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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oapUI的介绍

 由于 Web  服务是被程序调用的， 一般不会提供界面让最终用户或测试人员直接使用，

在 SoapUI等工具出现之前，测试人员不得不自己编写程序来测试它，这就要求测试人员花

费很大的精力了解底层的接口，调用关系和详细的协议，导致他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测

试中。

SoapUI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这一局面。作为一个开源的工具，SoapUI强大的功能、易用

的界面，吸引了很多用户。用户可以在 SoapUI中通过简单的操作完成复杂的测试，不需要

了解底层的细节，极大的减轻了工作量。SoapUI 支持多样的测试，例如功能测试，负载测

试，回归测试等。到目前为止 SoapUI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 100万次，成为了Web服务测试

标准和领先的Web服务测试工具。它不仅仅可以测试基于 SOAP的Web 服务，也可以测试

REST  风格的 Web 服务，前者是本文介绍的重点。

2. SoapUI的安装

2.1. SoapUI下载

SOAPUI的网站地址是：http://www.eviware.com/，网站提供了多种 soapui安装包的下

载，SoapUI主要提示三种不同的版本，分别是：

(1) SoapUI pro是收费版本，拥有强大的功能，本文主要围绕着这个版本的功能进行阐述，

该版本的下载地址是：

http://www.eviware.com/Download-soapUI/download-soapui-pro.html

(2) SoapUI Trial是试用版本，拥有的功能和 SoapUI pro一样，但这个版本在申请成功后仅

有 14天的试用期，建议在开始读本书的时候，可以申请一个试用版进行学习，该版本

的下载地址是：

http://www.eviware.com/Download-soapUI-Trial.html

http://www.eviware.com/Download-soapUI-Trial.html
http://www.eviware.com/Download-soapUI/download-soapui-pro.html
http://www.eviware.com/


(3) SoapUI是开源的版本，这个版本我也曾经使用过，这个版本提供的功能较少，但由于

它开源，只要你有兴趣，可以到网站上下载源代码，根据需要对源代码进行修改，改

造成你希望的方式。对于这个版本，如果你熟悉 groovy的编写，那么在测试过程可以使

用 groovy脚本来丰富你的用例，该版本的下载地址是：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oapui/files/

2.2. SoapUI安装

SoapUI基于 Java  开发，支持多个平台，需要设置 JAVA_HOME 变量指向到相应的

JRE 目录，同时修改 PATH变量，将 JRE1.6的 bin目录添加进去。安装的过程很简单，只要

双击已成功下载的 exe程序，即可开始安装过程：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soapui/files/


