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Chapter 1

微服务测试概述

本章作者：雷辉
互联网用户数量和需求的变化对软件构架风格提出了新的挑战，微服务恰好适应这种
变化。在微服务架构中，每个单一服务的代码规模都是可控的，它有效减少了编译、打包
部署时间。这些独立的个体服务通过 HTTP 等协议完成互相调用，它在调用过程中并不关
心模块的底层代码实现方式，这让微服务架构在尝试新技术上可以更为大胆。此外，单个
服务业务清晰、代码量少，更容易被开发人员理解和维护，对代码进行修改时效率也更高，
从而加快了产品上线速度。这也是目前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青睐微服务的原因。
可以说，微服务对开发、测试和运维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微服务的服务拆分、代码设计与测试等与单体应用存在着不同。微服务在解决单体应
用痛点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它的部署、管理、监控等工作更加复杂。面对微服务，
测试人员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在测试微服务的方法和技术上需要做怎样的改进，才能提高
工作效率？
本章你将了解到，微服务测试的 6 大要点以及在微服务中如何进行自动化测试。

1.1

微服务测试的要点
微服务测试要点有很多，而真正打通测试链路的要点通常有这 6 个。

1.1.1

一份有效的测试策略

测试一个项目之前，有一份有效的策略相当重要，它就像一把利器，可以用最低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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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达到最优的效果。制定测试策略，梳理和识别项目中可能会出现的质量风险并制定应对
措施是关键。例如，制定测试微服务系统策略时一般更多地关注接口的幂等性、接口层的
自动化测试比例以及上下游服务调用链的正确性。另外，改进传统三层测试金字塔，增加
契约测试并且调整各层自动化比重，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适配微服务系统的测试需求。
所以，本书第 2 章会讨论在微服务系统中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测试策略。

1.1.2

一个构建接口层数据的好办法

想要做好接口层自动化测试，不备好数据是万万不行的。我们知道，单体应用中的测
试数据通常是在页面操作中构造的，这样做有个很大的优点：易于理解和使用，操作几次
就能记住构造数据的大体流程。而在微服务中，一个团队开发的内容可能没有页面，因为
它是用来被其他服务调用的。如果没有页面，则了解页面操作是无效的，但这时我们要了
解几个点：机器和机器之间调用的接口数据定义，测试时所需要的其他依赖数据的构造方
法，如数据库中表的关联数据、消息队列的消息体等。
了解接口定义并不难，每个字段的含义、可允许的输入范围、不同数据对后续业务的
影响等信息，通常可以从开发工程师给出的说明文档中获取。比较麻烦的是构造测试所需
要的依赖数据，而这些依赖数据的生成过程并不直观，远不如直接在页面上操作方便。
例如，一个生成订单的接口，它的依赖数据一般包括客户详情、公司详情、库存信息、
支付信息等。这些由其他团队开发的接口，常会缺少一些文档详细说明数据格式以及不同
的数据内容对业务的影响。这些测试数据需要由测试人员来生成：查看数据库中相关数据
表的内容，并尝试用写 SQL 等方式构造出一整套依赖数据，有时还需要构造消息队列消息
体生成依赖数据，或者调用某些接口去生成数据。这个过程在初期特别容易出错，后期逐
渐稳定下来会好很多，但仍会面临一堆 SQL 脚本不易维护的问题。碰到这种情况，我们都
会把这些 SQL 脚本（或者构造消息队列的消息的过程等）自动化起来，用 Java 或者 Python
等语言编写的代码替换 SQL 脚本中需要改动的部分，最终一键生成整套测试数据。
对于这套初始化数据脚本，我们需要在测试业务流程中做进一步验证，以确保数据关
联关系的完整性以及准确性。“前面业务流程都通过了，后面业务流程却抛出了异常，怎么
办？”这时，要针对测试数据脚本进行查看并调试。这个工作并不好做，可能需要开发人员
在代码中设置断点调试来寻找原因。但它的优势是，一旦这套测试数据脚本稳定下来，只
需几秒就能生成一套复杂的测试依赖数据。更为重要的是，在后续的接口自动化测试中，
这套数据依然可以继续使用。
在第 3 章中，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在微服务中做接口层的自动化测试，包括测试数
据的生成、用例的设计和测试框架的使用。

1.1.3

端到端测试，减少耗时

端到端的测试通常包括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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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针对新开发功能的上下游服务 / 系统做联调，确保接收到的数据能被正确处
理，处理结束后还能将正确结果发送给下游。
第二阶段，联调工作涉及范围更广，从整个大系统的入口发起调用，经多个服务，到
达新开发服务并进行业务处理，接着流转到下游服务（下游服务也可能做多个层次的处理），
直到整个业务流程处理完毕。
第二阶段联调成本极大，主要体现在端到端联调的沟通上。因为这些服务是不同团队
来维护，所以通常采取线上沟通的方式。而线上沟通又常出现对方不在线或者回应时间长
等问题，这会导致联调过程的严重延时。
端到端联调的过程并不难，耗时是最主要的问题。除了上述线上沟通耗时外，还有一
个特耗时的问题—定位 Bug。Bug 的定位很麻烦，需要一层层排查，有时候看似是上游发
送了错误数据，实则是上上游发送的。这样来回地讨论和定位，就能耗上大半天时间。有
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知道，联调测试中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忙各的”。各团队平时只负责
各自的服务开发和变更，导致最后联调时一些接口对不上。为了避免问题集中式、爆发式
出现，建议采用契约测试。在日常开发过程中，契约测试，特别是消费者驱动的契约测试，
能够起到时刻防范和预警的作用。
契约测试可以实现自动化验证服务接口之间约定的参数格式和返回结果。当一个服务
修改了代码，破坏了约定，测试程序便会在第一时间让流水线（pipeline）构建失败，从而
快速暴露问题，让服务之间的接口契约得以保证。契约测试的优势在于能有效防止契约遭
到破坏，从而让联调更加顺利。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如果每一天的流水线构建都能成功地
通过契约测试，那端到端的联调也会顺利、省时很多。
第 4 章会详细讨论契约测试的思路、实施方法、工具与实践。

1.1.4

把握微服务系统整体质量

微服务团队中的测试工程师只服务于自己的开发团队，只保障自己团队的产品质量。
而最终产品形态需要把各团队的单个服务组合起来，再对外提供服务。那么问题来了：当
单个服务通过全面测试，假设已经做到 100% 的测试覆盖，那么微服务整体系统的质量是
否就没有问题了呢？
以性能测试为例，正确答案是：在性能测试中，对单个服务及其所在调用链进行性能
测试并通过后，不能确保微服务系统上线后不会出现性能问题。原因在于，多个服务之间
存在共享消息队列、Redis 缓存、硬件设备等，这会导致系统出现性能瓶颈。
关于如何对整体系统做全链路性能压测，我们会在第 5 章进行讨论。
微服务分布式的天然属性，决定了各服务间的调用可能存在网络不稳定、服务暂时不
可用，甚至服务器物理停机等情况。为了应对这类异常场景，我们可以采取混沌工程的方
式。我们可通过主动制造基础设施、网络和程序本身的故障，来验证系统在各种故障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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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提前识别问题，避免造成严重后果，继而验证生产环境出现失控情况，系统能否按
照预期进行应对。
第 8 章介绍了混沌工程与传统测试、故障注入的区别，以及混沌工程的实施原则和工
具的使用方法。
在微服务日常测试中，还有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系统—监控系统。是否具备完备
的监控措施是实施全链路压测、混沌工程实验的关键所在。监控不仅会记录操作日志、硬
件指标等信息，还会记录多个请求间跨服务完成的逻辑请求信息，这为我们了解微服务系
统实时运行状态提供了支持，也帮助我们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性能优化和问题追踪。
第 6 章介绍了微服务监控工具的使用和监控指标的分析。

1.1.5

隔离依赖，实现独立测试

微服务系统的分布式特点带来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测试环境的稳定性。这一特点体
现在系统结构上、服务部署上，甚至团队协作上。在这种多点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的失
效都会给微服务的测试工作带来阻碍。这里说的失效，在现实微服务项目中可能有各种呈
现方式，比如：
T 服务 A 依赖服务 B，但服务 B 很不稳定，经常出现异常；
T 服务 B 只有产品环境，没有集成测试环境；
T 服务 B 的集成测试环境只能满足一般的功能测试，无法承载服务 A 的性能测试
需求。
这些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分布式部署极大地扩散了服务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图谱，识
别依赖、解决依赖问题，很多时候会成为微服务测试工作在某个时间节点的痛中之痛。围
绕这一问题，目前业界通用的解决方案聚焦在构建虚拟服务上。通过构建和引入合适的虚
拟服务来局部地、有限地替换真实的依赖服务，解决从功能测试到性能测试中的大量依赖
问题。
我们在第 7 章会了解虚拟化工具的原理、使用场景和详细示例。

1.1.6

守住第一道安全防护层

对安全要求高的公司在服务开发完成之后，一般会将安全测试交给专业的第三方安全
部门或者安全咨询公司，这样安全测试对于团队内的测试人员来说就属于可选项，这导致
大部分测试人员对安全测试并不十分清楚。在微服务构架中，这种在软件开发流程末端才
介入安全测试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原因有二。
一是，开发团队内的安全测试是第一层防护。如果没有这层防护，当安全团队接手时，
会出现大量明显的安全问题，需要二次甚至多次送检，这将给安全团队造成无谓的消耗，
也会影响产品发布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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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过晚发现安全问题会增加返工成本，甚至安全问题的结果会严重到让人无法承
受，如架构设计上的安全问题。因此，微服务对安全内建的诉求更加迫切。
我们在第 9 章会从如何确定安全测试需求开始，了解在微服务中如何进行安全测试，
以及如何利用安全测试工具。

1.2

微服务中的自动化测试
微服务中的自动化测试可以为团队带来很多好处，比如加快回归测试执行速度、有效

缩短开发的交付周期。有了自动化测试这张保护网，测试人员才能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
到探索性测试，以发现系统中隐藏的更多缺陷。
说起自动化测试，不免让人觉得既高端又复杂。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般的功能测试是如何进行的：设计测试用例，并在测试用例中描述测
试步骤和预期结果，测试工程师据此进行操作。与功能测试相比，自动化测试在单元测试、
接口 API 测试、契约测试、UI 自动化测试上，使用的工具和代码框架不同，但思路是一致
的：设计测试场景，再编写测试代码并按照操作步骤执行，最后判断实际结果与预期是否
一致。唯一的区别是，一个由人来执行，一个由代码或工具执行。
在微服务场景下，自动化测试工作包括单元测试、API 接口测试 / 集成测试、契约测试、
UI 自动化测试。
1. 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是程序员保障代码质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单元测试可以针对软件中最小的代
码单元来进行，它根据类或方法的参数传入相应的数据，得到返回结果，并断言返回结果
是否符合预期。单元测试的优点是，执行速度非常快，且可以覆盖比较全面的代码逻辑路
径，模拟出一些其他自动化测试难以模拟的异常场景，例如数据库的事务回滚。单元测试
会使用 Mock 方式来隔离依赖，也就是给依赖场景找个“替身”。单元测试集成是在 CI 构
建工具后，每次代码提交都会触发执行。只有项目具有完备的单元测试，程序员才有信心
添加新功能，或者对已有代码进行重构。
单元测试的价值：① 最快速的质量反馈；②帮助重构、提升代码质量。
2. 接口测试 / 集成测试
接口测试主要关注模块之间的协同工作，集中在对接口的入参和返回结果的校验上。
测试时会构造不同的入参，去验证返回结果是否符合期望，接口测试也会使用 Mock 技术
（通常使用在对第三方依赖的模拟上，在接口内部较少使用）。相比界面，接口层更加稳定，
而且接口自动化测试的执行速度要比界面自动化测试快很多。在微服务系统测试中，接口
测试占有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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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测试的价值：① 接口相对稳定，对自动化的投入性价比高；② 执行速度比界面自
动化快很多。
3. 契约测试
契约测试实质上也是接口测试，是一种特异性非常强的测试子类。契约测试将传统意
义上需要同时运行多个服务的集成流程分解为多个集成点，笨重的集成测试被转化为易编
写、易运行的单元测试 / 接口测试，这里的每个集成点都可以单独进行测试。契约测试有助
于实现各个服务的独立部署和交付。
契约测试的价值：①解耦消费者与提供者，使彼此可以独立进行开发；②在验证服务
间的调用正确性上，比 UI 自动化测试更轻量级。
4. 界面自动化测试
在微服务中，界面自动化测试占比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界面测试执行时间长，相比
其他类型的测试也更脆弱。因此，在保证产品质量上，我们通常会增加更多的接口测试和
契约测试。
界面自动化测试用例也有它的特点，能够更真实地测试用户端到端使用的业务场景，
可以比较有效地测试到模块与模块、接口与接口的边界连接场景。在界面自动化测试中使
用 BDD（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工具，可以以用户使用的视角来描述需求和相关的
验收条件。
界面自动化测试的价值：可以验证完整的流程，具有比较高的业务价值。

1.3

本章小结
微服务测试中的绊脚石有很多，本章针对六大主要难点，从制定测试前的策略、构建

测试数据，到解决耗时问题、把握整体质量、隔离依赖、守护安全，一一给出解释。测试
中，为了省心、省时又省力，我们严格遵守能“自动”绝不“手动”的原则，我们不能说
这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就目前而言，这是行之有效的。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们，
期待与你的探讨。

第 2 章 Chapter 2

微服务测试策略

本章作者：秦五一
作为测试人员，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曾被问过一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可以上线了吗？”也
许你会故作镇定地回答：“是的，可以了。”然而你的内心并不十分确定。之所以会有这样矛
盾的表现，是因为作为测试人员的我们通过知识的学习与亲身经历，已经充分理解软件测试
的本质：软件测试只能证明软件有问题，却不能证明它没有问题。软件测试是无法穷尽的，
然而参与测试的人力资源和软件的测试周期却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这种限制下完成测试。
因此，需要有一个策略来帮助我们在测试成本与测试的效果之间寻求平衡，指导我们使用合
适的测试流程、测试方法、测试技术等，实现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获取尽可能好的测试效果。
微服务作为敏捷开发模式下的一种重要架构模式，其测试策略必然与敏捷测试有紧密
的关系。下面我们一起从敏捷测试策略来看微服务测试策略的设计。

2.1

传统测试策略与敏捷测试策略
关于测试策略中应该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在传统开发模式和敏捷开发模式下是不同的。

在传统开发模式下，测试策略不仅作为测试设计的指导，而且是测试流程中重要的交付物，
它包含相当多的内容。而在敏捷模式下的测试策略强调的是测试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定义
严格的流程。下面来简要介绍下这两种测试策略，便于我们更好理解微服务中的测试策略。

