其命名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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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后查找数据命令 -* 日期计算。在第二个字段中选择"添加秒"，在"请选择变量

以接收日期计算"中写入 "[数据]"。

4）选择输入命令 - * 发送击键，选择"当前窗口"，并在第二个字段中输入 [数据]。

然后再次选择"发送击键"，然后发送"正确处理的错误"。

5）运行脚本。

您可以看到该脚本已完成，并出现错误。但是，我们可以使用错误处理来捕获此错

误。

6）查找引擎命令 -* 错误处理。选择"继续处理"，在脚本编辑屏幕上将此命令放在

第三个位置之前（在我们的日期计算命令之前）。您可以在屏幕截图上看到 srip 的

完成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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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在，您可以运行脚本，并看到所有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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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命令 = "暂停脚本"

此命令允许您按时停止脚本。
让我们看一下示例脚本：

1) 创建记事本（如上一条说明）
2) 选择"已发送的击键"并输入"暂停 10000ms 的开

始"
3) 选择引擎命令 -* 暂停脚本并编写 10000 （毫秒）
4) 选择"已发送的击键"并输入"暂停结束 10000ms"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18



发动机命令 |
'设置发动机延迟' " 秒表"

设置发动机延迟

暂停脚本 -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但如果我们想要设置超过 10 个命

令之间的延迟呢？在每个命令之间放置"暂停脚本"，这真的很无聊。

为此，我们创建了"设置引擎命令" - 其用法与"暂停脚本"相同，但暂停

将用于"设置引擎命令"下的所有命令。

秒表

此命令允许您测量脚本命令的时间。此命令非常简单 - 在要测量的命

令之前添加带有"开始秒表"的秒表命令，在这些命令之后添加"停止秒

表"。然后选择"测量秒表"并输入要保存测量值的变量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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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命令

这组命令允许您自动管理 Excel 文件，例如自动打开 Excel、创建 Excel 文件或更改
行或单元格。如果您擅长使用 Excel，则很容易理解此命令。我们展示一个如何使
用 Excel 命令的示例。为了理解此示例。

例子
在此示例中，我们有一个包含两个工作表的 Excel 文件：一个包含信息（我们将手
动创建），另一个为空 - 我们将信息从 Sheet1 复制到它。

1）查找 Excel 命令 -* 创建 Excel 应用程序

输入"e1"到实例名称。

2）然后查找激活窗口（请参阅窗口命令）并输入 Excel。然后查找"设置窗口大小"

并选择"当前窗口"

3）现在您需要手动创建一些 Excel 文件。我们附加此文件的屏幕截图。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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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工作表 2 –您也需要创建它）。保存此文件为"test1.xlsx"并关闭 Excel。

4）在铁人找到Excel命令 -* 打开工作簿

输入实例名称"e1"，并在第二个字段中将路径放入"test1.xlsx"文件。

5）重复操作 2 并激活 = 最大化"test1.xlsx + Excel"窗口。

6）查找 Excel 命令 -* 激活工作表

21



输入实例"e1"和工作表"Sheet1"。

7）现在添加 3000ms 的暂停脚本（请参阅引擎命令）。这一次用于打开的 Excel 文

件。

8）选择将高级击键发送到当前窗口：Ctrl 作为键向下键，F [F] 作为按键。请参阅

屏幕截图：

此命令将打开 Excel 查找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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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再次添加暂停脚本 3000ms。
10）选择"发送击键"并将"费用"发送到当前窗口
11）再次发送高级击键，并发送输入作为按键。
12）现在选择"关闭窗口"（请参阅窗口命令）并设置"当前窗口" - 此命令将关闭
Excel 查找窗口。
13）再次添加暂停脚本 3000ms。
14）现在您需要创建"循环次数"（请参阅循环命令）并在第一个字段中输入"4"。
在此循环中，我们将使用"发送（高级）击键"命令将信息从工作表 1 复制到工作表
2。见参加;所有命令都需要在"循环 4 次"和"结束循环"命令之间输入。
15）现在我们在单元格"费用"上的指针，所以我们复制单元格并将其输入到 Sheet2
。选择"发送高级击键"并将 Ctrl 设置为"键按下"，将 Ctrl 设置为"按键到当前窗口"
（此命令复制单元格内容）请参阅屏幕截图