在安装向导完成后，很快可以看到下面的开始对话框：

点击Next进入下一步，你需要阅读 soapui要求的协议，并接受协议才能进入下一步：

选择接受，并点击 Next进入下一步，这里要求设置程序安装的路径，soapui会给出默

认路径，如果你不选择，则会默认安装在 C:\Program Files\eviware\soapUI-3.5.1：



接下来，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要安装的组件：

如果是 soapUI Pro版本，JDBC的驱动包会提供选择，但是没有源代码可勾选：

如果勾选了HermesJMS，那么下一步还需要接受 HermesJMS的协议，接下来只需要默

认安装即可，直到出现下面的页面，点击 Finish完成全部安装过程，接下来你可以开始学



习和使用的过程了。

3. 名词解释

3.1.基础知识

在 SoapUI的各种版本里，我们都能深刻地体会到它所提供的测试用例的管理与我们测

试项目所需要的层级的映射关系是相当贴近的，对应关系图如下：

SoapUI里着重引入了以下的概念：
 测试步骤ＴｅｓｔＳｔｅｐ

测试步骤是最小的单位，一个完整的测试用例是由多个测试步骤所组成的，而每一个

测试步骤，都需要根据实际的业务要求进行组织。
 测试用例ＴｅｓｔＣａｓｅ

一个测试用例代表一个完整操作，接口测试的目的，实质在于模拟外部的调用来验证

测试集 TestSuite

工作空间Workspace

测试用例 TestCase

测试步骤 TestStep 功能测试步骤

项目 Project

功能测试用例

小功能点

大功能模块

测试项目

实际项目的情况SoapUI中的体现



接口的功能，而接口功能的各个分支则由入参（测试数据）的不同来遍及。
 测试集ＴｅｓｔＳ uｉｔｅ

对于测试集，主要是为了区分大功能模块里的不同小功能点而引入的概念，一般一个

WebService都包含有多个接口，此处可根据需要添加测试集。
 项目Ｐｒｏｊｅｃｔ

在 SoapUI里，一个接口对应一个项目（Project），这是由 SoapUI提供的功能所决定

的，在每次要测试一个新的接口时，可以右键点击 WorkSpace的名称，从右键菜单中选择

New soapUI Project来引入新的WSDL。
 工作空间Ｗ oｒｋｓｐａｃｅ

对应测试项目的概念，一个测试项目中可能会包含多个WebService接口，这些接口都

同属于一个项目中，由工作空间来管理所有的接口项目。

3.2.附加名词解释

 WSDL  ：指网络服务描述语言 (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是一种使用 XML 

编写的文档。这种文档可描述某个Web service。它可以规定服务的位置，以及此服务提

供的操作（或方法），更加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

http://www.w3school.com.cn/wsdl/wsdl_documents.asp

 Request：SoapUI通过导入正确的WSDL，便可以解析接口需要的入参。当对特定的接

口创建一个请求时，SoapUI会帮我们把需要的 SOAP报文的结构以一定的形式显示出

来，此时你只需要输入请求的内容，点击运行，SoapUI会将我们填写后的 SOAP报文

完整地发送给远程服务接口进行调用。

 MokeService：SoapUI同样也提供了Moke服务的功能，在初期确定完接口出入参、接

口名时，我们便可通过 SoapUI的Moke服务功能，人为地模拟系分文档中明确要求的

各种情况下的返回参数（根据返回参数的类型编写对应的 SOAP报文），使测试人员

在早期就进行接口测试用例的编写和调试。

http://www.w3school.com.cn/wsdl/wsdl_documents.asp


4. 应用场景

无论一个新的应用是复杂还是简单，在开始学习时经常会有一定的困难。为了让你能更

容易地开始使用 SoapUI，这边直接引用了 SoapUI一个经典的例子进行讲解。该例子主要阐

述了 SoapUI的一些基本概念，可以用来作为学习 SoapUI的出发点，尝试了解该项目，包

括MokeService模拟服务和测试用例，以些来熟悉 SoapUI的界面和操作。在这个项目中主

要阐述了 SoapUI的 5个功能：
 导入项目
 Web Service Mocking

 Web Service Inspection

 对Web Service服务进行功能测试
 对Web Service服务进行负载测试

4.1.导入项目

 右键点击在 Navigator “中的项目节点，选择 Import Project”选项，导入已经存在的

“项目，此时页面出弹出 Select soapUI Project File”对话框。

 从安装 SoapUI的文件夹下的 Tutorials目录里，选择项目名称为 sample-soapui-pro-

project.xml or sample-soapui-project.xml的项目文件。



 “名为 Sample Project”的项目将在 SoapUI的左边栏目显示。此时，我们已经成功地

导入项目，接下来开始介绍模拟Web Service服务在 SoapUI是怎么做的。

4.2. Web Service Mocking

Web Service Mocking是在 SoapUI中伪造或模拟Web Service服务接口功能的一个途径，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呢？当Web Service服务接口没有启动或接口的编码尚未完成等各种

原因导致接口暂时无法使用时，Web Service Mocking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总而言之，

Web Service Mocking让你可以在开发开始编码的同时创建你的测试用例，这意味着，当真

正的Web Service服务接口可以开始测试时，你的用例设计工作可能已经完成，可以直接开

始测试。
 添加一个MockService，右键单击接口集合的名称，如下图所示：



 “弹出 Generate MockService”对话框，可直接使用默认设置的值。

 输入M ockService “的名称，点击 OK”按钮。



 经过上面的操作，MockService已经成功生成，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如何去响应请求。

 首先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如何让MockService运行起来。导入的文件中，已经包含

“名为 SampleServiceSoapBinding Mock Service”的MockService，所以接下来，你可

“以先删除掉你刚才所创建的 SampleServiceSoapBinding Mock Service 2”，打开

MockService只要双击它即可。



 在MockService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接口：login，logout，search，buy共 4个

接口，在例子项目中，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响应均采用 SCRIPT的调度方式进行

分发响应，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调度方式，这里还提供顺序等其它方式供测试人员

选择。
 左键单击执行按钮 开始运行MockService，现在你可以看到MockService运行在

8088端口。

4.3. Web Service Inspection

Web Service Inspection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它能够让你在测试开始执行时就能很容

易地了解到你所测试的Web Service接口是如何工作，需要什么样的入参才能调用。
 直接浏览WSDL接口的 XML报文，都是很杂乱的，而且一般WSDL报文也都比

较复杂，很难直观地看出，因此很少人会这样做，而进一步导致测试人员不想去

理解WSDL。总而言之，由于WSDL的复杂而使人们不愿意去读懂它，但其实

WSDL是规范的，并且你怎么使用它将取决于你对他的认识，而 SoapUI的接口视

图模式是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好的工具。
 “通过双击 SampleServiceSoapBinding”节点，SoapUI页面上会打开该节点的信息，

切换至 WSDL Content 标签页，如下所示，可通过此处的内容与右边栏

“SampleServiceSoapBinding”节点下方的五个接口映射，以此来加深对WSDL的接



口的理解。

 “单击 SampleServiceSoapBinding” “节点下方的接口 login”，展开接口对应已有的请

“求 Request 1” “，双击 Request 1”打开请求页面，你将可以在 SoapUI的桌面上看到

“loginRequest”。

 请求中已经写明了入参：username = Login，password = Login123，点击 按钮提

“交请求，成功后，可以在右边的 sam:loginResponse”框中看到响应报文。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显示方式，查看请求报文和响应报文的内容，只需要点击左边

的 TAB标签页即可。



4.4.对Web Service服务进行功能测试

在例子中，已经创建了不同的测试集，测试集包含了不同的用例，一个测试用例又由

一个或多个测试步骤组成，SoapUI会组织成如下的结构：

Project

|-Interface

|-TestSuites

|--TestCases

|---TestSteps

|---LoadTests

|-MockServices

 “通过点击 +” “展开 Sample Simple TestSuite” “，双击 Simple Login and Logout w. 