2.1.1

传统测试策略

在传统模式下，常见的测试策略内容包括测试范围、测试方法、测试环境、测试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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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控制、风险分析。
（1）测试范围
在早期我们测试什么，通常是由测试经理基于需求跟踪矩阵（requirements traceability
matrix）并结合经验来判断。例如，测试应该包括哪些功能、哪些模块、运行哪些用例，最
终通过需求跟踪矩阵与开发经理讨论获得（对本次修改的特性或组件，加上高风险的特性与
模块进行回归分析）。而今，得益于 Git 历史记录、代码覆盖率工具，以及依赖分析技术的
发展，我们可以相对客观地获取本次测试的影响范围。在笔者参与过的微服务项目中，就
曾利用 Git 记录来判断测试范围。
（2）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通常涵盖测试层级与类型，如测试需要考虑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组件测试、
端到端测试、回归测试、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等。测试方法还包括测试流程，从需求到发
布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应哪些测试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每种角色应该有怎样的职责。有
些测试方法还可能会包括自动化测试的策略、缺陷的管理策略。
（3）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包括测试环境的种类与数量、不同测试环境的构建方式等，有时还会包括对
测试数据的管理，例如是采用构造的假数据，还是利用脱敏的真实数据等。
（4）测试工具
测试工具包括测试管理工具、测试执行类工具等。对于测试管理工具，要考虑是否需
要专业的测试用例管理系统，如果是，使用哪种测试用例管理系统；又如缺陷管理是否应
该与需求管理共用一个系统；哪些缺陷需要记录及不同阶段的缺陷是否采用不同的系统来
记录等。此外，测试中可能还会用到测试执行类工具，如自动化测试工具、API 测试工具、
性能测试工具以及安全测试工具等。
（5）发布控制
发布控制要确保该发布版本中所有修改都能得到全面测试，并明确测试到什么程度可
以达到发布的标准（即测试准出标准）。
（6）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涵盖测试过程中所有影响测试效果的风险，以及其应对方案。除罗列风险外，
通常需要给出应对手段，以进行主动规避或者减轻其影响。常见的风险包括：第三方依赖
未能及时上线导致难以完成系统测试；选取的测试工具不能实现某些场景测试，导致给定
时间内无法完成对这些场景的测试覆盖等。
传统的测试策略文档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与多方项目干系人就测试策略达成共识的任务。
在传统的瀑布流模式下，软件开发的速度较慢，每个阶段都是分开的，因此需要详尽的文
档来确保大家在不同阶段的理解是一致的。而在敏捷模式下，软件开发速度很快，开发人
员与测试人员都围绕故事卡进行增量开发与增量测试，软件迭代式演进。详细且复杂的测
试策略文档对一个前期频繁变化的软件而言是难以参照实施的，而且敏捷本身强调“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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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维度的思维框架。但需要澄清的是，敏
捷测试并非没有任何文档，而是强调编写必要的文档。

2.1.2

敏捷测试策略

敏捷创始之初的核心是敏捷宣言，敏捷宣言中的核心思想是要定义价值观而不是定义
流程，这一点与传统瀑布模式非常不同。作为敏捷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敏捷测试同样未
被明确地定义到底如何做，因此敏捷测试中更加强调策略胜过具体的测试流程与测试动作。
在敏捷测试发展的历史中出现了一些用于制定敏捷测试策略的重要思想框架。
敏 捷 开 发 中 常 用 的 测 试 策 略 框 架 有 2 个： 一 个 是 敏 捷 测 试 象 限， 另 一 个 是 测 试 金
字塔。
1. 敏捷测试象限
图 2-1 是大家最为熟知的测试象限版本，它来自 Lisa Crispin 的 Agile Testing 一书。

图 2-1

敏捷测试象限（Lisa Crispin 版）

而在此之前有一个更早期的版本，即图 2-2 所示 Brian Marick 的测试矩阵（Test Matrix）。
Lisa 在其博客中也声明了自己的版本源于 Brian 的版本。从两个图的对比看出，Brian
的版本没有给出具体的测试类型，而是通过定义测试的类别来指导测试工作。这也是测试
象限的最重要价值。当从高层次设计测试时，它提醒我们需要考虑 4 个广义测试类别，具
体如下。
1）面向技术、支持编程的测试：保证开发人员在正确地做事、高效地做事，其包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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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类是引导开发者开发程序的技术性测试，通常指 TDD 中的测试，典型的代表是模块
间接口、模块的方法所编写的测试。另一类则是作为防护网的测试，通常是为了检测代码
的行为变化而后补的测试，例如对重要逻辑后补的单元测试等，一般为低层级测试。

图 2-2

测试矩阵（Brian Marick 版）

2）面向业务、支持团队的测试：从产品的角度来设计测试，指导团队开发出的程序做
正确的事，确保团队所开发的产品是正确的，其包含两类。一类是先编写的验收测试，然
后利用 BDD 进行行为驱动开发。另一类也是后补的测试，常见的是针对故事卡中的验收
条件所设计的扩展性测试用例，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测试。它们通常在程序完成后用于验证，
并在未来作为回归测试用例来使用。
3）面向业务、评价产品的测试：是从用户使用产品的角度，验证团队是否在做好的产
品。这里的测试更多是指探索性测试、用户真实使用场景测试、易用性测试等。
4）面向技术、评价产品的测试：前面 3 类测试更多时候需要的是通用的测试能力，而
需要特殊的技能才能完成的测试会落入这个象限，如性能、安全、易用性测试等，这类测
试通常在专业人士的引导下才能设计出来。
我们之所以溯源回最早期的版本，就是为了说明之前的测试矩阵更具有普适性，更加
符合敏捷的特点，即“响应变化”。也就是说，测试象限里具体的测试类型会针对被测试系
统的不同而变化，但这 4 个大的类别是我们在定测试策略时需要考虑的重要维度。
稍后，我们会针对微服务架构画出对应的测试象限。
2. 测试金字塔
图 2-3 是 Mike Cohn 版本的测试金字塔，最早用于制定指导自动化测试的投入策略，
但是初次接触测试金字塔的人对这个版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测试金字塔只包含单元测试、
服务测试和 UI 测试。
显然这三层的命名并非作者想表达的核心意思，因此大家应该忽略掉这三层测试具体
的命名，而去洞察这个测试金字塔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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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金字塔（Mike Cohn 版）

笔者认为 Google 曾提到的一种分层方法会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测试金字塔的本质。如
图 2-4 所示，测试按照集成的规模，被分为小型测试、中型测试、大型测试，有些项目在
大型测试之上还包含超大型测试，这里的“大”和“小”对应的是系统中被测试系统的集
成范围的大小，如单个类相对孤立，集成范围是单个方法里的代码或与其他类中方法交互
的代码，而 UI 端到端测试显然是更大范围的集成。

图 2-4

测试金字塔（Google 版本）

无论测试类型是什么，我们需要记住的核心点只有两个：
1）需要编写多个层级的测试；
2）越往上层走，集成范围越大，需要编写的测试数量就越少。
如果依照 Google 这种以范围大小来进行测试分层的方式，测试金字塔就可以不局限在
功能自动化测试领域，而扩大到整个功能测试领域。
大家需要理解测试金字塔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设计出属于自己团队实际情况的测试金
字塔。
3. 敏捷测试中测什么与怎么测
回到测试策略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在敏捷测试中我们需要关注测试什么以及怎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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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测试中测什么？这有两个方面需要重点考虑：一方面是敏捷中的迭代测试；另一
方面是敏捷中的发布测试。
（1）迭代测试
根据故事在敏捷开发流程中的重要性，迭代测试的核心是故事测试，我们需要考虑测
试以下几个部分。
1）测试故事中的验收条件（需求）本身。在故事卡开卡（kick off）阶段，测试人员与
业务分析师一起讨论故事卡中的验收条件是否完备，以及是否存在隐性的非功能性需求。
2）测试实现故事的程序。开发人员通过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等较低层级的测试来保证
代码内部逻辑的正确性，测试人员基于开发人员已有的测试，从较高层级，如接口、UI 等
测试来验证条件是否被正确实现。
3）测试故事的业务价值。测试人员、开发人员、业务分析师一起向客户进行演示，确
保故事确实是客户想要的。
（2）发布测试
根据发布测试的长度与发布周期，分为两种流程。
图 2-5 所示的发布测试是系统经过很多次迭代后在发布版本前做的，图 2-6 则是一种较
短周期内进行的发布测试，例如系统经过 2 次迭代（周期还可以更短）后在发布版本前做的
发布测试的流程。

图 2-5

敏捷中的迭代测试与发布测试（n 次迭代后发布一次版本）

发布测试通常发生在发布版本前的一次迭代过程中，用于对系统做整体的功能验证和
回归。发布测试包括了回归测试、用户验收测试（还有可能是 Beta 测试，这取决于我们定
义谁是“用户”）以及系统级非功能性测试，如性能测试、安全测试、用户体验测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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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中的迭代测试与发布测试（2 次迭代后发布一次版本）

敏捷中的发布测试与传统的发布测试很相似，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优秀的敏捷实践中，
自动化测试会在每次迭代结束前开发完成，因此，敏捷中的回归测试实际上每天都在运行，
在发布测试阶段，自动化的回归测试已经在前一天晚上执行完成。除了自动化回归测试外，
通常还会引入 Bug Bash，邀请整个产品团队中的其他角色进行 1～2 个小时的找 Bug 游戏。
在加入大量的自动化回归测试后，敏捷中的发布测试周期可以被压缩到只有 1～2 天甚至几
个小时，实现图 2-6 中的敏捷测试流程。
（3）敏捷测试中怎么测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谁来测试。在敏捷中，测试是全团队的责任，敏捷更加需要 T 型
人才，这与传统测试非常不同。基于团队中不同角色的技能优势，常见的分工如下。
1）测试人员是质量布道师，负责团队的测试用例设计、探索性测试执行、测试的赋能
（如与开发人员结对实现 BDD、帮助评审开发人员的单元测试及集成测试设计等）。
2）开发人员是自动化测试的主要实施者。
其次，对于故事的测试会考虑以下内容。
1）根据被测试程序的具体实现考虑如何测试。
2）测试金字塔则会重点给出测试类型的比例。
3）故事测试时可以采用 Mock 手段，在依赖组件测试未完成时，可以先完成故事卡的
测试。
4）持续的非功能性测试：从需求规划阶段就要考虑非功能性需求，在故事卡阶段考虑
是否实施对应的非功能测试，以及如何在系统未完全开发完时进行非功能性测试。
再次，对于发布测试执行策略我们怎么设计。
1）测试环境要贴近生产的集成环境。
2）对回归测试，我们需要考虑自动化测试 + 脚本类手工测试 + 一定量的探索性测试 + Bug
Bash。
3）对非功能性测试，我们需要在类生产环境中进行，甚至可以考虑在生产环境中进行。
最后，所有的自动化测试都应该在持续交付流水线上自动化运行，这样才能够保障测
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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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服务中的测试策略
作为最早系统性采用微服务架构的公司之一的 Thoughtworks，一开始就在开发微服务

系统中采取了敏捷模式，开发团队坚持 2 Pizza 的团队规模，每个团队有 1～2 名测试人
员（Thoughtworks 内部叫质量分析师，与传统测试人员略有区别，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官网
查看招聘要求）。微服务系统的测试与上述敏捷测试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只是由于被测
微服务系统架构的特殊性，会有一些特殊的应对策略。由于微服务实现方式不止一种，因
此为了便于讲解，本文所描述的微服务间通信采用的是基于 HTTP 的 RESTful API，实现
框架为 Spring Boot。下面我们基于敏捷中的测试象限和测试金字塔来看微服务中的测试
策略。

2.2.1

测试象限

首先，我们借鉴测试象限（矩阵）中的 4 个不同的象限作为微服务的测试象限。
其次，我们依照这 4 个领域思考一下微服务中应该有哪些测试？
最后，我们把它们合起来放在象限里。
厘清思路后，我们一个象限一个象限地看。
1. 面向技术、支持开发的测试
在 Lisa 的版本中，第一象限里只有单元测试和组件测试。对微服务而言，一个可部署
的组件通常为单个微服务，它里面不仅仅包含一些类和方法，还包括了数据库和网络组件，
因此除了单个服务的组件测试外，还应该包含一个服务内数据库以及网络组件集成测试，
如图 2-7 所示。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用来支持开发工作的测试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想测试象限最初的版本，Brian 的测试矩阵。第一象限
的本质是支持开发。
此时，大家脑子里可能会想到“契约测试”，更准确地说，在微服务的上下文里，它
通常指的是消费者驱动的契约测试，更详细的契约测试相关内容会在后续章节中讲解。消
费者驱动的契约测试所测试的是系统间 API 交互的规格（准确来说叫契约，这里叫规格是
为了好理解），这显然属于软件的具体实现，与业务无关。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定义生产者
服务的 API 引导开发。在生产者服务的 API 定义发生变化时，它又是代码行为变化检查器
（请注意是原有行为发生变化，不是代码变化，因为重构也是代码变化，但是重构不改变代
码行为）。
所以，契约测试应属于第一象限。
除此之外，代码静态分析技术越来越成熟，甚至可以在 IDE 中实时提醒开发人员要进
行的代码质量测试，也应该属于这个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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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数据
存储库

连接
被单元测试的部分
集成测试边界

组件测试边界

微服务中的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组件测试（来源：martinfowler.com）

由于微服务是分布式的，服务本身是无状态的，一旦出现问题，问题定位对于开发人
员来说非常棘手，因此 APM 与日志分析对于好的微服务系统必不可少。它们可以加快开发
人员进行问题定位的速度，同时有助于提前发现潜在问题。那么 APM 和日志分析在笔者看
来同样是面向技术支持开发的部分。有人会说 APM 和日志分析不是测试，但实际上我们只
能说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测试，从第一象限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本身所包含的范围要远大
于测试（见 Lisa 的 Agile Testing）。
2. 面向业务、支持团队的测试
笔者认为这个象限内的测试实际上都属于用户故事测试。前面笔者已经讲到了用户故
事测试包含哪些内容，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对于微服务而言，实例化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需求实例
化，才能减少沟通带来的理解偏差，有了明确的需求实例才能引导团队实现业务并快速且
准确地发布。
总体而言，这一个阶段的测试在微服务化场景下会做得较为轻量，以适应快速迭代开
发的需求。
3. 面向业务、评价产品的测试
探索性测试、用户体验测试、用户验收测试都是常见的评价产品的测试。此外，线上
用户的使用反馈也是评估产品的一种好方式。