16）选择 Excel 命令 -* 激活工作表。实例名称"e1"和工作表为"Sheet2"。

17）选择发送高级击键，并将 Ctrl 作为键按下和 V [V] 作为按键发送到当前窗口

（此命令输入单元格内容）。

18）激活工作表1

19）将"右箭头"作为按键按当前窗口。

20）从步骤 15 复制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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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激活工作表2，并再次发送"右箭头"作为按键（您可以复制和粘贴）
22）从步骤 17 复制命令
23）激活工作表1
24）发送向下箭头作为键按和左箭头作为键按（此命令转到单元格"工资"）
25）从步骤 15 复制命令
26）激活工作表2并重复步骤 24
27）从步骤 17 复制命令

28）单击 Excel 命令 -= 转到单元格，实例名称"e1"，单元格为 B4。此命令删除单元
格指针到单元格 B4（总计值单元格）
29）现在将 Alt 作为键向下发送，将"[Oemplus]"作为按键按当前窗口。此命令在
Excel 中调用"Sum"函数。
30）添加暂停脚本 3000ms。
31）将"输入"发送到当前窗口。

此命令副本单元格"费用"、"工资"、"奖金"和"总计"到表 2。

现在，我们需要求和所有值，并将结果写入 Total。

一切都在进行。现在，您可以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检查屏幕截图上的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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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操作命令

这些命令允许您管理计算机上的文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使用"删除文件"命令，您可以删除文件，只需输入文件的路径即可删除

文件。使用"移动/复制文件"，您可以移动或复制文件：选择所需的内容

–移动或复制文件，输入文件目录和要移动/复制文件的目录。此外，作

为可选的，如果目录不存在，则可以创建目录;如果文件已存在，则可

以删除该文件。使用"重命名文件"可以更改文件名：将目录插入到文件

和新的文件名。最后一个命令"等待文件"等待文件将存在。如果未显示，

脚本将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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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浏览器命令

此命令允许您自动执行 Internet 资源管理器。如果您知道如何使用浏览器，则命令

非常简单。我们在一个脚本中解释这些命令

1）查找 IE 浏览器命令 -* 创建浏览器

您可以编写要从开始开始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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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找 IE 浏览器命令 -* 导航到 URL

将任何名称输入到第一个字段和"https://www.google.com/"（！编写所有 URL，而

不仅仅是"google.com"！

3）查找 IE 浏览器命令 - * 关闭弓形手，关闭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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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命令

您可以在要执行某些操作以在发生某些情况时执行此操作时使用此命令。例如，如

果文件"PBD.txt"存在，则要创建文件"PBD1.txt";如果"PBD.txt"不存在，则创建文件

"PBD2.txt"。让我们来看看如何做到这一点。

使用名称"PBD.txt"在计算机上的任意位置创建文件，然后打开"铁人"并按照说明操

作：

1）查找是否命令 -* 如果开始

将路径输入到文件目录并选择"它确实存在"。

如您所见，命令"结束如果"将自动创建。它需要"铁人"理解，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哪些命令执行，哪些命令没有执行。您也会看到自动创建的绿色命令 -此命令是注

释，脚本忽略您在此处编写的一切 -供其他人了解命令需要什么。如果需要，可以

删除此命令。

现在，在区域中，如果命令选择"创建文件"（请参阅"文件操作命令"）和创建文件

"PBD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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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在选择"如果命令 -= Else"，然后单击"确定"。如果"PBD.txt"文件不存在，将运

行此命令。

在"Else"和"结束"命令之间输入"创建文件"并创建"PBD2.txt"文件。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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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命令