Properties Steps”。

 你可以看到该测试用例由 5个测试步骤组成。

 “可以点击 Description”标签查看测试用例描述。



 该测试用例主要有 3种类型的测试步骤组成：一个 Properties测试步骤，两个

TestRequests和两个 PropertyTransfer步骤，他们的功能如下：

·Properties：

“用来保存属性的值，后面的步骤都可以使用，在用例里 login”接口的入参就

“是使用属性 Username” “和 Password”。

·TestRequests：

“发给服务接口的请求，在用例中的请求有 login” “和 logout”。

·PropertyTransfer：

一个用来在不同测试步骤间传递属性的步骤，这可以使用的场景有从一个

Properties的步骤将属性传给一个 TestRequests “的步骤，如用例中： Move 

Username and Password”步骤，也可以是将属性从一个请求的出参传递给另一

“个请求的入参，如用例中： Move sessionID”步骤。
 “双击测试步骤： Property Transfer: Move Username and Password”，测试步骤的编

辑器将会在 SoapUI “上打开，这个步骤传递了 Username” “和 Password”两个属性。

 SoapUI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断言，断言的使用是为了验证发出的请求是否被正

“确的响应，校验与预期结果是否一致。打开测试步骤： Test Request: logout”。

在下面的测试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到 4个断言：



·SOAP Response：

验证响应报文是一个有效的 SOAP响应。

·Schema Compliance：

指返回的报文是否符合WSDL中所定义的模式。

·Not SOAP Fault：

检查响应报文没有包含 SOAP异常。

·XPATH Match：

比较XPATH表达式所指定位置上的元素是否与预期值符合。

 测试执行：在上面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整个测试用例，接下来我们可以执行用例

了，点击执行按钮 ，测试用例将直接执行，测试结果将会显示在下图所示的执

行进度条上，如果完全通过此进度条会显示成绿色，如果执行不通过，会停在失

败的执行步骤上，进度条显示成红色，而下方会打印相应的错误日志信息。

注：如果执行时进度条显示成红色，请检查一下你的 MockService有没有开启，

“或者在执行完成的测试用例之前，你是否已经执行过 login”请求？如果执行过，

“请使用 logout”清除掉服务端的会话信息或重启MockService，再重新执行测试用

例。



4.5.对Web Service服务进行负载测试

在创建完测试用例后，SoapUI可以快速地让你创建用例对应的负载测试用例，这是非

常实用的功能，越早能够进行负载测试，越早能发现性能问题。在 SoapUI里创建负责测试

“只要简单地选择一个功能测试用例，右击并且选择 New LoadTest”即可，是的，就是这么

简单！

这使得 SoapUI的负载测试相当地好用，它可以让你在功能测试完成的情况下，快速地、

方便地、随意地检验Web Service接口是否能够承载指定的负载量。
 “点击测试集 Sample expanded TestSuite” “，展开测试用例 Search and Buy TestCase”

“的 Load Test”，可以看到，对同一个功能测试用例可以有 4个不同的负载测试用

例，可根据性能测试场景选择不同的负载策略。

 双击点开其中一个负载用例，可以配置里面的配置项。

·Limit：

表示我们负载测试要持续执行的时间，秒为单位，此处表示要执行 120秒。

·Threads：

配置负载测试所用的线程数，即一般性能测试中所说的并发数。

·Test Delay：



设置测试时线程的休眠时间，即在完成一次完整的用例执行后，开始下一次

执行时，线程的休眠时间，以毫秒为单位（1000毫秒是 1秒），例子中是

200毫秒。

·Random：

“该值的设置是与 Test Delay”的设置结合在一起的，它表示休眠的时间会在

“Test Delay”*(1-0.5)=100 “毫秒，和 Test Delay”*(1+0.5)=300毫秒之间波动。此

处如果设置为 0 “，则表示 Test Delay”的值不会随意地变化，直接是初始设置

的毫秒数。

 现在，让我们开始执行吧，在执行中，你可以看到，测试关注的数据跟随着测试

的进行而持续地发生变化，我们能够得到的数据有：响应时间、每秒吞吐量

（tps），错误数（errors）等性能测试中，一般较为关心的数值。

 你也可以通过点击 图表按钮：

查看测试结果数据的整体走向图：



 在 SoapUI的负载测试中，你也可以定义负载测试的断言，一个最经常且重要的断

言是：Max Errors。当负载测试中，出现错误，且错误的数量达到Max Errors要求

的值时，负载测试会停止。

 “注：进入测试集 Sample TestSuite fails if we don't get faults”— “测试用例 TestCase: 

Searching after Logging out LoadTests”— “负载测试用例 LoadTest with Multiple Tests 

(will fail)”，双击打开，并开始执行，执行一段时间后，页面弹出错误信息，执行

失败，这主要是因为多个用户模拟登录且使用同一个用户名，这在 MockService

所模拟出来的服务接口是不被允许的。

5. 基础讲解

通过上面例子的介绍，我们已经对 SoapUI能做什么，怎么使用有个大致地了解，但对

具体的使用还不够清楚，下面将通过在 SoapUI中创建一个完整的项目为例子，来介绍完成

一个接口测试所要操作的每个步骤。



5.1.创建工程

SoapUI的项目是一个 SoapUI测试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创建了工程，我们才能创建