16

深度实践微服务测试

微服务场景下每个服务都可以独立开发、测试、部署、运维，加上云技术的加持，微服
务下评价产品的方式更加多样，并且成本更低。例如金丝雀测试、A/B 测试等方式能够让
部分用户更早地看到新产品或者看到同一产品的不同形态，再通过对用户的行为进行监控，
例如监控用户的页面点击行为、页面停留时间等，去更准确地评估用户对产品的反馈。
不过，是否采用金丝雀测试、A/B 测试、线上用户行为监控等生产环境测试技术来评
估，是与产品的质量目标相关的，后面我们会讲到。
4. 面向技术、评价产品的测试
这个象限中包含了评估产品的非功能属性，常见的包括评估产品性能的压力测试、容
量测试等；评估安全性的动态扫描、渗透测试等。
对于微服务而言，评估性能的测试还可以借助于生产环境，包括将线上流量复制到
线下的流量回放测试，以及将未完全开发好的功能通过技术性的隐藏直接发布到生产环
境，然后在生产环境中进行测试的暗发布（dark launch），最后还包括评估系统韧性的混沌
工程。

2.2.2

测试金字塔

微服务中的测试金字塔在 martinfowler.com 网站上有 8 年之久，已经被大量引用，这里
不再赘述，如图 2-8 所示。可以看到，其与 Mike Cohn 版的测试金字塔形状相似，但测试
类型更多，而且包含了探索性测试，这个测试金字塔已经不是单纯对自动化测试的指导策
略，而是更加完整的测试指导策略。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可以设计出自己的微服务测
试金字塔的。
探索性测试
端到端测试
组件测试
集成测试
单元测试

图 2-8

微服务中的测试金字塔（来源：martinfowler.com）

1. 自定义微服务测试金字塔
图 2-9 是笔者基于常见的大型微服务系统中采用的测试类型设计的自定义测试金字塔，
额外增加了静态代码分析以及契约测试。静态代码分析不需要代码实现全部完成，即使是
对一行代码也可以分析，依赖性最少，而且仅针对增量代码进行扫描时，速度也很快。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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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测试同时包含两种类别的测试：一种是单元测试；另一种是 API 测试。契约测试貌似不
好映射到微服务测试金字塔里，但如果我们从测试的目的、集成的范围大小以及投入来看，
它应该位于组件测试与端到端测试之间。

图 2-9

自定义的微服务测试金字塔

2. 微服务测试金字塔的变形
相 信 了 解 微 服 务 测 试 金 字 塔 的 读 者 已 经 多 少 了 解 一 些 不 同 形 态 的 测 试 金 字 塔， 如
图 2-10 所示的 Spotify 所指出的蜂巢型，便是被很多人拿来讲的另一种测试策略。

图 2-10

Spotify 的蜂巢型微服务测试策略（来源：engineering.atspoti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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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测试金字塔被提出的初衷是解决单个服务内部业务变化过于频繁，导致代码实
现变化也非常频繁的问题，它认为最下层的测试数量应该尽量少。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
个测试金字塔里最下层是对具体实现细节的测试，并不是单元测试。而这一点恰恰符合单
元测试的基本原则：正确的单元测试不应该测试类的具体实现，而应该测试类的行为（即
public 接口）。
Martin Fowler 网站上“ The practical test pyramid ”一文中，有一个典型的示例。
好的单元测试：如果我输入值 x 和 y，结果是否会是 z ？
坏的单元测试：如果我输入值 x 和 y，该方法是否会先调用类 A，然后调用类 B，最后
返回类 A 的结果加上类 B 的结果？
我们不应该关心微服务中的 Service 类具体调用了哪些其他类，以及测试类具体实现
的细节。
策略不应该僵化，要看当前哪种方式成本会更低，永远在稳定的层级上做测试成本最
低。后面我们会专门讨论影响测试策略的因素。
3. 微服务中的缺陷过滤器
曾遭遇过重度污染天气的家庭多少都购买过或者考虑购买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采
用的是分层过滤的策略，一方面保证了过滤的效果；另一方面有效控制了过滤的成本。
图 2-11 展示了一个常见的空气净化流程。预过滤为第一道防线，拦截大颗粒的污染
物，其更新成本最低，可以经常更换或者清洗，最后一层是 HEPA 高精度滤网，它拦截颗
粒最小的 PM2.5，成本最为昂贵。之所以在 HEPA 滤网之前加多层源网是为了避免使用高
精度的 HEPA 滤网去拦截大颗粒的污染物，在不牺牲过滤效果（实际上效果会更好）的情况
下，延长高精度滤网的寿命，从而降低长期使用成本。

图 2-11

空气净化分层过滤器

在微服务测试中，假如我们把缺陷类比为空气中的污染物，将不同层的测试看成滤网。
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如图 2-12 所示的软件缺陷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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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过滤器

手工探索性测试能够发现对业务价值影响更大的缺陷，属于高价值的测试方法，但
是它是昂贵的，因为集成度越高，所采用的测试越偏向“黑盒”性质。如果将整个软件系
统都视为黑盒，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在对大量的代码做非常间接的测试。如同空气净化中的
HEPA 滤网一样，假如只使用高层次的测试来保障质量，发现缺陷的成本将非常高昂。因
此，通过多层次、大量小规模的测试可以让测试的效率更高。
此外，软件测试是难以穷尽的，缺陷分层过滤器仍然会让缺陷逃逸到用户那里，微服
务的生产环境测试也比较重要，我们需将逃逸到生产上的缺陷影响尽量降到最低。降低影
响范围的方式包括减少遇到缺陷的用户，控制缺陷持续的时间，在缺陷没有造成影响前发
现它。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图 2-12 中加上发布控制（金丝雀测试、A/B 测试等）、监控（应用性
能、基础设施）以及日志形成微服务的缺陷过滤器，如图 2-13 所示。

2.2.3

环境管理策略

一般对小团队而言，3 类环境基本就可以满足需求：开发环境（DEV）、测试环境（QA/
SIT）、生产环境（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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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微服务中的缺陷过滤器

而在常见的大型微服务团队中，我们经常见到 5 类环境：开发环境、测试环境、用户
验收测试环境（UAT）、预生产环境（Staging）、生产环境。
之所以这么分，是因为在微服务开发中，不会等所有的微服务都开发完成才进行测试，
而是会尽可能早地进行验证来发挥微服务的分布式开发优势，因此这几个环境最重要的区
别是当前被测试系统的用途及其外部依赖系统的真实程度，具体见表 2-1。在微服务中，不
同的服务可能由不同的团队开发，当开发 Service A 时，开发人员在本地开发完成自己负
责的功能后，会将 Service A 单独部署起来，验证功能是否正常。假如正常，开发人员可
能会默认自己的功能开发好了。然而，此时正在开发 Service A 的开发人员可能是多个人，
正在并行开发多个功能，可能产生开发人员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测试
环境让测试人员进行 Service A 中多个功能的集成测试。当 Service A 验证无问题后，此时
Service B 也可能在同步开发。从整个微服务系统来看，如果整体向外提供业务功能，则需
要对多个 Service 再次做集成测试，这就需要另一个部署了多个团队、多个服务的测试环
境，对所有的服务进行系统集成测试。假如我们还有支付的服务、订票的服务，那么意味
着当前的微服务中除了测试自己的微服务外，有些场景还需要与外部的服务进行集成验证，
验证集成后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同时要让内部用户进行业务验收测试，此时就考虑使
用用户验收测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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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服务中的环境管理

境

用

途

开发环境

用于开发人员调试，自测试环境。一般不集成其他微服务，也不集成第三方依赖

测试环境

用于测试人员进行故事测试、功能测试，与其他服务集成，集成少量必要的第三方依赖

用户验收测试环境

用于回归测试、用户验收测试，与其他服务集成，并集成绝大多数第三方依赖服务

预生产环境
生产环境

用于发布前验证，会使用脱敏的真实线上数据，集成所有内部与外部的第三方系统，
与生产环境几乎完全相同的软硬件和网络规格
线上环境

此外，对非功能特性要求很高的团队，还会有专门的非功能测试环境（如性能环境、安
全环境、可靠性测试环境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团队都会这么分。有些团队受限于意识、流
程或团队资源等原因，仅仅有功能测试环境，并不会单独去申请非功能的测试环境，例如
使用用户验收测试环境作为性能测试环境、安全测试环境，或者是将预生产环境作为性能
测试或安全测试环境等。
当我们开发单个服务后，需要部署到测试环境进行端到端测试，其中值得探讨的是对
测试环境的管理。当前有 3 种不同的思路来管理这一层级的测试环境：完全共享的测试环
境、完全独立的测试环境、动态虚拟测试环境。
（1）完全共享的测试环境
完全共享的测试环境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所有微服务开发的最新版本都要部署到
同一套环境中。如图 2-14 所示，我们有 3 个微服务团队分别开发 A、B、C 三个微服务：
当 A 服务有一个新功能开发出来后，即将 A+1 版本服务部署到测试环境中；当 B 有新功能
时，B+1 版本也会部署到同一套测试环境中；当 C 有新版本
时，也会部署到同一套环境中。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一是可以尽早与其他微服务团队
的工作进行集成；二是节省环境资源。
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首先，如果各个微服务的开发
质量都不是很高，那么大家很难有一个稳定的端到端测试环
境；其次，当出现问题时，到底是 A 服务出现了问题，还是

图 2-14

完全共享测试环境

B 服务出现了问题，比较难以快速定位出来。
（2）完全独立的测试环境
完 全 独 立 的 测 试 环 境 指 每 个 微 服 务 团 队 都 维 护 自 己 的 一 套 完 整 的 微 服 务 环 境， 如
图 2-15 所示。A 服务团队在测试环境中只会部署其他服务的稳定版本，B 服务团队、C 服
务团队也一样。它的好处是，解决了其他微服务不稳定导致测试效率下降的问题。但当一
个特性横跨多个服务的新版本时，在当前环境就无法验证了。此外，完全独立的测试环境
还存在环境数量过多导致的资源利用率低、管理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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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完全独立的测试环境

（3）动态虚拟测试环境
动态虚拟测试环境指团队成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创建出一个微服务测试环境。一般
我们会在当前稳定环境的基础上，加入某个或者某几个服务的新版本来动态创建虚拟环
境，典型的环境如图 2-16 所示。这种方案可以提高大型团队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降低
维护的复杂度，因为并不是所有团队都需要创建完整的环境。我们可以通过复用公共基础
环境，只创建与基础环境不同的服务，然后通过流量控制技术将不同的请求路由到对应版
本的服务上，便可以实现该方案。假如你的团队正在使用 Istio，那么恭喜你，Istio 能帮
助你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定向路由，如果没有，则笔者建议尽早考虑迁移到 Kubernetes 和
Istio 上。

图 2-16

2.2.4

动态虚拟测试环境

流水线策略

没有流水线支撑的微服务是难以想象的，接下来，我们了解下如何利用流水线策略来
加速质量反馈速度。
通常有两级流水线：一级是单个微服务的流水线；另一级是整个微服务系统的流水线。
图 2-17 展示了一种相对复杂的流水线。
虽然图中有两级，但并不意味着这两级流水线是两条流水线，其实它们应该是一条流
水线。之所以在测试环境中合并到一起，是因为从这时起所有服务开始向同一套环境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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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版面空间所限，测试环境类别采用英文（缩写）表述。
图 2-17

注
意

微服务下的流水线示例

当服务发布时，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有的服务开发完成后一起发布；二是每个服务
单独发布。
第一种曾被戏称为分布式单体，即每个服务可以独立开发、测试、部署，但无法独
立发布。
第二种是更加标准的微服务系统，每个服务可以做到独立发布。
笔者见过的绝大多数团队都采用第一种形式，除了架构没有实现足够的松耦合外，
其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流水线上的分层测试类型覆盖不足，执行效率不高，
无法给予团队足够的信心。

2.3

影响微服务测试策略制定的因素
前面讲到的是理想中微服务的测试策略，但是现实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限制，让我们

无法按照理想情况来进行测试。这刚好阐释了策略是一种平衡的艺术。那么接下来一起看
一下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微服务测试策略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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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质量目标

质量目标对测试策略制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对质量风险的承受程度。
对风险的承受程度越低，我们需要的测试种类可能就会越多，测试的颗粒度可能越细，以
至于在极端场景下，我们需要穷尽所有的测试方法与测试路径。相反，如果承受能力很高，
所需要的测试种类就更少，粒度更粗，只要系统能正常工作即可。
图 2-18 展示了不同领域对质量风险的承受程度，左边承受能力最低，这些领域不希望
缺陷逃逸到生产环境被用户发现，而最右边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最高，可以让用户来发现问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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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再反馈给我们。

用户发现
所有问题

团队发现
所有问题

图 2-18

不同产品对团队的质量要求不同

所以，在确认是否适用于生产环境的测试时，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产品属于哪个领域，
自己的用户对线上缺陷的容忍程度。假如可以容忍，我们可以通过生产环境的测试换取一
定的交付响应能力，通过降低缺陷造成的影响来保证软件质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假如不可
以容忍，那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到生产部署之前，严防缺陷逃逸到线上。在这种模
式下，甚至于微服务都不建议独立发布，而是需要与其他服务进行集成测试后才可以上线。

2.3.2

被测系统的具体实现与可测试性

如果我们确定了质量的目标，那么系统的可测试性决定了测试的成本。例如被测试系
统代码大量使用了全局变量、类之间耦合严重，那么单元测试的成本可能就很高，因为这
类测试将与具体的实现严重耦合，非常脆弱，其可测试性非常差。
可测试性是分层测试思想的重要基础。对于面条式代码的系统，前面金字塔中提到的
小型测试、中型测试的实施成本很高，甚至难以测试，因此团队容易倾向于采用端到端测
试，例如在图 2-19 中，该系统仅在 UI 层有可测试性。
观察系统（或模块）是否具有可测试性，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1）可被控制的输入：被测试对象的输入可以被定义，而且可被外部控制和进行输入。
2）可被观察的输出：被测试对象的输出可以被定义，而且可被外部观察和获取。
我们通过上面两个要素来划分被测试系统（或模块）的边界，为测试提供入口。在面条
式的系统内部，各个模块之间调用复杂、混乱，要清晰定义每个模块的输入 / 输出是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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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没有边界就没有入口，没有入口就无法测试。
其他人眼中的系统

你眼中的系统

UI

神奇的代码

图 2-19

面条式的系统

在微服务中，每个服务都要有明确的 API 定义，所以理论上微服务系统中 API 的可测
试性是比较好的。但是类的可测试性就需要大家额外关注，以便于可以通过单元测试进行
更快的测试。一个可测试性好的代码，内部质量更高，往往其响应变化的能力也更高，长
期维护的成本更低。

2.3.3

人员能力

人员能力也是影响测试策略的重要因素。我们常见的情形是，在一些初级的团队中让
开发人员写单元测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没有单元测试对微服务的快速交付进行保
障，因此团队会倾向于大量用端到端测试和手工测试，造成第一象限中的测试不足。如果
测试人员的自动化能力也不强，则整个团队的自动化测试都可能有问题。
因此，测试微服务架构对于团队人员的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如果想更好地实施微服务
测试，团队所有的成员都需要提升自己的技能。