31

此部分允许您识别屏幕上的图像或截屏。

图像识别

使用此命令，您可以识别屏幕上的图像并将鼠标移动到此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它

是如何在例子中工作的。

创建Word 文档并输入以下图像：

1) 使用Word 文档激活和最大化窗口（请参阅"数据命令"或

部分"窗口命令"的前言）

2) 单击"图像识别"并选择"捕获参考图像"。您将进入识别模

式。取出要用红色矩形识别的图像，然后单击"追加"。您

将看到您选取的区域是脚本窗口中的追加区域。如果要将

鼠标箭头移动到此图像中的某个坐标，请设置字段中的坐

标 X 和 Y。然后，您可以通过鼠标选择要对此图像执行哪

些操作。在最后一个字段中，您可以选择超时：如果时间

剩余且找不到图像，则脚本将（错误除外）。

现在，您可以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截图

此命令允许您在脚本运行时截屏。



输入命令 |
'html 输入提示符'

此命令允许您快速显示 HTML 代码的结果。您可以测试以下脚本：

1） Cick 输入命令 -* 提示 HTML 输入，并将一些 HTML 代码设置为冷杉字段，并在

第二个字段中选择"关闭时出错"，如果发生错误，则要关闭窗口，否则"关闭时不要

出错"。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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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命令 |
'输入提示'

此命令允许您在脚本运行时向程序输入一些数据。请参阅示例：

1) 选择"开始过程"和"开始记事本"（请参阅 PDF 提取、步骤 3 或"程序/进程命令"

部分）。

2) 创建新的变量"数据"（请参阅"数据命令"或"可变命令"部分的序言）

3) 单击输入命令 -* 输入提示，并根据下图填充字段：

4) 运行脚本时将创建窗口"用户输入"。

然后选择"发送击键并将"数据"变量发送到记事本（请参阅错误处理，步骤 4 或"发

送击键 + 发送高级击键"部分）

现在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您可以在输入字段中写入任何文本并发送"

确定"。此文本将输入记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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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命令 |
' 发送击键 + 发送高级击键 '

发送击键命令允许您向窗口发送一些数据（如文本或键）（记事本、Excel 等）。发

送高级击键允许您向窗口发送一些键组合。

1）单击"开始过程"并启动记事本（请参阅 PDF 提取、步骤 3 或"处理/程序命令"部

分）

2）单击输入命令 -* 发送击键，选择"当前窗口"，并将"你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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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输入命令 - * 发送高级击键，选择"当前窗口"，将"输入 [返回]"设置为"选定
键"，将"按键"设置为"选定操作"。此外，如果需要，可以将"将所有键返回到'UP'位
置"为"是"。

4）再次选择"发送击键"，并向当前窗口发送"您好吗？现在单击"保存"和"运行

"以启动脚本。

发送鼠标移动 + 发送鼠标单击（命令）

这些命令允许您自动移动或单击鼠标。你可以自己轻松测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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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命令 |
'循环列表'

您可以使用循环列表命令使用"拆分文本"来构造脚本。在这里，我们解释发生了什

么。

循环列表允许您管理列表变量的值。为此，我们需要索引（如示例中的"i"），这些

索引可以更改。为什么？让我们在"画图"图像上看到，了解循环的工作原理。

红色矩形 = 是一些变量（如"var"）。带文本的黑色矩形是"var"包含的许多值（所有

单词都分开）。让我们给出每个黑色矩形的数字 -例如，"我的"矩形 = 数字 1，"名

称"= 数字 2，等等。我们有 8 个数字（"25"是 8）。现在看看"拆分文本"脚本中的屏

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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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看到"如果 [i] 不等于 10"-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需要"如果 [i] 不等
于 8"-如果 [i] 将超过 8，我们可以向当前窗口发送什么？什么。
循环具有迭代—如步骤。第一步，第二步，等等。在我们的例子中，在
每个步骤循环上发送来自红色矩形的文本。因此，我们需要修改每个步
骤的"I"值 -首先，结束循环，其次，一步一步地发送文本，而不仅仅是"
我的"和结尾。因此，在循环的每个步骤之后，最后，我们需要修改 i变
量 - 向其中添加 1。因此，"设置变量 [将 'i]#1' 应用于变量 'i'\"执行此操作。
结束循环是结束所有步骤的标记。您可以看到"退出循环"命令。此命令允
许您在某些情况下结束循环：假设，如果 i值等于 3，则要退出循环。所
有你需要的 - 添加if语句（见"如果命令"），并放入"退出循环" 。"退出循
环"在命令"连续循环"中非常有用。

连续循环（命令）

此命令允许您启动循环，该循环仅在发生某些情况时才能停止。所有你

需要 - 启动连续循环（它没有任何字段，除了命令），输入将发生在每

个步骤和添加当循环应该停止，使用"if命令" = "退出循环"命令（不是

结束循环）.