对应的功能测试，负载测试，MockServices等，因此如何通过一个Web Service接口来创建

一个工程，是最需要了解的一个功能。
 在左边栏 Navigator “区域，右键单击工作空间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New 

soapUI Project”或按组合键：Ctrl-N（windows系统）/ cmd-N（mac系统）。

 “页面弹出 New soapUI Project”新建对话框，可以输入项目名（Project Name），选

择不填，在之后进行添加。



 “点击 OK”后，在左边栏的 Navigator区可以看到已经成功地导入项目，如果你需

要导入一个项目，可参考上文导入例子程序的操作步骤。

 接下来需要添加WSDL，每一个项目都基于一个对应的WSDL，导入一个WSDL

不是必须的，但导入以后，你可以轻松地获得WSDL包含的所有信息，极大地方

“便测试用例的编写，右键点击项目名 Getting Started”，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Add WSDL” “，页面会弹出 Add WSDL”对话框。

 输入：http://www.webservicex.net/WeatherForecast.asmx?wsdl “，并点击 OK”。

http://www.webservicex.net/WeatherForecast.asmx?wsdl


  “成功后可在左边栏 Navigator”区域看到导入的接口。

 你可以双击项目名来打开项目的概要信息窗口，当你的测试资源越来越多时，用

这个视图来管理你的所有测试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如： JDBC 连接（SoapUI 

Pro）、安全配置，需求，测试集等信息。



上图所示的项目概要信息包括了大量项目范围的设置和数据信息：

1 “、 Overview”标签页列出了项目所包含了有用的相关数据和度量值。

2 “、 TestSuites”标签页显示了在项目中的所有功能测试集，并且允许你可以按顺序或并

行执行测试用例。



（1）工具栏：从整体上控件测试集的执行。

（2）整体进度条：显示整体测试集执行的进度。

（3）测试集进度条：显示单个测试集的执行进度。

（4）项目的覆盖率标签：查看测试集的覆盖率。

（5）脚本：包含 Setup和 TearDown脚本，用在开始执行所有的测试集之前和执

行完所有的测试集之后，分别运行这两个脚本进行初始化或清理工作。

（6）在按顺序执行测试集时，会实时地显示测试中的打印日志。

3 “、 Security Configurations”管理项目范围内，基于 SOAP的Web Service服务的WS-安

全配置。

4 “、 Requirements”管理项目需要的资源。

（1）工具栏：添加、删除、导入、导出 requirements。

（2）TestCases：在这里的每个 ID，在 Testcases中都可以设置与之关联的测试用

例，在设置好关联关系后，可以双击测试用例，即可打开对应的测试用例。



（3）Links：可以设置链接到有用的引用或是在项目管理系统中的实际需求。

（4）Description：为测试用例添加描述。

5 “、 JDBC Connections”管理项目范围内可以被使用在多个场景的 JDBC连接。

（1）工具栏：JDBC连接工具栏，包括添加、删除、配置和测试连接按钮。

（2）JDBC表格：包括 JDBC配置信息的表格。

6 “、 Reporting”管理所有全局的和项目范围内的报告模板和参数。

7 “、 Events”管理项目范围内用来增强测试执行的 event-handlers（事件控制）。

8、 创建报告的按钮：通过点击按钮可以创建报告。

9 “、 Project Summary”项目文件所存放的路径。

10 “、 Interface Sumamry”WSDL文件所存放的路径。

11 “、 Test Summary”统计和预览测试用例数据。

12 “、 Mock Summary”统计和预测模拟服务的数据。

13 “、 Overview Inspectors”：包含描述、属性、加载、保存、报告等。

·Load Script：

在项目加载后调用，可以被使用来初始化一些会话、数据等。

·Save Script：

在项目被保存前调用，允许你执行一些自定义的清理任务，如清空密码或测

试资源等。

·Report Script：

当生成项目报告的时候被调用。

同样的，在左边栏的下半部分还包含了项目的属性和自定义属性两个标签页：



“使用外部文件来保存属性、测试数据等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方式，可以在 Resource Root”

指定的地址存放整个工作空间所有项目需要使用的数据文件等资源，这里指定一个相对路

径是更好的方式，因为项目有可能会进行迁移，指定相对路径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用

“在每次迁移都要改变资源存放的路径。例如：指定 Resource Root” “的值为 d:\data”，这里可

“以指定到一个已经创建好的目录，在这个目录下有一个文件 testdata.xls”，那么在执行的时

候，路径会被解析为：d:\data\testdata.xls。

上图，通过下拉框，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参数：

·${projectDir}：

项目所在路径。

·${workspaceDir}：

工作空间所在路径。

“例如：指定 Resource Root”的值为：${projectDir}/data，那么在执行时，上面所提到的

excel文件的路径会被解析为：<项目所在路径>/data/testdata.xls。
 你也可以通过双击接口名来查看接口的概要信息，从此窗口可以了解到WSDL接