2.3.4

开发与测试的协作模式

基于康威定律“设计系统的架构受制于产生这些设计的组织的沟通结构”，即系统架构
本质上反映的是组织架构，为了更好地实施微服务架构，需要有兼容微服务架构的组织架
构。微服务的组织架构应该切分成一个一个的独立全功能团队，它们负责各自微服务的整
个生命。因此，微服务架构期望开发、测试人员在同一个团队。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开发与测试团队可能是割裂的。Organizational Patterns
of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 一书直接指出：违反康威定律的项目将遭遇麻烦，当然这
样并不是不能做好微服务，而是代价将极为高昂。由于无形的部门墙存在，双方沟通的
成本很高：开发人员并不知道测试人员怎么测试，测试人员也不知道开发人员如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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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分层测试的结果会演变成两个团队大量进行重复性测试。而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团队难以获得好的测试覆盖率，因为测试资源都被重复测试给消耗掉了。
笔者真实地见过这样的团队，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测试，每次代码修改团队都
会反复测试核心场景，在回归测试时，也没有时间有的放矢地进行回归测试集的选择，而
是随机挑选。最终的结果是测试团队频繁回归测试，开发团队频繁修改缺陷，却依然造成
漏测。
对于那些长期从事关键系统开发，基于过去的经验仍然坚持独立测试团队的企业，笔
者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考虑保留独立测试团队，让他们在用户验收测试环境介入，进行“传
统的系统集成测试”，以保证关键系统高质量上线，但同时抽调一部分测试人员进入开发团
队进行真正的微服务测试，以满足康威定律。

2.3.5

产品演进的不同阶段

我们想一想，任何一个软件产品都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试验阶段、快速增长阶段、
成熟阶段、维护阶段、大幅重构或重写阶段。
在试验阶段，验证产品可行性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测试的功能可能在下一次迭代中就
已经没有了，或者被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在这个阶段，假如团队编写自动化测试有难度，
那么团队很可能会决定不用任何自动化测试，主要靠手工测试保证业务功能。而编写自动化
测试非常熟练的开发人员可能会考虑使用 BDD 或者 TDD 的方式，但这部分人员整体数量
并不多，则团队在这个阶段更不会考虑开发各种测试代码并将其按金字塔型比例分布。
在快速增长阶段，已经证明了产品是可行的。此时，团队对产品质量就有了一定的要
求，功能性的缺陷要尽可能少一些，同时需要考虑加入性能测试，去验证系统是否能够应
对业务的快速增长。此时，一些核心的业务行为大概率已经成形，因此需要考虑引入检查
代码行为变化的测试作为回归测试。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组件测试、端到端测试都开始
慢慢有了，防护网逐渐建立起来，以保证新业务的代码变化不会破坏已有的代码行为。此
时测试种类开始丰富，有能力的团队开始向测试金字塔靠拢来实现测试效果与测试成本的
平衡。换句话说，团队在这时会期望有最优的测试策略。
在成熟阶段，产品的需求稳定、节奏可控。此时，为了维持用户对产品的好感，我们
开始雕琢软件，期望它的质量越来越好，团队开始重视软件的内部质量，会给系统加入更
多单元测试、集成测试，来获取更高的测试覆盖率，同时会通过可测试性来验证当前架构
的可维护性。有追求的团队，此时会尽可能地实现金字塔式的测试策略。
在维护阶段，新需求已经很少，多数是对缺陷的修复。团队会根据缺陷发生的原因，
确定到底应该将测试加到哪一层：如果是逻辑的问题，那么可能用单元测试；如果是服务
间交互的问题，可能用契约测试或者集成测试甚至端到端测试来修复。有些之前测试写得
很少的团队，此时测试分层结构可能就是个倒金字塔型，那么再按测试金字塔来执行已经
没有意义了。测试是需要基于风险来考虑的，如果我们清楚这块出现问题的风险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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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必要投入时间去加测试了。
在大幅重构或者重写阶段，往往因当前架构无法支撑业务的发展，此时下层代码要做
较大的调整：有些服务要去掉，有些服务要合并，有些服务要被拆分。在这个阶段，测试
的核心目标是保证重构业务的正确性。显然越上层的自动化测试对重构的包容性就越大，
因为无论里面怎么变，只要对外的接口、GUI 不变，测试结果就是正确的。而底层的单元
测试就不一定了，这取决于下层代码里哪些部分是稳定的。假如领域模型是稳定的，只是
数据库要换，那么针对领域模型的单元测试是不用变动的，而数据访问层的代码可能需要
修改，这会导致之前的集成测试被废弃。如果服务需要重新拆分，那么我们可能会优先增
加组件级的接口测试，确保新的微服务 API 表现出的是我们预期的行为。在大部分重构期，
真正有效的测试金字塔模型可能是蜂巢型、冰激凌型的，也可能是沙漏型的。

2.4

微服务的测试策略实战
前面我们介绍了微服务测试策略的内容以及影响因素，下面基于实例来看看微服务测

试策略实战。我们并非只是设计一个形式化的测试策略，而是将读者带入一个新的微服务
团队中，通过前面学习到的知识来设计我们的测试策略。
那么制定策略的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我们掌握的信息——我们的系统到底是
怎样的？由怎样的团队来开发？
由于微服务系统的功能、服务的数量、每个服务的架构都可能是变化的，因此一个实
战的策略也一定是不断更新的，测试人员也会从设计整体性的策略，逐渐转向针对具体场
景的微观测试策略。

2.4.1

迭代 0

迭代 0 是敏捷开发中的重要阶段，我们在这个时间了解系统开发的背景、团队成员、
开发测试的流程、技术栈、测试策略、测试环境信息、部署流水线、编码实践（规范）及开
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风险及应对方案。
假定读者作为一名微服务测试专家加入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需要开发一个电商系统
后台，需要包含订单管理、产品管理以及库存管理等模块，团队架构师计划采用微服务架
构。作为测试专家的你，可能会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需要有一些套路来指导测试策略设计，通常这个套路是业界“最佳实践”。
其次，需要了解你的被测试系统，并收集影响测试策略制定的因素。
再次，如果你收集到的信息会让制定出来的测试策略偏离最佳实践，如存在开发人员
不愿、不会写测试代码，以及测试环节与开发环节分开等人或流程的因素，那么需要考虑
是否通过给团队赋能等影响团队的方式来让测试策略尽可能贴近最佳实践。你仍要理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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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控的因素导致该策略并非业界的最佳实践，该策略却很可能是符合团队现状的最佳
实践。
最后，你需要与团队讨论你的测试策略，并达成一致。
对于测试策略的业界最佳实践，前面已经反复讨论过：一是，通过测试象限来启发团
队思考，哪些测试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测试类型；二是，采用测试金字塔来指导我们对不同
测试类型的投入程度。
迭代 0 提供了很好的时机让你能够拿到初步的信息，制定迭代 0 版的测试策略。
1. 确定测试类型有哪些
首先，从质量目标出发。对于电商项目，业务同事提醒我们，该行业属性特点要求我
们既要快速交付，又要保证较高的质量。你立马意识到这必然需要依赖高度的自动化测试
以及部署流水线，而从行业最佳实践来看，测试左移到开发过程中缩短反馈周期，以及右
移到生产测试进一步控制发布风险是我们理想的策略。
其次，随着用户的增多，系统未来对于性能会有一定的要求，因此需要考虑性能测试。
而电商系统中往往保存有用户敏感信息，安全测试也是我们需要加入到测试策略中的。通
过与业务方及开发主管的讨论，得知我们是一个单纯的后台系统，没有 UI，其大致架构如
图 2-20 所示。

图 2-20

电商微服务系统架构

再次，由于敏捷推崇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与工具，因此你没有纠结于如何编写出一
个完善的测试策略文档，而是基于测试象限梳理了自己的想法，快速画了一个线框图，如
图 2-21 所示。你召集团队进行了第一次讨论。
讨论中你会发现，团队中部分开发人员没有写过自动化测试，对于单元测试、组件测
试、契约测试都没有经验，因此有些开发同事对你的测试策略提出质疑，并表示，如果要
做自动化测试应该是由测试人员熟悉的端到端测试占主导。
幸运的是，虽然开发主管认同其他开发人员提出的端到端测试的必要性，但是他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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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测试、组件测试、契约测试的投入更加支持。他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端到端测试失
败时，跨服务定位问题会花费较多的时间，在微服务场景下，最好有调用链追踪以及日志
收集分析工具的支撑，来加快问题定位的速度。

图 2-21

电商微服务系统的测试象限 v1.0

对于线上的测试，大家在讨论后觉得当前阶段有些困难，当前团队中并没有人有能力
构建影子测试以及金丝雀测试，因此只能暂时放弃了。
接着你与开发主管一起找到愿意参与测试技术构建的同事，开始对所有涉及的测试框
架、监控工具以及示例测试代码等任务进行了分工，计划都在迭代 0 版本构建出来。与此
同时，对于不会写测试代码的开发人员，大家制订了培训计划，在迭代 0 阶段进行初步的
测试知识普及，并在后续的迭代 N 中持续培训。
最后，你提到除了测试策略外，我们还需要 DevOps 工程师过来做 CI 与环境部署自动
化工作。在谈论的过程中，你幸运地发现，这名 DevOps 工程师曾经帮其团队进行过金丝雀
发布的工作。
至此，新的测试象限被画出来了，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电商微服务系统的测试象限 v2.0

按照计划，你与团队将上面的工作都细化成技术性故事卡，开始向测试象限所需要的
各种测试都迈出了第一步。

30

深度实践微服务测试

2. 构建自动化测试模板与基础设施
接下来为了构建自动化测试模板，需要决定采用哪些自动化测试框架与工具。作为测
试专家，你首先想到实现微服务的技术栈是 Spring Cloud，团队都是 Java 背景的开发。从
这样的背景出发，开发同事可以用 Java 的 JUnit 框架，组件测试可以用 RestAssured。API
端到端测试用 Postman 更加合适，Postman 可以做手工测试，对于简单场景添加一点断言即
可方便地转成自动化测试。有了初步的方案，等开发主管构建微服务的时候，就可以正式
与团队开发自动化测试模板了。下面选择订单服务作为示例来介绍实施过程。
（1）单元测试
在准备单元测试相关工具时，一位开发人员提到之前少考虑了 Mock 框架，并推荐
PowerMock，说它十分强大，但是作为测试专家的你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PowerMock
有十分强大的 Mock 静态方法、构造器的能力，主要用于去 Mock 测试那些原本没有可测试
性的代码，对于经验丰富的开发，用它测试缺乏可测试性的遗留代码是很有效的，但是对
于新项目，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容易让人忽略代码应该具有可测试性这一重要的质量属
性，特别是对缺乏经验的开发人员而言，这不利于帮助他们建立好的编码习惯。因此，你
私下找到开发主管，给他阐明 PowerMock 这种黑科技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并提出了以当前
团队的能力现状没有必要使用 PowerMock，即使使用了它，也
可能难以驾驭，因此最好直接采用 Mockito。
单元测试工具已准备好，该写测试代码了，先测试哪个类
呢？你与开发主管讨论后决定，应该先从价值最高、变化相对
不频繁的类入手，于是选择了领域类 Order.java，它通常位于
model 目录下，如图 2-23 所示。
该类的代码如代码清单 2-1 所示，里面有 Public 方法，也

图 2-23

Order.java 所在目录

有 Private 方法，并非所有方法都要写单元测试，通常应该测试 Public 方法。
代码清单2-1

订单服务的领域类示例

public class Order {
public static Order create(String id, List<OrderItem> items, Address address) {
}
private static BigDecimal calculateTotalPrice(List<OrderItem> items) {
}
private void raiseCreatedEvent(String id, List<OrderItem> items, Address address) {
}
public void changeProductCount(String productId, int count) {
}
private OrderItem retrieveItem(String produc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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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void pay(BigDecimal paidPrice) {
}
public void changeAddressDetail(String detail) {
}
}

作为单元测试示例，我们对创建订单的方法 create 进行测试，测试代码如代码清单 2-2
所示。
代码清单2-2

领域类的单元测试示例

class OrderTest {
private Address address;
private OrderItem orderItem1;
private OrderItem orderItem2;
@Before
public void setUp() {
address = Address.of(“陕西", “西安", “钟楼");
orderItem1 = create(newUuid(), 1, valueOf(50));
orderItem2 = create(newUuid(), 1, valueOf(100));
}
@Test
public void shouldCreateOrder() {
Order order = Order.create(newUuid(), newArrayList(orderItem1, orderItem2),
address);
assertEquals(CREATED, order.getStatus());
}
...
}

假如开发人员问到确实有 Private 方法需要测试怎么办？那么你作为测试专家要及时提
醒团队：应该考虑为什么要测试 Private 方法，为什么不能通过测试 Public 方法来实现对私
有方法的覆盖。
（2）集成测试
集成测试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与数据库集成；另一部分是与第三方服务集成，都
需要给出示例。下面你与团队分别来实现这两部分的测试示例代码。
与 数 据 库 集 成 的 测 试 是 对 微 服 务 中 数 据 持 久 层 的 测 试， 本 次 项 目 计 划 采 用 JPA 和
PostgreSQL 作为数据持久层。从执行速度的角度出发，有开发同事建议使用 H2，H2 更小、
更快，但是 H2 与真实线上使用的 PostgreSQL 的 SQL 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会让测试结果
不那么准确，因此你建议团队最好能采用与生产环境一致的 PostgreSQL 的 Docker 镜像作为
测试数据库。具体步骤如下：①准备数据库；②执行测试；③验证测试结果；④回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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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的引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让数据库的构建非常简单；另一方面，无须
回滚数据库，程序结束会自动销毁容器。下面是数据持久层集成测试的示例，为了自动管理
Docker 的数据库镜像，我们引入了 Testcontainer 库（具体请查询 DataJpa 与 Testcontainer 在
JUnit 5 下的使用），使用示例如代码清单 2-3 所示。
代码清单2-3

订单服务的数据库集成测试示例

@DataJpaTest
@AutoConfigureTestDatabase(replace = AutoConfigureTestDatabase.Replace.NONE)
@TestPropertySource(properties = { "spring.datasource.url=jdbc:tc:postgresql:13.2alpine:///order-test-db"})
class OrderRepositoryTest {
...
public void shouldFindOrderByCustomerId() {
Order order = orderRepository.findByCustomerId(“1234");
assertThat(order.getCustomer().getFirstName()).isEqualTo(“明");
assertThat(order.getCustomer().getLastName()).isEqualTo(“李");
}
...
}