循环次数（命令）

此命令 - 类似于以前，但它有具体的步骤数从开始。您可以在"Excel 命

令"部分看到此命令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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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命令 |
'添加代码注释'

此命令允许您在脚本中添加一些文本，铁人将忽略这些文本。此类命令需要其他开

发人员了解您的代码。《钢铁侠》中的每个命令都有可选的字段 -这是注释。您可

以在屏幕截图上看到注释命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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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命令 |
' 设置剪贴板文本 = 获取剪贴板文本'

此命令允许您设置/获取文本到/从剪贴板，并将其放入变量。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

例子：

1）开始记事本（查看 PDF 提取，步骤 3 或"程序/进程命令"）。创建新的变量"数据

"（请参阅"可变命令"），并将"你好世界！然后选择"发送击键"并将"数据"发送到当

前窗口（"输入命令"）

2）现在选择杂项命令 -* 设置剪贴板文本

在第一个字段中输入任何文本。

或者，可以从计算机上的任何位置复制任何文本。此文本将保存

在剪贴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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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选择杂项命令 -* 获取剪贴板文本

输入要在其中输入剪贴板文本的变量名称（在我们的案例中为"数据"）。

4）选择"发送击键"并将"数据"发送到当前窗口。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可以在"Excel 命令"中看到的更详细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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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命令 |
' 发送 smtp 电子邮件 '

此命令允许您发送电子邮件

输入主机和端口（可在邮件提供商现场了解此信息）。输入您的用户名（两次，

在"来自电子邮件"字段中的第二个）、密码和用户名收件人。然后添加"主体"和"

正文"。您可以将此命令添加到以前的脚本并对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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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项命令 |
'序列命令' 显示消息'

序列命令（命令）

此命令允许您对命令进行分组。只需创建序列命令命令并删除命令到创

建的字段。保留一些命令并将其移动到脚本编辑屏幕上创建的序列命令

命令。

显示消息（命令）

此命令允许您在脚本运行时显示消息（消息看起来就像图片上）。

42



程序/进程命令 |
'启动过程 + 停止过程'

这些命令允许您启动/停止程序。您可以启动一些默认进程（如记事本）或非默认

程序（使用路径到文件），并处理其。您可以在前面的许多部分中看到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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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命令 |
'环境变量 = （OS 变量）启动远程桌面'

' 系统操作'

环境变量 = （OS 变量）启动远程桌面

环境变量 = 是从您的计算机（如到文件夹的路径）的变量。OS 变量 –是关于您的计

算机的变量（如操作系统语言、描述等）

1) 启动记事本（请参阅程序/进程命令）并创建新的变量"数据"（请参阅变量命

令）

2) 选择系统命令 -* 环境变量。在第一个字段中选择环境变量，在第二个字段输入

"数据" - Iron Man 变量的名称，该变量将包含该变量的路径。

3）将"数据"发送到当前窗口（请参阅输入命令）

系统操作

此命令允许您对系统执行某些操作（如重新启动、锁定屏幕、关闭和注销）。您

应该自己测试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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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命令