口的信息，对于浏览和检查WSDL是非常有用的。



5.2.测试结构的组织和执行

SoapUI — —将功能测试用例组织为三层结构：测试集 测试用例 测试步骤。

1、 一个测试集是一组测试用例的集合，这组测试用例主要是针对同一个逻辑功能

模块。在一个项目中为支持大量的测试场景，可以创建任何数量的测试集。

2、 一个测试用例是一组测试步骤的组合，这一组测试步骤组合起来主要是为了测

试服务某一个特定的功能，你可以根据需要在一个测试用例中添加测试步骤，

这里的使用是很灵活的，更多的内容留给读者们自己研究。

3、 “ ”测试步骤是功能测试的 积木 ，它们被添加到测试用例中，用来控制、执行测

试步骤和检验被测试服务的功能。

在项目中创建测试集是为了将测试用例集合到同一个逻辑单元中。举例：假如有一个银

行系统，则它至少有查询账务的功能，又有付款的功能，那么，我们会将这二个功能归到

两个不同的测试集中，再通过组织测试用例来进行测试。你的项目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测试

“集，并且你可以通过双击项目名称，在打开的概要信息窗中选择 TestSuites”标签来执行这

些测试集（顺序执行或并行执行，可选择工具栏的 按顺序执行图标或 并行执行图

标）。



创建一个新的测试集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

1、 “通过右键单击项目名称的弹出菜单，选择 New TestSuite”

2、 “右键点击上图 TestSuites” “标签页中任何位置，在弹出的菜单，选择 New 

TestSuite”

3、通过上图的 图标也能创建一个新的测试集

4、测试集还可以在初始创建项目，导入 WSDL 或输入 WSDL 的 URL 后，勾选

“Create TestSuite”，勾选此选项，系统会自动帮我们为每个接口都创建一个测试集，

后续可根据测试用例需要进行调整即可。

一个测试集可以包括任意数量的测试用例，执行时可以按顺序执行也可以并行执行，

可以通过点击测试集窗口中工具栏的 （按顺序执行）图标或 （并行执行）图标来选

择执行的顺序。



创建测试用例的方式与创建测试集的方式基本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右键单击项目中的测试集名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 New TestCase”

2、点击上图创建测试用例图标：

3、 “在上图中 TestCases” “标签页中任何位置，右键点击，选择弹出菜单中的 New 

TestCase”

一个测试用例包含一定数量的测试步骤，目的是为了向服务接口发起请求并对测试结

果进行校验。一个测试用例在执行的时候，它的执行顺序与步骤所显示的顺序一致，如果有

循环或分支，那么需要在测试步骤或测试脚本中进行配置。



“右键单击上图某一测试步骤，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包含 Run from here”选项，该选项方

便在测试用例编写时，测试用例的调试。

Run from here：从所选择的测试步骤开始执行测试用例，非常方便调试。

Open Editor：打开所选择的测试步骤编辑窗口，双击上图的测试步骤也能打开编辑窗

口。

Enable or Disable：测试步骤可以被启动，也可以被禁用，允许你有选择地执行不同的

测试步骤，当你选择Disable测试步骤时，该步骤将变成灰色。

Insert Step：在当前选择的步骤之前插入一个新的测试步骤。



Rename and Delete：快速地重命名或删除测试步骤，在一个测试用例中，测试步骤的

名称要惟一。

Move or Clone to other TestCases：测试步骤可以被复制或移动到当前工作空间的其它

测试用例中，如果目标测试用例与要复制的测试步骤不在同一个项目中，那么你还需要复

制接口到目标项目中，SoapUI会引导复制接口的操作。

Move up or down：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移动测试步骤的执行顺序。

你可以选择多个测试步骤，右击时可提供批量删除、启用、禁用所选择步骤的操作。

5.3.测试步骤

“ ”正如上一节所说：测试步骤是功能测试的 积木 ，每一个测试步骤都在验证被测服务

的功能。测试步骤默认情况下是按顺序执行，但存在几种可能的分支：循环、甚至调用其它

的测试用例，即当有需要时会有复杂的测试用例。任意数量的测试步骤都可以被添加到一个

测试用例里，添加时：1 “、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测试用例名称，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Add 

Step”；2 “、也可以通过右键点击测试步骤名称，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Insert Step”；3、下图为