AutoConfigureTestDatabase.Replace.NONE 指 不 用 内 置 的 内 存 数 据 库 H2， 而 是 用
TestPropertySource 中指定的数据库来测试。在 jdbc:tc:postgresql:13.2-alpine:///order-test-db
中，jdbc 是连接数据库的方式，tc:postgresql:13.2-alpine 是测试使用的数据库镜像，ordertest-db 是被测试数据库。
与第三方服务集成计划采用 RESTful API，RESTful API 集成测试的测试对象是当前服
务中访问第三方服务的 Client 端。订单服务中需要调用第三方支付服务，因此有 PaymentClient.java 以 及 PaymentResponse.java。 测 试 它 需 要 Mock 测 试 真 实 的 支 付 服 务， 这 个
Mock 测试需要能够提供 HTTP 返回的响应数据，WireMock 就是具有这样能力的工具之一，
接下来还需要两步准备工作。
第一，Mock Server 的启动 URL，计划采用 locahost:8089。
第二，支付服务返回的响应文件为 paymentResponse.json，放在 test 路径下的 resource
文件夹下。
测试的示例如代码清单 2-4 所示。
代码清单2-4

支付服务的第三方服务集成测试示例

@RunWith(SpringRunner.class)
@SpringBootTest
public class PaymentClientIntegrationTest {
@Autowired
private PaymentClient client;
@Rule
public WireMockRule wireMockRule = new WireMockRule(8089);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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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void shouldCallPaymentClient() throws Exception {
wireMockRule.stubFor(get(urlPathEqualTo("/some-test-api-key/card-id,username"))
.willReturn(aResponse()
.withBody(FileLoader.read("classpath:PaymentResponse.json"))
.withHeader(CONTENT_TYPE, MediaType.APPLICATION_JSON_VALUE)
.withStatus(200)));
Optional<PaymentResponse> paymentResponse = client.fetchPaymentResult
("tranction-id");
Optional<PaymentResponse> expectedResponse = Optional.of(new PaymentResponse("支付成功"));
assertThat(paymentResponse, is(expectedResponse));
}
}"

除了外部集成外，Spring 本身提供了一种功能，即使用 MockMVC 来做服务中 controller、
service、domain 等类的集成，它无须启动 Spring Boot 就可以对数据持久层进行 Mock 测试，
这样可以方便地覆盖更多数据访问时的异常场景。当然有人认为这是单元测试，有人认为
这是集成测试，当前暂时放到集成测试中。
测试的示例如代码清单 2-5 所示。
代码清单2-5

controller类的测试示例

@RunWith(SpringRunner.class)
@WebMvcTest(controllers = OrderController.class)
public class OrderControllerAPITest {
@Autowiredç
private MockMvc mockMvc;
@MockBean
private OrderRepository OrderRepository;
...
@Test
public void shouldReturnSuccessIfOrderExist() throws Exception {
Order order = Order.create("1234","order-item","西安")
given(orderRepository.findById("Pan")).willReturn(Optional.of(order));
mockMvc.perform(get("/orders/id/1234"))
.andExpect(status().is2xxSuccessful());
}
...

（3）组件测试
接下来需要搭建组件测试的模板，组件测试也分为两类：一类为进程内组件测试；另
一类为进程外组件测试。进程内组件测试是指被测服务与测试代码在同一个进程内，对所
依赖的数据库采用内存数据库 H2，而第三方服务则在代码中采用网络插桩（stub）来模拟。
而进程外是指被测服务与测试代码在不同的进程，与我们常见的对单个服务的测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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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依赖的数据库采用真实的数据库，第三方服务采用 Mock Server 来模拟。
两种方式各有优劣，进程内组件测试可以做到更快、更稳定，但测试覆盖率略低，第
二种方式覆盖率更高，但会更脆弱、更不好编写。组件测试时最好将应用容器化，通过
docker-compose 一键同时部署微服务、PostgreSQL 以及 WireMock。通常在项目初期组件
测试数量较少，速度不是当前优先考虑的问题，建议团队暂时采用进程外组件测试，以获
取更高的覆盖率。
在下面的示例中，为了简化测试执行，在根目录的 script 目录下创建 component-test.sh
脚本来准备环境并进行测试，实现一键执行，这样便于未来在 CI 上运行，脚本内容为：
docker-compose up
./gradlew componentTest

基于订单服务的测试示例如代码清单 2-6 所示。
代码清单2-6

订单服务组件测试示例

@SpringBootTest(webEnvironment = SpringBootTest.WebEnvironment.RANDOM_PORT)
@ActiveProfiles("test")
class OrderServiceComponentTest {
@Autowired
private WebTestClient webClient;
@Autowired
private OrderRepository orderRepository;
...
@Test
void createOrder() {
webClient.post().uri("/order")
.contentType(MediaType.APPLICATION_JSON)
.bodyValue("{\"amount\": \"RMB200.0\"}")
.exchange()
.expectStatus().isCreated();
}
...

（4）契约测试
大家对使用 Pact JVM 还是 Spring Cloud Contract 进行契约测试产生了分歧，你通过分
析发现：项目只有 3 个服务，而且都是由本团队的开发人员维护，契约测试的投入产出比
并不高，因此不会在迭代 0 版本给出示例，不过会在后面迭代中给大家详细讲解，让开发
人员决定使用哪个。
（5）端到端测试
端到端测试在前期迭代中，利用 Postman 的自动化测试能力即可，非常简单。
3. 确定不同测试的投入程度
前面看起来还算顺利，接下来，我们对每种测试该如何投入呢？是否遵循测试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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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做？此时你有些动摇，考虑当前的人员能力，尽管有了培训，也有了测试模板，
但是离开发人员熟练掌握测试技术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为了保障业务，你决定先带领其
他的测试人员将 API 端到端自动化测试搞起来，优先保证测试覆盖。
虽然当前可以不考虑契约测试，但是从长期来看，当有新的服务加入，或者 3 个中的
某个服务剥离出来由独立团队负责，则需要考虑它了。
关于单元测试，团队出现了分歧，开发主管认为 domain 类要测试，controller 类没必
要单独测试；一个开发人员认为单元测试写起来有些困难，不如使用上层接口测试直接覆
盖；你认为，该不该写单元测试应该取决于类中的逻辑实现，你建议测试人员在进行 Desk
Check○时，通过覆盖率检测工具以及能够覆盖的业务场景去判断单元测试是否覆盖充分。
一

代码中很多逻辑在分层测试的底层是进行直接测试的，因此成本低很多，在上层则是
间接测试，成本高，而且运行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团队还是认可了测试金字塔的价
值，只不过当前的测试金字塔型是冰激凌型，后期可能会演变成金字塔型。
通过了迭代 0 版本，你能理解，此时制定的测试策略是一种长期的指导思想，在制定时
要尽可能贴近业界最佳实践，但也要考虑现实中的策略需要符合实际情况才能保证高效率。

2.4.2

迭代 N

迭代 0 阶段结束后，进入了正式的迭代开发中，测试策略设计的重心从涵盖整个微服
务系统，转移到单个微服务或几个相关微服务。
随着项目的推进，团队决定遵循康威定律，并根据服务之间相关性进行拆分，成为 3
个不同的微服务全功能团队，团队组织与微服务之间的关系如图 2-24 所示。
作为其中一个团队的测试人员，我们会更加关心自己团队所负责的服务，会对此单个
服务进行测试策略设计，不过原则上会遵循整体的测试策略。由于之前没有编写契约测试，
而当前多个团队之间既要独立又需要协作，为了更早地发现服务集成问题，契约测试就显
得有必要了，因此你建议团队要尽快加上契约测试，具体的契约测试编写方法在后面的章
节会详细说明。
1. 单个故事的测试策略
对故事的测试是测试人员日常最主要的工作。作为测试人员，我们根据故事上的 AC
（Acceptance Criteria，验收准则），结合我们对电商产品的业务了解来测试。下面我们来看
一个具体故事的测试。
在负责订单服务的 A 团队接到这样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订单服务的用户，我想下订单，
并且可以成功购买。”
一
Desk Check 是指开发人员在完成故事卡后，向测试人员与业务分析人员快速演示故事中的验收条件是否
○

被满足，自动化测试或其他重要的验证点是否满足要求。在流程上，不一定都是开发人员操作演示，测
试人员与业务分析人员也可以主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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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团队与微服务之间的对应关系

具体的 AC 如下。
AC1 ：假如我是一名合法用户，使用有效的信用卡，当我给一台 iPhone 12 下订单时，
那么我应该看到订购成功。
AC2 ：假如我是一名合法用户，使用无效的信用卡，当我给一台 iPhone 12 下订单时，
那么我应该看到订购失败。
当测试人员看到这个 AC 后，会本能地认为这个 AC 还有很多没有考虑到的场景，例如
库存是否足够，信用卡的可消费额度是否足够，是否在有效的时间内付款等。对于非功能
的场景，还会考虑是否存在抢购等性能场景，以及是否有恶意用户攻击等安全场景。
为了更好地说明如何使用不同的测试方法来测试，假定上面的考虑会有其他故事卡追
踪，此次故事卡以 AC1 和 AC2 的字面内容为准。
在故事开卡阶段，传统的测试人员在设计测试策略时，会用端到端测试去覆盖各种场
景。无效信用卡的场景包括信用卡的卡号长度非法、卡号字符非法、有效期过期、验证码
不对、与持卡人不匹配等，需通过 API 将所有的值都输入一遍。
而微服务环境下的测试人员需要考虑开发的具体实现，甚至推动开发人员提升可测试
性，如订单服务中是否存在 CreditCard.validate() 方法来验证信用卡的有效性。假如存在该
方法，则可利用单元测试验证信用卡无效的相关场景，无须等到整个故事开发完成后由测
试人员进行端到端测试覆盖类似的场景。
因此，对于信用卡是否有效的场景，较好的策略是采用多种测试方式分层进行。
从表 2-2 可以看出单元测试的成本最低，介入时间最早，测试投入的工作比重最大，
而 API 端到端测试则介入晚、成本高、投入比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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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测试类型的对比

测试对象

测试时间

测试场景

测试成本

测试比重

单元测试

CreditCard.
validate() 方法

最早

信用卡有效值，无效值（如卡号无效、过
期、验证码错误、持卡人与账号不匹配等）

低

多

集成测试

订单服务与第三
方信用卡验证

较早

验证订单服务与信用卡验证服务之间的集成

中

少

晚

同故事 AC

高

少

API 端 到
整个微服务系统
端测试
（包括第三方服务）

实际上测试人员的角色就与前面提到的敏捷测试中的质量布道师一样，与开发人员紧
密配合，通过故事开卡阶段与开发人员确认哪些测试应该由开发人员在单元测试和集成测
试覆盖，哪些由测试人员用端到端验收测试覆盖。当开发人员开发结束后，通过与他们讨
论单元测试与集成测试真实的覆盖情况，来确定整个故事的测试覆盖率是否充足。
如果团队的开发模式属于开发与测试对立的状态，那么策略就会不同，但是作为微服
务下的测试，有必要让团队接受开发人员要重点参与底层测试的思想，其实这也是测试金
字塔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2. 单个服务的测试策略
对于这个项目中的几个服务，我们参考了迭代 0 阶段规划的测试金字塔的测试投入。
而 API 网关要如何测试呢？
首先，API 网关本身暂时只是一些请求的组装与转发，很少会有重要的业务逻辑。其
次，API 网关几乎与所有服务都有交互，使用 Mock 方式测试的成本极大。对 API 网关这
个服务进行测试时，单元测试所能覆盖的逻辑非常有限，因为测试重点主要在与第三方服
务的集成测试及端到端测试上。因此对这个服务的测试沿用测试金字塔比较困难。
但这是正常的，测试的核心对象是业务，如果核心业务就是在服务间的集成，那么自
然重点就在集成测试，而不是在单元测试。实际上由于每个独立的微服务实现的不同，业
务重点的不同，会出现这种测试投入重点不同的情况。但是对一个微服务系统而言，不同
测试层次的测试投入的总体工作量，仍然类似金字塔状。假如整体不是金字塔状，那么很
可能是代码可测试性不高，或者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如服务处于重构状态。

2.4.3

重构

由于业务的迅速发展，项目中订单服务不堪重负，导致性能下降，整个订单服务需要
动“大手术”，因此团队决定重构。但是订单作为核心的服务，重构它非常危险。为了确保
重构前后的业务正确性不发生变化，必须要完善自动化测试，同时需要增加性能测试。此
时的订单服务内部会做修改，但对外的接口是稳定的。往下层走，测试会耦合具体实现，
因此代码变更会导致团队编写的单元测试及持久层集成测试经常要被废弃。因此从经验上
讲，先测试稳定的层级是最优策略之一。对外的 API 的接口测试是当前测试里最稳定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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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层级，而且重构订单服务的原因是性能问题，就可能存在对 PostgreSQL 的特殊优化，因
此最好采用进程外的组件 API，以及使用真实的 PostgreSQL + WireMock 进行测试。
这样一来，对订单服务的测试策略就会变成 Spotify 的蜂巢型。这也再次印证了，测试
工作是与被测试系统实现强相关的，要减少测试对实现细节的耦合。测试策略不是一成不
变的，而是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不断地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在成本与效果之间求取
平衡。

2.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传统测试策略、敏捷中的测试策略框架，以及如何基于敏捷方法去制定微

服务下的测试策略，接着我们介绍了影响测试策略制定的因素，最后用一个实例让读者理
解从微服务系统开发之初，到系统重构过程中测试策略是如何被制定和影响的，以及如何
采取相应的手段去应对变化。

第 3 章 Chapter 3

接口测试及界面自动化测试

本章作者：雷辉
通常在微服务系统中，独立的服务与服务之间采用轻量级的通信机制进行协作（通常是
基于 HTTP 的 RESTful API），大部分测试工作集中在接口层上。接口测试关注接口的入参
和返回结果，需要构建出一套包含正常场景和异常场景的测试用例集。在这一章中我们讨
论如何设计接口测试用例以及使用代码开发框架实现接口自动化测试，最后再来探讨微服
务系统前端界面的测试思路和技巧。

3.1

接口测试简介
和单体应用相比，微服务的接口测试在环境搭建上显得更加复杂。微服务系统中的单

个服务大多拥有关联服务，因此在对单个服务进行测试时，对其依赖服务也要做相关准备。
当依赖服务没有可供直接使用的测试环境时，还需自建虚拟服务或者上测试挡板。（服务虚
拟化的内容会在本书第 7 章详细探讨。
）
除此之外，测试数据的准备也略显复杂，这主要因为单个服务对上游数据存在一定依
赖。测试人员需要提前准备好充足的被测服务所依赖的各种数据。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
会在数据库插入依赖数据，也可能需要构造特定格式的 MQS 消息队列数据，只有当服务
消费特定消息后才能生成所需的测试数据。打个比方，拿一个交易的接口来说，由于交易
数据和客户数据相关联，它的测试准备工作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客户表创建客户信息，
可以通过执行 SQL 来完成；接着，构建消息体发送到 MQS 中生成所需的测试数据，这主
要由于，与交易相关联的供应商信息是从上游服务通过 MQS 的方式同步来的，同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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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物流信息也需要触发 MQS 消息后生成；最后，在本微服务数据库构建一些其他关联
数据。在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能开始进行测试。