阅读文本文件 + 写入文本文件

这些命令允许您从/到文本文件读取/写入信息。

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手动创建一些 .txt 文件，并输入一些东西。

选择"开始进程"和"开始记事本"（请参阅程序/进程命令）。然后创建新

的变量"数据"（请参阅变量命令）。

选择文本文件命令 -* 读取文本文件，并在文本文件的第一个字段输入路

径中，在第二个字段输入"data"中，变量中将输入文本。

选择"发送击键"并将"数据"发送到当前窗口

选择文本文件命令 -* 写入文本文件并填充路径字符串的第一个字段。在

第二个字段中输入要写入文件的文本（如"伦敦是大不列颠的首都"），在

第三个字段中选择所需的内容 -覆盖文件或追加文本以写入文件。

然后选择"阅读文本文件"并再次读取此文件

再次将"数据"发送到当前窗口。

现在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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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命令 |
' 新变量 = 设置变量 = 添加到变量 '

可变命令

这些命令允许您管理变量。变量类似于容器，可以保存某些数据。您可以看到"拆分

文本"以了解有关变量的更多内容。

新变量 = 设置变量 = 添加到变量

选择"开始进程"和"开始记事本"（请参阅程序/进程命令）。

1）单击变量命令 -= 新变量。第一个字段 = 变量的名称（在我们的案例中为"数据

"）。第二个 –内容，您希望输入到变量（让它为空，在此示例中我们使用"设置变

量命令"）。第三个领域是铁人需要做什么，如果变量与这个名字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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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变量命令 -* 设置变量。输入要设置为变量的变量和值的名称。

3）选择"发送击键"并将"数据"发送到当前窗口
4）选择"发送击键"并将"输入"发送到当前窗口

5）查找变量命令 -* 添加到变量，将"数据"输入到要以 [data]文本格式添加的第一

个字段和文本（请参阅屏幕截图）

6）选择"发送击键"并将"数据"发送到当前窗口。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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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浏览器命令 |
'创建浏览器 + 导航到 URL » 元素操作 » 关闭浏览器'

Web 浏览器命令

这些命令允许您管理网络浏览器（Chrome 或 IE），例如导航到网址或查找页面上

的元素。

创建浏览器 • 导航到 URL • 元素操作 • 关闭浏览器

1）查找Web 浏览器命令 -* 创建浏览器

在第二个字段中将浏览器设置为启动（Chrome 或 IE）。然后设置窗口状态（正常

或最大化）。让"请指定硒命令行..."字段为空（硒开发人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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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活当前窗口（请参阅窗口命令）。

3）选择Web 浏览器命令 -* 导航到 URL。实例名称："默认"，URL ：

https://www.bbc.com

4）创建新的变量"数据"（请参阅变量命令）

5）选择Web 浏览器命令 -* 元素操作

实例名称："默认"。在第二个字段中，您可以选择任何方法在页面上查找元素。我

们选择了"通过 CSS 选择器查找元素"。在搜索的第三个字段输入参数（在我们的例

子中为"a.block-link_覆盖链接"）。下一个字段是您要对元素执行什么操作（您可以

选择所需的内容，我们选择了"获取文本"）。最后一个字段是变量，我们将在其中

从元素复制文本。在参数值字段中写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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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在单击"开始进程"和"开始记事本"（请参阅程序/进程命令）并将其发送"数据

"（请参阅输入命令）。

6）选择Web 浏览器命令 -* 关闭浏览器，实例名称：默认值。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向后导航 + 向前导航 + 刷新（命令）

重复上一个示例的 1-3 个步骤。

单击Web 浏览器命令 -*"导航返回"，实例名称：默认值

单击Web 浏览器命令 -* 向前导航，实例名称：默认值

单击Web 浏览器命令 -= 刷新，实例名称：默认值。

单击"保存"和"运行"以启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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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命令

这些命令允许您管理窗口。我们显示一些简单的脚本与所有命令

选择"开始过程"和"开始记事本"（请参阅程序/进程命令）

1）选择窗口命令 -* 激活窗口并激活当前窗口

2）选择窗口命令 -* 调整大小窗口，设置"当前窗口"并写入以像素为单位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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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窗口命令 -* 移动窗口。设置当前窗口和坐标

4）选择窗口命令 -* 设置窗口状态。设置当前窗口和窗口状态（最大化、最小化或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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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择"等待窗口存在"。在第二个字段中设置一些窗口并输入"2"。

6）选择窗口命令 -* 关闭窗口并设置"当前窗口"。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