双击测试用例名称打开的测试用例信息框，红包方框内的图标是各种测试步骤，点击对应

的图标会弹出相应测试步骤添加框。

选择一个测试步聚，右键单击后的弹出菜单显示了该用例所具有的行为，且左边底部

也显示了相应测试步骤的属性，可以直接进行设置。下图中绿色方框中的所标记的行为是

SOAP请求测试步骤所特有的，其它的选项则是所有的测试步骤都具有。如下图所示：



用例里都会有一些主要的测试步骤用来验证接口的功能，它们既可以发送请求给接口，

也可以接收接口返回的结果报文，且响应报文可以经由一个标准的断言机制进行校验。你可

以很轻松地组合一个测试用例的所有步骤，并且能够在它们之间很方便地共享数据，例如

你也许会使用一个标准的 HTTP请求登录到一个服务上，然后使用接收到的 HTTP响应报

文作为入参，用 SOAP发起请求，最后再使用 JDBC的测试步骤验证数据库的结果数据。

—测试步骤 属性相关

属性测试步骤一般用来管理需要参数化的属性，测试步骤主要有：

Properties：允许你定义任意数量的属性，属性可以从文件读出或写入，可以用来参

数化请求、断言等。

Property Transfer：允许你在测试步骤间传递或抽取属性值，如你可以从一个响应信

息中抽取一个值，然后通过DataSink测试步骤写入到一个外部文件。

DataGen：允许你创建一个计数器、随机值等的动态的属性。

—测试步骤 数据相关

SoapUI Pro添加了一些测试步骤主要用来与外部数据源交互，可读可写，主要有：

DataSource：允许你从一些外部源文件中读到属性值，外部源文件包含数据库 、

EXECL文件、directories等，之后可通过使用属性传递等将值作为请求入参或验证响应报

文等。

DataSource Loop：与 DataSource成对出现，主要用在当 DataSource有多行数据时，

可通过 DataSource Loop循环得到每一行的值来作为入参发起调用，在 SoapUI中这是一



种基于数据驱动的测试。

DataSink：允许你将属性值写到外部存储文件中，如数据库、EXECL文件等，以供

后续分析和处理。

—测试步骤 执行流程

虽然在测试用例中测试步骤的执行是顺序的，但 SoapUI提供了一些测试步骤允许我们

可以做分支、循环等：

Conditional Goto：检查返回的响应报文中指定的值，并跳转到步骤中符合条件配置

的目标步骤。

Delay：根据配置的毫秒数暂停测试步骤的执行。

Run TestCase：转去执行指定的目标测试用例，当某些测试步骤需要在一些用例运行

前先被执行，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处理。

DataSource Loop：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根据 DataSource所配置的行数，以每行为一

次入参，循环地执行测试用例中特定的某几个步骤。

—测试步骤 其它类型

SoapUI还提供了其它类型的测试步骤，让你可以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Script TestStep

测试步骤让我们可以写任意的脚本（包括 groovy和 javascript）做几乎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一般会在以下几个场景使用：

一些无法通过默认的断言机制实现的复杂报文的校验。

复杂的分支或循环。

以数据驱动来生成测试步骤的情况，如从数据库中动态生成测试步骤。

集成外部系统来读写数据。

触发外部的活动或进程，如发送邮件或启动程序。

与用户的交互（对话框等）来得到输入或控制执行。

……

SoapUI提供强大的功能，基本上可以满足你所有服务接口的功能测试需求。

5.4.创建功能测试用例

在导入WSDL后，一个项目已经创建完毕，本节主要围绕着如何创建一个请求展开描

述。
 展开Web Service “接口，选择 GetWeatherByZipCode” “的 Request1”，双击打开进行

编辑（此处是使用 SoapUI Pro版本），请求报文区域会列出需要的入参名及类型。



 通过添加按钮 将该请求添加到测试集的测试用例中。

 “添加一个请求到测试用例时，会先打开一个创建测试集的对话框，在 Create 

TestSuite” “对话框中，输入测试集的名称，点击 OK”即可。

 在创建测试用例的对话框中，输入测试用例的名称，这样就根据测试集包括测试

用例的关系创建了用例。



 “最后弹出的 Add Request to TestCase”对话框，把刚才的请求复制一份直接添加到

测试用例中，作为测试用例中的一个测试步骤。

完成上面的所有步骤后，页面左边栏正确显示了所有的层级关系，可以看出，在

添加一个请求到测试用例时，系统会先创建一个测试集、再创建一个测试用例，最后才

会把请求作为一个测试步骤添加到测试用例中：

5.5.功能测试断言判断

发起请求后，我们要关注接口提供的功能是否正确，那么就需要对响应的报文进行相

应的验证，断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响应报文提供了多种方式的验证，来保证测试



结果的正确。程序中提供了多种方式的断言：Schema Compliance，Simple Contains，Simple 

Not Contains， SOAP Fault，Not SOAP Fault， SOAP Response，Response SLA，XPath 

Match，XQuery Match， Script  Assertion，WS-Security  Status，WS-Addressing Response 

Assertion，WS-Addressing Request Assertion。
 双击打开上一节创建的请求编辑页面，在请求编辑页面，单击添加断言按钮来添

加断言：

 “在 Select Assertion” “对话框中，从下拉框选择 Schema Compliance”方式来创建断

言：

“在 Configure Schema Compliance Assertion”配置 URL的地址，此处会默认显示之

前导入的WSDL “地址，如果不需要改变，可直接点击 OK”。

一旦你添加了断言，在执行该请求时，断言就会根据创建时的配置来验证响应报

文的内容，如果验证通过，请求名称前面的图标 SOAP图标就会变成绿色，否则

将以红色显示。

断言的标签中同时会显示该请求已创建的断言个数，通过点击标签，可查看对应



的断言信息。

5.6.功能测试用例执行

 在用例执行之前，先给上面的测试步骤再增加一个断言，点击

标签，显示断言信息框，点击添加断言按钮

 “我们将添加一个最简单的检查响应报文内容的断言，名为 Contains”断言，

“Contains”断言检查整个从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报文，包括 XML都可以作为查找的