3.1.1

接口说明文档与测试用例类型

测试前，测试工程师要先了解这个接口的使用方式，通常开发团队会提供接口的说明
文档，如图 3-1 中使用 Swagger 生成的接口文档，其中有接口的调用地址、入参、返回结
果等信息。

图 3-1

Swagger 生成的接口文档

接口文档内容通常包括：
T 接口名称，一般提供有业务意义的名称方便使用者理解；
T 接口的调用地址和支持的调用方法；
T 请求参数类型，允许的最大、最小长度，取值范围以及是否为必填项等；
T 正常场景和异常场景的返回值；
T 参数之间的关联关系说明。
依据接口文档可以开始设计测试用例了。从测试场景来看，测试用例通常包括以下几种。
（1）验证正常业务流程
使用合法的入参构造测试场景，验证接口是否实现了业务功能。需要检查返回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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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是否正确，返回数据的数值精度是否足够，空字符串有没有被返回成 NULL，数字
枚举值是否映射到有业务含义的字符串上。测试时，为了验证业务处理流程的准确性，建
议和上游服务进行联调，这样做方便验证上游服务在传递数据格式时能够按照约定来完成，
也能提前发现联调类的缺陷。同时，还要发送数据给下游服务，检验数据是否能被正常
消费。
（2）验证非法参数的返回值
验证使用非法参数时，接口的返回值是否符合期望。对于异常场景，我们基于边界值、
等价类划分等方式设计测试用例，通过以往测试经验和测试理论扩散出各种异常场景。例
如：对必填项、非必填项进行测试，对参数为 NULL、超长字符串、超出允许值范围的数和
枚举值、空字符串、非法日期格式、其他字符集数据（例如阿拉伯文）、特殊字符等场景进
行测试。若接口在异常场景直接返回 Internal Error 的错误提示，没有任何详细的错误信息，
这是不符合接口设计要求的。我们期望对所有异常场景都能给出明确的错误原因和代码。
在微服务测试中还出现过这样一种场景，举例来说，上游服务的开发人员口头承诺交
易币种永远不会发生改变。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是，在相关下游服务中对这个字段加上
校验，确保币种发生改变时，能够直接抛出错误代码，这样可以避免相关下游服务中关联
数据出错。
（3）验证接口的幂等性
熟悉微服务分布式特点的测试者都明白，在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重复调
用同一接口的情况。这时，要确保在使用相同参数、连续重复调用的情况下，最终完成的
效果和调用一次时相同。
（4）验证分布式事务的处理
对微服务系统进行服务划分时，原则上尽量避免使用分布式事务，然而不可避免地还
会出现多个服务协作处理事务的场景，因此模拟各种异常场景验证分布式事务是否正确，
也是必不可少的。
（5）验证前后端校验逻辑的一致性
前后端分离的系统中，在前端页面和后端接口都会做数据校验，这两套校验逻辑应是
一致的，不可以出现前端校验通过、后端返回错误结果的情形。
（6）验证并发线程的调用
在接口的实现代码中，如果线程安全没处理好，就会出现多个线程共同修改同一份内
存变量的现象，造成数据写入错误，通常使用压测工具来对并发线程的调用进行测试。
（7）性能
数据库表中的数据量、关联表的个数等对接口的响应时间有直接影响，在确定性能测
试场景时，要明确铺底的测试数据量以及期望的接口返回时间。对微服务的性能测试，本
书第 5 章会进行详细的讨论。
常用的测试 HTTP 接口的工具有 Postman、SoapUI、JMeter 等。测试方法很简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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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中设置好请求地址、Header 和 Cookie 等信息，以及请求类型和 Body 内容，即可对接
口进行测试，如图 3-2 所示。

图 3-2

3.1.2

用 Postman 做接口测试

接口测试重点

在微服务的接口测试中，这几个测试重点需要特别关注：幂等性、并发线程的调用以
及分布式事务处理。
1. 幂等性
在接口测试中，幂等性是指同一个请求发送一次和发送多次，对服务器资源改变的效
果是相同的。
典型场景如下。
T 一笔扣款请求遇到网络故障后引发重试，但无论重试了多少次，用户账户的钱只能
被扣除 1 次。
T 用户在页面表单上多次点击鼠标提交数据，期待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后台新增记录为
1 条而不是多条。

第3章

接口测试及界面自动化测试

43

通常 GET 方法在设计上是需要幂等的。这里的幂等，不是发送 GET 请求的每一次返
回结果完全相同，而是“多次发送 GET 请求”这个事件，不会引起服务器端资源的改变。
例如，查询投票人数最高的 10 个帖子的请求，可能每次请求返回的帖子列表都不同，但由
于没有改变服务器端的资源，因此接口是符合幂等性的。
POST 请求一般会修改服务器端的资源，但并不代表它对应的接口一定不符合幂等性。
如何判断 POST 接口具有幂等性？主要看使用相同参数重复调用 POST 接口后，后台系统
经过判断是否允许插入同样数据到数据库。如果经过多次调用，对资源的修改却只发生了
一次，那么该接口也是具有幂等性的。
幂等性是分布式系统中很重要的概念，微服务系统中有很多远程接口调用，当出现超
时、网络异常等情况时，服务可能会多次发送同一个请求给接口，如果接口不具备幂等性，
就会导致系统发生错误。幂等性的测试主要针对写操作的接口，对于有资金交易的业务场
景，一定要测试接口的幂等性。开发人员为了保证接口幂等性，会对接口的入参做判断，
有时使用序列号，有时使用多个字段联合作为判断主键的方式。
验证接口的幂等性可以使用 Postman 等接口测试工具。开始测试之前，我们需要了解
接口的业务处理内容，接口对服务器端资源会做什么样的改变，例如写入数据库、写入缓
存、更新服务器端文件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幂等性测试中的检查点。当后端接口的幂等性
有保障时，在前端页面上即使用户重复多次点击提交按钮，接口也不会出现幂等性的问题，
当然，前端通常也会有相应措施，来阻止用户触发重复事件。
2. 并发线程的调用
接口的实现代码如果没有处理好线程安全问题，会出现多个线程共同修改一份内存变
量的现象，从而引发缺陷。通常来说在单线程中正常运行的代码，在多线程环境中可能会
出现以下问题：
1）多线程并发访问时，插入数据库中的业务主键发生重复的现象；
2）加锁、解锁方式不当导致多线程调用时出现死锁；
3）多线程共同修改共享的内存变量，彼此修改掉对方数据，造成最终数据错误。
为了防止多线程调用引发的缺陷，开发工程师通常会使用锁机制，确保多线程并发时
只有一个线程能获得锁，获得锁的线程在访问资源进行业务处理时，其他线程处于等待状
态，该线程执行完毕并释放掉锁后，其他线程再依次执行。
对多线程并发的测试，使用压测工具比较方便。在工具中设置多线程并发执行的集合
点，让多个线程同时调用接口，对写入数据库的数据进行验证。举个例子，如图 3-3 所示，
在 JMeter 中设置 40 个线程，1 个集合点。集合点的作用是线程启动后并不立即调用接口，
而是在这 40 个线程全部启动完毕后，再统一开始调用接口，这样可以模拟并发线程的场
景。JMeter 设置 40 个线程所期望的结果是：因为 40 条数据的业务主键相同，1 条会插入成
功，39 条会失败。如果后台代码线程安全做得不好，就会出现 2～5 条插入数据库成功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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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就是一个接口并发场景的缺陷。此外，测试过程中多线程并发调用时，可能出现死
锁现象，大量线程处于执行中，长时间无法返回结果。在使用工具测试的过程中，可以为
每个请求的一组入参添加同一个随机的字符串后缀，以区分不同线程发送的请求数据，测
试执行完毕后，再去数据库检查有没有被其他线程篡改的情况。

图 3-3

JMeter 中的集合点设置

3. 分布式事务
应用程序中的事务在一系列业务操作后，会呈现出完成提交或全部撤销两种状态中的
一种。例如，用户在网上提交订单，后台系统一边调用订单生成数据，一边调用库存服务
扣减库存。这两步同时完成则事务成功，其中一步失败，则两步操作都要回滚。如果在微
服务系统中下单过程涉及了两个服务，它们有各自的数据库，则需要分布式事务来保障下
单过程的事务一致性。
当系统只使用了一个数据库时，可以借助数据库的事务处理能力来保证事务一致性。
关系型数据库在事务处理方面的技术比较成熟，当遇到断电后重启这类情况时，数据库会
先读取日志文件进行一系列恢复操作。在微服务系统中，涉及多个服务的跨数据源的事务，
属于分布式事务范畴。如何应对网络不稳定、服务永久宕机等网络故障对事务的影响，是
处理分布式事务的难点。目前业界的分布式事务方案没有一个能够完美到适用于所有业务
场景，任何一个方案都需要在性能、一致性、系统可用性等方面做权衡和取舍。
现 有 的 微 服 务 系 统 分 布 式 事 务 解 决 方 案 主 要 有： 两 阶 段 提 交、TCC（Try-ConfirmCancel）、可靠消息最终一致性、尽最大努力通知。
在进入每个方案之前，先了解一下这些方案所基于的 CAP 理论。
CAP（Consistency、Availability、Partition tolerance， 即 一 致 性、 可 用 性、 分 区 容 错
性）理论是分布式事务的重要理论支撑，其中分区容错性为分布式系统天然自带特性，表
示多个节点中的一个节点不可用，不影响其他节点对外提供服务。同时 CAP 理论告诉我
们，一个分布式事务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两个特性。那么面对 3 个特性，该做怎样的取
舍呢？
首先，在需要保证强一致性事务的情况时，追求一致性和分区容错性。例如银行转账
系统。虽然更多的微服务系统在设计时追求的是可用性和分区容错性，可实际上也没有放
弃一致性，会保证在一定时间内数据最终达到一致。强一致性是指任何一次读操作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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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最近一次写操作写入的数据，同时要保障在任意时刻所有节点中的数据是相同的。最
终一致性是指不保证在任意时刻任意节点上的同一份数据都是相同的，而是这些节点间的
数据在最终达到一致的状态。
测试分布式事务可以从项目使用的分布式处理方案特点入手，以此来分析测试工作的
关注点。
（1）两阶段提交
传统的两阶段提交的方案中，存在协调者和参与者两个角色，参与者一般由数据库
“担任”。执行事务处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协调者发送消息，让每个参与
者分别在本地执行自己的事务操作，写入 Undo/Redo 日志，并把操作结果返回给协调者；
第二阶段为提交阶段，如果所有参与者都返回成功，则协调者再次发送指令，让所有参
与者做提交操作。如果有任何一个参与者返回失败，协调者会发送指令让所有的参与者做
回滚操作，参与者会根据本地记录的日志做一系列的撤销操作，让系统回到事务开始前的
状态。
两阶段提交可以实现强一致性的事务，不适用于高并发及参与者事务执行周期长的业
务。目前阿里巴巴的开源项目 Seata 支持两阶段提交的分布式事务。
测试关注点如下：
T 每个参与者的事务都成功的场景；
T 某个参与者事务失败，其他参与者事务均可以成功回滚的场景；
T 某个参与者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出现网络超时，其他参与者的事务做回滚处理的
场景。
（2）TCC
TCC 方案对分布式事务处理有 3 个步骤：Try、Confirm 和 Cancel。在这个方案中，如
果参与者执行事务操作在 Try 阶段成功，则默认其在 Confirm 阶段一定成功。如果参与者
在 Try 阶段执行失败，则会对其他在 Try 阶段执行成功的参与者执行回滚操作。如果某一
个参与者在 Confirm 阶段执行失败，则进行重试或者人工介入。TCC 方案默认参与者事务
在 Cancel 阶段一定能执行成功，如果失败，重试或者人工介入。
在 TCC 的方案中，分布式事务的参与者要对业务实现 Try、Confirm 和 Cancel 三个接
口，代码侵入性较高，实现也较复杂。TCC 方案的性能优于两阶段提交方案，可以实现分
布式事务最终一致性。
实现 TCC 方案的框架有 ByteTCC、Hmily、TCC-transaction 等。
测试关注点如下：
T 每个参与者的事务都成功的场景；
T 某个参与者事务失败，其他参与者的事务可以回滚成功的场景；
T 某个参与者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出现网络超时，其他参与者的事务做回滚处理的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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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因为 Confirm 或者 Cancel 接口调用失败会进行重试，所以要验证接口是否符合幂
等性；
T 出错后是否可以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让人工介入处理。
（3）可靠消息最终一致性
该方案的思路是，当事务发起方执行完本地事务，发送一条消息给参与者后，参与者
一定能接收到消息并处理事务成功。
目前能实现这一方案的有本地消息表和 RocketMQ（阿里巴巴的分布式消息中间件）事
务消息等方法。后者一般会使用 MQ 消息中间件作为消息传递渠道，并依靠 MQ 的 ACK 机
制（即消息确认）确认消息是否被消费掉了。
可靠消息最终一致性方案，适合对吞吐量要求高于对实时性要求的场景。
测试关注点：
T 本地事务和消息发送是否具有原子性；
T 事务的接收方出现故障不可用，恢复后是否可以重新接收消息；
T 由于接口有多次消费同一个消息的场景，需要验证接口的幂等性。
（4）尽最大努力通知
这一方案对时间的敏感性最低，一般适用于交易后的通知。发起方把业务结果发给被
通知方，当被通知方接收不到消息时，需要被通知方主动调用发起方的接口查询业务处理
结果。
测试关注点如下：
T 发起方处理完成对应业务并发送消息后，验证被通知方接收到的消息中是否包含所
需的业务完成后的信息；
T 发起方处理完成对应业务却没有发送消息，则验证被通知方是否可以使用查询接口
查询到业务完成后的相关信息。