“内容，作为一个断言的方式，它比较生硬但非常有用。在弹出的 Contains 

Assertion” “对话框中，我们添加了要查找的内容 Madrid”，由于不清楚内容的格式，

因为选择忽略大小写。

 点击执行按钮，我们可以看到断言失败，断言失败时，SoapUI会自动弹出断言住

处框，并将断言失败的信息打印在断言下方，方便调试。



这是预期的结果，因为我们发出的请求中入参没有使用正确的入参，从上图中可

以看到入参 PlaceName “是使用？作为入参，此处我们修改为 Madrid”，并发起请

“求，这时返回的结果报文中便包含了 MADRID”，因此断言通过，校验成功，图

标均显示为绿色。

 上面的请求可以通过双击测试用例，打开测试用例概要信息框进行执行，测试用

例方式的执行，它会执行用例里的每个步骤。也可以通过双击测试集，打开测试集

概要信息框进行执行，测试集中会显示出所有的测试用例，执行的时候会根据配

置，按顺序执行或并行执行所有用例。

5.7.创建负载测试用例

在我们创建完一个测试用例后，我们可以快速地创建对应的负载测试用例，并且



能很方便地更新用例的内容，主要原因是因为负载测试用例的生成是由已经存在的功

能测试用例直接产生的。你可以通过这个功能验证Web Services接口在不同负载场景下

的性能，也可以通过同时运行多个负载测试用例，观察在运行的同时是否会影响彼此

的功能。
 “右键单击已经创建好的测试用例，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 New LoadTest”。

 “在弹出的 New LoadTest” “对话框中，填入用例名称，点击 OK”即可。

5.8.执行负载测试用例

在负载测试用例创建完成之后，还需要配置相应的负载策略，配置窗口如下图：

可以根据测试场景进行相应的修改，开始执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间的统计图表

开始收集测试结果数据，并实时更新。



5.9.负载测试断言判断

 “在 LoadTest” “编辑框中，选择编辑器底部的 LoadTest Assertion”标签。

 点击添加断言按钮 ，添加一个负载测试的断言，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Step Maximum” “类型的断言， Max Time”设置一个请求最大的响应时间（单位为

“毫秒），表示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则负载测试停止。Minimum Requests”设置允许

“发出的最大请求数， Max Errors” “设置允许发生的最大错误数， TestStep”可从下

“拉框选择上面设置的值是对用例中的哪个测试步骤生效，选择 Any”表示对任意

的步骤生效。

保存成功后，在断言信息框中会添加一条断言：



5.10. 创建 MockService

Web Service模拟服务在测试工具库中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当 Web 

Service接口还未编码完成的时候，我怎么去准备我的测试用例？Web Service模拟服务就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允许你在真正的服务接口完成之前创建一个模拟或近似的服务接口。 
 新创建一个项目，使用下面的wsdl：

http://www.webservicex.net/CurrencyConvertor.asmx?WSDL

上面使用的服务接口压力比较大，如果你在打开 WSDL页面无法打开时，Web Service

接口可能已经当掉。为了验证接口是否正在工作，可以复制上面的 wsdl地址到浏览器

中进行访问，如果你的浏览器没有收到响应信息，那么服务已经关掉了。
 “创建成功后，在左边窗口中可以看到名为 CurrencyConvertor”的项目，右键单击

“其中一个接口，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 Generate MokeService”

 “在 Generate MockService” “对话框中，可以定义服务访问路径 Path” “和端口 Port”，

“如果该接口有多个方法，方法名都会在 Operations”中列出。

http://www.webservicex.net/CurrencyConvertor.asmx?WSDL


 “点击 OK” “按钮后，再新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 MockService”的名称即可，在创建

“完 MockService” “后，你的 MockService”必须还要有一个操作和一个对应的请求。

“正如你所看到的， MockService”前的图标是灰色的且尚未激活。这是表示

“MockService” “还没有运行，至此，我们已经成功地创建了一个 MockService”。

5.11. 编辑 MockService

 “双击上节创建的 MockService”，打开编辑器，在编辑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接口对