3.2

接口自动化测试实战
接口自动化是微服务测试需要关注的重点。在微服务系统中，接口测试数据的构造过

程有时会比较复杂，数据之间的关联关系较多，对此进行手工测试操作特别容易出错，并
且这个操作过程重复性也高，那么使用自动化测试，不仅能提高测试效率，减少回归测试
工作量，并且测试代码运行速度快、结果较稳定、投入产出高，把自动化测试用例加到 CI
流水线中自动执行，还大大缩短了质量反馈的周期。
对接口进行自动化测试，其工作重点放在构造不同类型的请求以及对结果的验证上，
一般常用的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使用数据驱动。在这个过程中，测试数据可以从 CSV 文件、数据表等数据
源中读取，每一条数据作为入参加入请求体中，变化的是测试数据，不变的是测试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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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或者代码。
JMeter、Postman、SoapUI 等几种接口测试工具，均提供了自动化测试的功能。这些工
具可以通过读取 CSV 文件，连接 JDBC 等方式获取测试数据，并做较为全面的断言，准确
地验证返回结果是否符合预期。这些工具可以定义接口执行的顺序，对多个接口进行参数
关联，例如 JMeter 使用正则表达式获取上一个步骤的执行结果，给下一步使用。它们具备
批量执行测试用例的能力，把测试用例集加入到 CI 流水线，一旦发生用例执行失败，就会
中断流水线执行。
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代码框架来做接口的自动化测试。接口自动化测试框架很多，比
如，Java 的 TestNG + REST Assured，Python 的 RobotFramework + Requests，JavaScript 的
Jest + SuperTest 等。在本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使用 TestNG + REST Assured 做接口自动化测
试的方法。REST Assured 除了语法简洁外，还有着强大的解析 JSON、XML 的能力，支持
JsonPath、Xpath、GPath 等多种数据解析方式。
下面我们使用 TestNG + REST Assured 做接口自动化测试，示例中的开发环境为：
T JDK 15
T Apache Maven 3.6.3
T REST Assured 4.3.0
T TestNG 7.1.0
T Intellij IDEA
首先在项目中引入需要的类库，我们使用了 Maven 的 pom.xml 文件，内容如代码清
单 3-1 所示。
代码清单3-1

pom.xml

<properties>
<maven.compiler.source>15</maven.compiler.source>
<maven.compiler.target>15</maven.compiler.target>
</properties>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groupId>io.rest-assured</groupId>
<artifactId>rest-assured</artifactId>
<version>4.3.0</version>
<scope>test</scope>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io.rest-assured</groupId>
<artifactId>json-path</artifactId>
<version>4.3.0</version>
<scope>test</scope>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org.testng</group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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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actId>testng</artifactId>
<version>7.1.0</version>
<scope>test</scope>
</dependency>
<dependency>
<groupId>io.rest-assured</groupId>
<artifactId>json-schema-validator</artifactId>
<version>4.3.0</version>
</dependency>

REST Assured 官方推荐的测试用例写法为 given-when-then 的结构，given 用来设置参
数，在 when 中调用接口，在 then 中进行断言，内容如代码清单 3-2 所示。
代码清单3-2

given-when-then结构

given()
.param("contractNo", "NWS80000021")
.when()
.post("/demo")
.then()
.statusCode(200);

执行测试用例得到结果，内容如代码清单 3-3 所示。
代码清单3-3

执行结果

===============================================
Default Suite
Total tests run: 1, Passes: 1, Failures: 0, Skips: 0
===============================================
Process finished with exit code 0

我们再深入来看 given 的用法：可以在 URL 中设置参数，也可以在 Form 表单中设置
参数，还可以设置请求的 Header、Cookie 等内容，内容如代码清单 3-4 所示。
代码清单3-4

given的用法

//1. queryParam可以对GET请求的URL设置参数
given()
.queryParam("page", "2");
//2. formParam可以对表单设置参数
given()
.formParam("contractNo", "NWS80000021");
//3. param根据不同的请求类型自动判断，给URL或者表单设置参数
given()
.param("contractNo", "NWS80000021")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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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emo");
//4. 可以同时对URL和表单设置参数，这类场景的一个例子是设置分页查询的接口参数：在URL中设置分
//页参数，在表单中设置查询参数
given()
.queryParam("page", "2")
.formParam("contractNo", "NWS80000021");
//5. 通过body传递参数，需要对双引号等字符做转义处理
given().
body("{\"contractNo\":\"NWS80000021\",\"money\":\"15000\"}").
when().
post("/demo").
then().
statusCode(200);
//6. 可以使用HashMap设置body中的参数
HashMap<String, String> map = new HashMap<String, String>();
map.put("contractNo", "NWS80000021");
map.put("money", "15000");
given()
.contentType(JSON)
.body(map)
.when()
.post("/demo")
.then()
.statusCode(200);
//7. 设置请求的header
given()
.header("Host", "127.0.0.1")
.header("Proxy-Connection", "keep-alive");
//8. 一次设置多个header
given()
.headers("Host", "127.0.0.1", "Proxy-Connection", "keep-alive");
//9.设置请求的cookie
given()
.cookie("cookie_name", "cookie_value");
//10.设置请求的contentType
given().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在 when 中设置请求的地址并发送请求，内容如代码清单 3-5 所示。
代码清单3-5
@Test
public void set_when() {

when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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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t请求
given().when().get("/demo1");
//2.post请求
given().when().post("/demo2");
//3.delete请求
given().when().delete("/demo3");
//4.put请求
given().when().put("/demo4");
//4.patch请求
given().when().patch("/demo5");
}

最后在 then 中对结果做断言，内容如代码清单 3-6 所示。
代码清单3-6

在then中对结果做断言

@Test
public void assertion_in_then() {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then()
.statusCode(200)
.body("lotto.lottoId", equalTo(5));
}

实际上 REST Assured 提供了丰富的断言方法，下面使用 REST Assured 官方给的 JSON
文件来做断言的演示。（为了演示，我们在 JSON 文件中额外增加了一些字段。
）
首先在本机启动 Moco 服务的模拟服务器，去返回这个 JSON 数据文件，内容如代码清
单 3-7、代码清单 3-8 所示。
代码清单3-7

启动Moco

java -jar moco-runner-1.1.0-standalone.jar http -p 8080 -c myDemo.json

代码清单3-8
{
"lotto": {
"lottoId": 5,
"winning-numbers": [
2,
45,
34,
23,
7,
5,
3
],

通过Moco返回的JSON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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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s": [
{
"winnerId": 23,
"nickName": "杰克",
"money": 120,
"numbers": [
2,
45,
34,
23,
3,
5
]
},
{
"winnerId": 54,
"nickName": "保罗·斯密斯",
"money": 680.3,
"numbers": [
52,
3,
12,
11,
18,
22
]
}
]
}
}

接下来在 then 中做断言，去验证 JSON 数据的内容，内容如代码清单 3-9 所示。
代码清单3-9

在then中验证JSON数据的内容

@Test
public void jsonAssertion() {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then()
//验证lottoId的值为5
.body("lotto.lottoId", equalTo(5))
//使用f验证float类型的返回值
.body("lotto.winners.money[1]", is(680.3f))
//使用0作为索引，验证第一个winnerId是23
.body("lotto.winners.winnerId[0]", equalTo(23))
//使用-1作为索引，验证数组最后一个winnerId为54
.body("lotto.winners.winnerId[-1]", equalTo(54))
//验证winnerId数组中包含23、54
.body("lotto.winners.winnerId", hasItems(2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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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indAll方法中设置筛选条件，验证大于20且小于或等于30的winnerId的值是23
.body("lotto.winners.findAll{ winners -> winners.winnerId >20 && winners.
winnerId <= 30}.winnerId[0]", equalTo(23))
//统计所有nickName节点的累加字符串长度为8
.body("lotto.winners.nickName.collect { it.length() }.sum()", equalTo(8))
//统计所有money节点下的最大值为680.3
.body("lotto.winners.money.collect { it }.max()", equalTo(680.3f))
//统计所有money节点下的最小值为120
.body("lotto.winners.money.collect { it }.min()", equalTo(120));
}

除了在 then 中做验证外，也可以使用 JsonSchema 的方式，用 Schema 文件对返回的
JSON 数据做验证。需要 Schema 文件时，可以从 https://www.jsonschema.net/ 上粘贴 JSON
数据并生成，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对生成的 Schema 文件还需要进一步做手工修改。
例如，自动生成的 lottoId 的字段只允许 integer 类型，可以改为使用 anyOf 关键字去允许
integer 和 number 两种类型，内容如代码清单 3-10 所示。
代码清单3-10

手工修改后的JsonSchema文件

"lottoId": {
"$id": "#/properties/lotto/properties/lottoId",
"anyOf":[
{"type": "integer"},
{"type": "number"}
]......

接着在测试用例中用 matchesJsonSchemaInClasspath 读取 JsonSchema 文件做校验，内
容如代码清单 3-11 所示。
代码清单3-11

读取JsonSchema文件做校验

@Test
public void JsonSchema() {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then().
.body(matchesJsonSchemaInClasspath("schemaValidation.json"));
}

REST Assured 除了可以对 JSON 类型的返回数据进行断言，还可以对 XML 类型的返回数
据做断言，代码清单 3-12 所示的内容是返回的 XML 格式数据，这里同样使用了 Moco 服务。
代码清单3-12

返回的XML格式数据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contract>
<category type="company">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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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Desk</name>
<price>300</price>
</item>
<item>
<name>Chair</name>
<price>150</price>
</item>
</category>
<category type="home">
<item>
<name>Books</name>
<price>30</price>
</item>
<item quantity="4">
<name>Food</name>
<price>15</price>
</item>
</category>
</contract>

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对 XML 格式的返回数据做断言，内容如代码清单 3-13 所示。
代码清单3-13

对XML格式的数据做断言

@Test
public void xmlAssertion() {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xmlDemo").
then().
//验证XML中的一个节点的值为Chair
.body("contract.category[0].item[1].name", equalTo("Chair"))
//验证存在2个category节点
.body("contract.category.size()", equalTo(2))
//验证属性包含type == 'home'的节点name为Books
.body("contract.category.findAll{ it.@type == 'homev }.item[0].name",
equalTo("Books"))
//使用XPath语法检查节点是否存在
.body(hasXPath("/contract/category/item/name[text()='Food']"))
}

测试中会碰到要对两个测试步骤做关联的需求，也就是后一个请求需要使用前一个请
求的返回值，这时可以使用 extract() 方法，内容如代码清单 3-14 所示。
代码清单3-14

使用extract()方法获取返回值

@Test
public void connect_two_steps() {
String nickname =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54

深度实践微服务测试

.then()
//extract().path()可以获取到返回值
.extract().path("lotto.winners.nickName[1]");
//在第二个请求中使用上一步的返回值
given()
.get("http://localhost:8080/findOne?name=" + nickname);
}

如果需要一次获取多个返回值，可以使用 extract().asString()，内容如代码清单 3-15 所示。
代码清单3-15

一次获取多个返回值

@Test
public void useExtractAsString() {
String jsonString =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then()
.extract().asString();
System.out.println("返回值1：" + from(jsonString).get("lotto.winners.winnerId[0]"));
System.out.println("返回值2：" + from(jsonString).get("lotto.winners.winnerId[-1]"));
}

如果需要获取返回的 Header、Token 等信息，可以使用 extract().response()，内容如代
码清单 3-16、代码清单 3-17 所示。
代码清单3-16

获取返回的Header、Token等信息

@Test
public void useExtractResponse() {
Response response =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then()
.extract().response();
System.out.println("返回Headers：" + response.getHeaders());
System.out.println("返回Content-Type：" + response.getHeader("Content-Type"));
System.out.println("返回StatusLine：" + response.getStatusLine());
System.out.println("返回StatusCode：" + response.getStatusCode());
System.out.println("返回Cookies：" + response.getCookies());
}

代码清单3-17

返回的Header、Token结果

返回Headers：Content-Length=236
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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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Content-Type：application/json; charset=utf-8
返回StatusLine：HTTP/1.1 200 OK
返回StatusCode：200
返回Cookies是：{}
===============================================
Default Suite
Total tests run: 1, Passes: 1, Failures: 0, Skips: 0
===============================================

还可以在 REST Assured 中统计调用接口的时间，内容如代码清单 3-18、代码清单 3-19
所示。
代码清单3-18

统计调用接口的时间

@Test
public void countTime() {
long time =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得到接口的调用时间
.time();
System.out.println("返回time的值是：" + time);
given()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then()
//验证接口调用时间小于500ms
.time(lessThan(500L), MILLISECONDS);
}

代码清单3-19

返回时间的结果

返回time的值是：461
===============================================
Default Suite
Total tests run: 1, Passes: 1, Failures: 0, Skips: 0
===============================================

此外在 given、when、then 的后面加 .log().all()，可以把请求中的内容打印在日志中以
方便调试，内容如代码清单 3-20 所示。
代码清单3-20
given()
.log().all()
.when()
.get("http://localhost:8080/demo")

打印请求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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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log().all()
.body("lotto.lottoId", equalTo(5));

3.3

接口测试的常见问题
1）基于单个接口还是业务场景去编写自动化测试用例？进行接口自动化测试时，单个

接口和业务场景有哪些不同？
编写接口的自动化测试用例时，可以基于单个接口进行，也可以把多个接口串接成业
务场景后进行。针对单个接口做自动化测试，其工作侧重点放在验证接口的输入输出是否
符合预期上，具体需要验证合法的入参和返回值以及异常的入参和出错后的结果。对单个
接口还要验证必填项、允许输入的最大 / 最小长度、允许输入的数据类型等是否符合要求。
对于业务场景而言，单个接口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一个业务场景通常包含多个接口，
每个接口分别处理不同的业务，前一个接口的处理结果也是后一个接口的入参。业务场景
测试的重点是查看最前端的输入数据经过场景中各接口的处理和流转后，最终呈现的流程
处理结果是否正常。这个过程中，若某个环节处理数据的结果不符合预期，则会导致业务
场景无法正常工作。由于业务场景是用户最终使用并获得业务价值的关键，因此它的自动
化测试是很有必要的。
在实践中，对单个接口和业务场景的自动化测试，我们通常采取“两手都要抓”的方
针。如果不对单个接口做详尽的入参和返回结果校验，直接把它写到业务场景测试中去，
会让业务场景测试的设计变得复杂且执行起来耗费时间。
2）如何在不同测试环境中切换接口测试的环境变量？
通常被测服务会有多个不同的测试环境，例如 DEV、SIT、UAT 等环境。为了保证自动
化测试用例能够在不同环境中平滑切换，我们会把与环境相关的配置信息抽取出来，在不同
的环境下使用不同的配置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消息队列 Topic、服务地址等。除了配置信息
以外，有时还需要根据环境去切换测试数据，来保证测试用例在不同环境中的可执行性。
3）接口自动化测试在流水线的哪个阶段执行？
在流水线中，第一阶段通常进行开发编译相关的构建，包括编译代码，扫描“坏味道”，
查看单元测试覆盖率是否通过门限等。在 DEV 环境的部署阶段，代码的修改频率比较高，
这个环境通常是供开发工程师自测使用的，因此我们一般不会把接口自动化测试放在这个
阶段。测试一般使用 SIT 环境，它所处阶段排在 DEV 环境后边，很多项目会把接口自动化
测试加在这一阶段。
SIT 环境通常比 DEV 环境稳定，能够有效减少接口自动化测试的误报。虽然 UAT 环境也
稳定，但是 SIT 环境的部署频次却比 UAT 环境多很多，加上在 SIT 环境里通常是开发人员最
近通过自测的代码，因此在 SIT 环境部署后执行接口自动化测试，其质量和效果都是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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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界面测试思路
微服务系统的界面通常基于浏览器或者手机 App 展示，虽然前端展示使用的技术不同，

但测试前端界面的思路大体一致。包括下面几个部分：
1）界面实现与设计稿是否一致；
2）屏幕尺寸是否会引起界面变化；
3）变化的数据对界面的影响；
4）定制类和数据输入类的界面组件，是重点关注对象。
1. 界面实现与设计稿是否一致
首先，要检查界面实现是否符合 UX 设计师给出的字体、字号、行高、图片透明度、
边缘空白等具体内容或数值。这些内容或数值在开发过程中对最终显示效果存在一定影响，
测试时必须考虑设计稿中是否提供了这些信息，以保证最终的显示效果与设计稿一致，如
图 3-4 所示。

图 3-4

设计稿中的关注点

2. 不同的屏幕尺寸
测试时需要关注前端界面是否提供了针对不同大小设备屏幕的设计图，这些设计是否
合理，是否方便用户使用。
一些项目中使用了响应式（responsive）页面技术，此技术的一个显著特性是页面会根
据客户的浏览器尺寸定制显示页面元素，提供最佳使用体验。例如平板电脑的屏幕较大，
可显示比较多的内容，而手机屏幕较小，可能需要改变一些界面组件的显示位置或大小、
删除或增加一些更适宜的组件，虽然这二者有一点差别，但要求是相同的，按钮的大小都
要让用户使用手指可以轻易点中。当屏幕变小或者变大后，界面元素的排列是否方便用户
使用，也是测试人员需要考虑的事情。
又如，浏览器界面上有 100 个字符的文本，在 PC 端浏览器最大化时显示完全正常，但
是当浏览器窗口缩变为 iPhone 6 屏幕的宽度后，该文本是否需要进行折行显示，折行后是
否会破坏界面上各组件之间显示的相对位置，这 100 个字符是否需要自动截断或者省略部
分内容？这些问题都需要和设计人员进行讨论，选择最优显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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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变化对界面的影响
界面中的很多文本内容都是从后台数据库中动态读取的。如果数据库中的字符串非常
长，该如何显示呢，例如“ CBD 商圈”变成长字符串后，是折行还是加省略号？有时字符
串变长后，它会和其他文本的显示区域重叠，导致页面变得不美观，怎么办？如图 3-5 所
示，“舒适的自然光线”是从数据库读取的字符串，如果这个字符串是空字符串该怎么处理，
保留着空白的一列还是删除它所在的这一列呢？

图 3-5

动态数据生成的界面

再来看一个例子，图 3-6 所示的按钮是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动态生成的，其数量可能
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按钮如果有多个并且超出屏幕的宽度，是否需要折行处理？这些
不会在初版设计稿中全部体现，需要测试人员根据自己的测试常识和业务工作人员、设计
人员共同商量。

图 3-6

动态数据生成的按钮

4. 重点关注定制类界面组件
在项目中会根据自身需求定制一些页面组件（例如一些既不属于 HTML 原生标签，也
不属于前端框架自带的组件），这些定制界面容易出现 Bug，尤其可能出现与浏览器或者不
同移动端设备兼容的问题。对于定制的组件，测试范围应该覆盖它的每个功能点，不能假
设该组件是运行正常的。测试时，需要在项目需要支持的所有浏览器和设备上进行，例如
老版本浏览器可能对 JavaScript 和 CSS 支持不够好而出现问题。
测试手机端浏览器界面时，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使用真实手机进行手工点击，减少对
手机模拟器的依赖，在手机模拟器上显示正常的界面在真实手机的浏览器上有时会出现 Bug。
5. 数据输入类组件的测试
界面上有很多不同组件，如文本输入框、单选框、多选框等，其中文本输入框类控件
通常允许用户输入各种特殊字符，这些字符常常会造成页面崩溃或其他错误，因此在对文
本输入框的各种输入内容做测试时需要特别仔细，这里工作量大、测试点多，包括：
T 验证在文本输入框中输入合法数据并提交后，结果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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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验证查询类文本输入框中的数据在翻页时是否能够保持显示，不会丢失；
T 验证输入错误数据并提交后，错误提示是否准确和友好；
T 可以使用“ !@#$%^&*()_+{}|: ”<>? ”这样的文本，输入后点击提交，看是否会出
现异常；
T 输入其他字符集的文本，例如阿拉伯文等，提交后验证系统是否能正常处理；
T 输入过长字符、文本输入框不允许输入的字符等，验证页面 JavaScript 校验是否
正确；
T 验证输入的数据是否会造成 XSS 攻击和 SQL 注入等安全问题。

3.5

前端界面自动化测试
前端界面自动化测试能模拟用户在页面上点击控件、输入数据、提交表单等操作，并

验证这些操作产生的结果，可以更真实地模拟出用户端到端使用的业务场景。前端界面
自 动 化 测 试 工 具 和 框 架 比 较 多， 浏 览 器 端 有 Selenium、TestCafe、Cypress， 手 机 端 有
Appium、XCUITest 等。 这 里 我 们 使 用 Selenium 演 示 基 于 浏 览 器 的 界 面 自 动 化 测 试， 如
图 3-7 所示，其基本步骤如下。

图 3-7

Selenium 基本操作

1）调用 Selenium 自带的函数打开浏览器，跳转到测试 URL，定位元素进行数据输入
或者按钮点击等操作。
2）判断界面元素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符合预期。
1. 元素定位
在 Selenium 中可以使用 ID、Name、CSS、XPath 等方式去获取页面中的元素，优先使
用的顺序是：ID > Name > CSS > XPath。其中 ID 和 Name 使用起来简单，且其代码易维护。
有些页面元素没有 ID 或者 Name（我们可以建议开发人员给这些元素加上 ID 和 Name），这
时就需要使用 CSS 或者 XPath 方式。使用 XPath 的优点是易于找到页面上的元素，但在
维护代码时会显得麻烦一些，因为 XPath 的代码书写方式不够直观。因此，我们在熟悉

60

深度实践微服务测试

XPath 的语法后，尽量用简洁的代码查找页面元素，它会让代码维护也变得容易起来。如下
面的例子，在 XPath 中有很多 li、div 等页面布局标签，需要对此代码做优化。
我们使用 XPath Checker 工具得到的 XPath 可能是这样的：
id('form1')/x:table[2]/x:tbody/x:tr/x:td[1]/x:table/x:tbody/x:tr/x:td/button[1]

优化后是这样的：
//button[contains(text(), "登录系统")]

此外，XPath 有一些特殊语法，可以帮助我们写出更易维护的代码。例如，查询某个
节点的子节点可以使用 child:: 的方式，查询相邻节点可以使用 following-sibling:: 等，如
图 3-8 所示。

图 3-8

Selenium 中的元素定位

2. 验证界面上的执行结果
自动化脚本中包含很多断言（assert）语句，用来判断页面上指定控件是否存在，以及
控件显示值是否同预期一致等。不建议对页面所有细节信息都做断言，选择和当前流程密
切相关的进行操作即可。
哪些信息不适合做断言？如果页面上某个信息的显示与否，除了与自动化脚本自身相
关，还会被其他因素影响，那么它是不适合做断言的。一旦信息的显示不受脚本完全控制，
就会让脚本的运行结果变得不稳定。
3. 测试数据的生成策略
测试脚本所依赖的测试数据，可以根据不同的策略，通过不同方式来生成。
1）对于相对简单的测试数据，例如计算一年前的今天是星期几，或者读取登录用户名
等信息，推荐直接在代码中生成或从配置文件中读取。
2）对于需要经过复杂业务逻辑生成的测试数据，通过自动化脚本实现页面点击，模拟
真实用户的页面操作，最终生成测试所需要的数据。该方式的优缺点如下。
T 优点：直观，只需在界面模拟用户操作即可。无须关注数据如何保存到后台数据库
表中，以及数据库表的结构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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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缺点：执行速度慢。界面自动化测试脚本执行点击、输入数据、等待页面加载完成
等操作耗时较长，如果希望测试速度更快，推荐使用注入生成数据的方式。
3）通过 API 注入生成数据。
举个例子，一个工作流软件的某个流程有很多步骤，当我们只想测试最后一步的页面
显示时，就必须先生成前面多个步骤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用页面点击的方式生成数
据，估计需要 10 多分钟。而整个系统存在成百上千个类似测试用例，这得花费大量时间。
这种情况下要高效生成数据，就需要使用 API 注入方式了。调用 API 把所需数据一次
性插入数据库中。这种方式带来的是速度上极大的提升，当以页面点击方式需要 10 多分钟
才能完成数据生成时，以 API 注入的方式可能仅需几秒。
然而，看起来完美的 API 注入方式也存在缺点。
它增加了工作人员了解数据库表结构和维护 API 的工作量。 用户在页面上点击一次提
交操作，系统在后台可能会对应修改多张数据库表；也有可能因为插入这条数据触发数据
库修改其他表中的数据；或者在后台有定时任务，定时修改其他表的数据。所以在使用这
种方式之前，需要清楚数据表结构和表之间的关联关系。同时，未来业务、技术架构的变
动引起的一些变化，也要求我们投入一些时间到 API 的维护工作中去。
4. PageObject 模式
在 UI 自 动 化 测 试 脚 本 中， 我 们 还 可 以 使 用 PageObject 模 式， 把 其 代 码 拆 分 到 各 个
PageObject 对象中，让自动化测试脚本只关注业务逻辑，同时减少类中代码行数。该模
式将每个页面或者多个相似页面的功能封装，例如封装页面中需要测试的元素（按钮、输
入 框、 标 题 等）， 这 样 在 测 试 中 就 可 以 通 过 访 问 PageObject 类 的 方 法 来 获 取 页 面 相 应 元
素，从而巧妙地避免了当页面元素 ID 或者位置变化时，需要修改测试代码的情况。采用
PageObject 模式实现该测试用例的简要步骤如下。
第一步，如图 3-9 所示，为每个页面创建一个 PageObject 的类，这个类包含此页面元
素的定位和行为。如图 3-10 所示，和页面操作相关的元素，以及对页面元素进行操作、断
言的方法，都被封装在这两个 PageObject 类中。
第二步，测试时通过调用页面对象的方式来编写测试用例，如图 3-10 所示。在 SearchSomething 测试脚本中，只会看到和业务相关的代码，免去了每个页面的操作细节，从而让
测试代码更加清晰。
对于小规模站点的 Web 自动化测试，直接在测试代码中访问 Web 页面元素。但对于
业务复杂、功能完备的大规模站点的 Web 自动化测试，如果不将测试代码与对 Web 页面
元素的访问解耦，不仅易造成代码冗余，还会导致测试集结构混乱，测试人员在后期难于
理解和维护。
5. BDD
在进行自动化测试的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技术人员（例如开发人员和测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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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关注自动化测试的执行过程及其报告。但是随着敏捷开发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业务人
员和项目经理开始关注自动化测试所带来的收益。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在自动化测试中
引入了 BDD（Behavior Driven Development，行为驱动开发），既引入了 BDD 的方法和实践，
也引入了 BDD 的工具。

图 3-9

图 3-10

两个 PageObject 对象

在测试方法中调用对象执行操作步骤

BDD 最重要的一个特性是：由非开发人员编写测试用例，而这些测试用例使用基于自
然语言编写的 DSL（领域特定语言）。换句话说，业务人员、测试人员、客户等利益相关者，
以习惯的方式编写相关的测试用例，再由开发人员去实现相关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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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BDD 工具的框架分为三层，分别是：
T 语义层——负责对测试场景进行文字描述；
T 胶水层——负责把测试场景的文字描述和驱动页面元素的具体方法结合起来；
T 实现层——具体驱动页面元素完成相应行为。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 BDD 工具中，Cucumber 是较主流的一种，如图 3-11、图 3-12 所示。
它使用自己的关键字 Given/When/Then 编写 Feature
文件，目前支持 Ruby、C#、Java、JavaScript 和
C++ 等多种开发语言。
6. 缩短用例集的运行时间
先 来 虚 拟 一 个 场 景： 一 家 公 司 的 产 品 部 有
一个历史遗留系统，团队需要在每年开发系统新
功能的同时维护其旧功能。当前该系统的界面自
动化测试用例已经超过两万条，所有脚本运行一

图 3-11

在 Cucumber 中用文字描述测试
场景（语义层）

次需要三天时间。当程序员提交一段代码后，需
要经过三天才能知道这段代码有没有引入新的
缺陷。
如此长的产品质量的反馈周期，让缩短界面
自动化测试脚本运行时间势在必行。我们可以通
过以下几种方式提高测试效率。
1）增加测试机器，多台机器并发运行互不
依赖的测试脚本。
2）通过 API 注入的方式插入测试数据，缩
减测试数据的准备时间。

图 3-12

在 Cucumber 中通过正则匹配的
方式连接到代码层（胶水层）

3）给测试用例添加分类标签，给核心测试用例加上冒烟测试的标签。每次代码提交只
运行核心测试用例，确保新提交的代码不会破坏产品核心功能。在晚上运行自动化测试用
例全集，去验证非核心功能是否被新代码破坏。
4）使用 Mock 方式加快测试脚本的执行速度。例如调用第三方的银行服务时，服务返
回时间可能是几分钟，也可能是几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 Mock 方式，模拟银行
服务调用和返回数据。Mock 服务通常在本地进行调用和返回，执行速度非常快。 需要注意
的是，使用 Mock 方式，只能保证系统内部业务逻辑正常，要想确保服务调用的正常，还
需要使用单独的测试用例去覆盖整个调用过程。
7. 录制与开发代码
Selenium 框架提供了录制和代码开发两种方式。录制方式适合进行快速验证，但录制
脚本时重复代码多，代码维护的工作量大，难以适用于复杂场景的界面自动化测试。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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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通常使用代码开发的方式做界面自动化测试，同时使用 PageObject 模式、BDD 等方式
提高自动化测试用例的可维护性。
8. 编写健壮的测试脚本
和其他代码一样，编写界面自动化测试代码同样需要遵守编码的最佳实践，去除代码
中的“坏味道”
（bad smell）。我们需要定期重构已有代码，让代码更易阅读和维护。想深入
学习代码重构的朋友，可以参考 Martin Fowler 的《重构：改善既有代码的设计》。界面自
动化测试代码中的“坏味道”更常见于代码重复、方法体过长、类中的代码过多、方法的
参数数量过多等情况。

3.6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微服务接口测试的测试用例设计和实现自动化测试的方法，在微服务系统

中测试人员需要重点关注接口的幂等性、并发线程的调用以及分布式事务处理。此外，我
们还讨论了如何给前端界面做手工和自动化测试。在一个项目中，较全面的自动化测试可
以帮助我们避免去做大量手工回归测试的工作，保证项目的快速迭代和交付。第 4 章会进
一步讨论如何自动化地保证微服务间传递数据的结构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