应的所有操作，正如请求一样，响应日志会记录所有发过来被处理的请求。

 “双击上图的操作 ConversionRate” “，以查看我们在 MockService”中定义的模拟响

应。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只有一个响应，双击该响应并进行编辑。



模拟响应编辑器与请求编辑器是非常相似的，如果你有发起过请求，并成功地收到响

应，此时请求编辑器接收的响应将可以直接作为参考，在打开响应页面时，会直接显

示我们最后一次请求收到的响应，包括内容和HTTP报文头。极大地方便了模拟响应的

编写。
 “选择响应报文的显示模式为 Form”（在响应的左部标签中可进行切换），编辑

“ConversionRateResult”，使用其它的值代替？。

5.12. 调用 MockService

“首先我们必须启动 MockService”，点击启动按钮 ，可直接在我们之前定义的路径和

端口启动模拟服务。

上图的红色方框的位置显示了我们的模拟服务正在运行中，此时启动的按钮变灰，而



停止的按钮可以使用，当你需要停止服务运行时，可直接点击停止按钮 。

在模拟响应编辑器中，点击创建请求的按钮：

“这将直接打开 Open Request”对话框，可以从下拉框中为你的操作选择已有的请求或

是创建一个新的请求，并给出请求的名称即可。

当你直接打开上一步创建的请求时，SoapUI将自动地改变请求所访问的接口地址为你

“所创建的 MokeService”地址，点击执行查看返回的结果，可以看出响应的结果是我们之前

所编辑的响应内容。

若切换回之前的模拟响应编辑器页面，你会发现请求报文已经填充了，且为刚才创建

的请求，在这里可以看到提交的请求内容和响应内容。如果你需要更新或创建响应报文，可

以直接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执行请求即可，无需重启。

5.13. 自定义模拟响应

对于一个接口我们可能需要它动态地返回不同的结果，上面我们是创建了一个返回固

定值的响应，但其实我们更希望一个响应可以返回动态的值，这个需求我们是通过 groovy



“脚本来实现的。对于多个响应报文，当我们发送请求过去时，我们也希望 MockService”能

够返回对应的响应，即我们也要有定义返回响应的需求，而不是每次都返回同一个响应。

首先，我们还需要再创建一个模拟响应：

“命名为 Groovy Response”（可随意），接下来需要写一个脚本来作为响应，点击

“Script”标签，点开脚本编辑器，输入内容：context.setProperty("rate", Math.random())，如

下：

“上面的脚本设置了一个名为 rate”的属性，赋给它一个随机数。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响应报文中，把这个属性使用到返回值里，替换？为：${rate}，

这种使用方式在 SoapUI “中被称为 Property expansion” “。 Property expansion”的应用场景很广，

不仅可以直接引入响应报文的任一元素中，其它的所有步骤的任何元素也都是可以使用

“Property expansion”的方式来得到值。



我们已经完成了脚本，并且脚本返回的结果也会被插入到响应中，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定义响应报文的分发形式了。SoapUI中的分发机制允许你能够指定不同的模拟响应。默认的

模拟响应是使用顺序分发的方式，即一个接一下。当然可以定义的更复杂一些，即让我们发

“送的响应完全取决于接收到的请求。打开模拟服务编辑器选择 Dispatch” “方法为 XPATH”，

正如你所看到的，当匹配不到时，SoapUI也提供了默认响应的设置项。

“还可以设置更为复杂的方式，如选择 Dispatch” “方法为 QUERY_MATCH” “。 XPath”的

“值可以通过下图所示的图标进行选择。下图所示的配置含义为：当 XPath”所指示位置上的

“元素的值与 Expected Value” “的值相等时，则会返回 Dispatch to”所设置的模拟响应。



6. 操作技巧

通过学习使用 Eclipse写代码的方式进行接口测试的过程中，一方面体会到写代码方式

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体会到写代码方式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因此下文主要是针对性地对

前一种方式列出 SoapUI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6.1.右键点击

SoapUI是一套很有尝试的测试组件，它能做很多事情，但很多人都没有发现，有很大

一部分功能都是集成在右键菜单中，所以无论你在用 SoapUI做什么操作，右击你所有操作

的项目，查看弹出的右键菜单可以提供给你使用的功能，你可能会很惊讶。这虽然是个很基

础的操作，但一旦你了解到这一点，使用起 SoapUI会发现简单很多。

6.2.测试的管理

在 SoapUI中提供了特定的结构来管理我们的测试，通过使用这个经过实践得到的最好

的结构，你可以受益良多。这样的测试结构不难，现在有很多的测试人员都在使用这样的结

构。结构如下：

在 SoapUI里，所有的测试都需要由上面的结构进行管理，这使用例的重用更简单，你

可以克隆或复制测试，同样也可以很方便地生成负载测试用例，且易于管理。如果将一个请

“求添加到一个测试用例中，这当然也很简单，只需要右键单击请求，选择 Add to TestCase”

即可。

6.3.命名建议

我们已经了解到使 SoapUI定义的测试结构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

测试的可读性。当你创建一个新的测试集时，SoapUI会提供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在某

此情况下这是很方便的，但当你想创建大量的测试集时，让 SoapUI命名一个测试集如

“TestSuite 3” “或 TestSuite 349”可能在刚开始时，你还能记住每个用例是做什么内容，但三

“个月后呢？一年后呢，也许你早已经忘记 TestSuite 349”这个用例集是测什么的了。

为此，还不如花一些额外的时间去定义好你的测试集的名字，从名字就能知道他在测

“试什么内容，如 TS01 ”校验客户姓名 。当然测试用例、测试步骤的命名也应遵循易懂的规范

SoapUI关于标题长度的限制，基本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可以很长，长到足以让你清楚地

描述你所想要的测试名称。

测试集 TestSuite

测试用例 TestCase

测试步骤 TestStep



6.4.共享操作管理-SVN

创建完一个项目，在保存时，一般会被默认保存为一个 XML文件，而这个文件包含

接口、测试、模拟服务、脚本等所有的信息。如果项目不包含任何外部文件的引用，那么它的

项目文件是可以很方便地进行传递。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项目需要用 SoapUI来进行测试，

那么就会有多个测试人员同时进行编写用例的操作，除了通过 SVN来进行项目脚本的同步

外，当一个测试人员在进行用例编写时，由于是对同一个文件进行操作，那么另外一个测

试人员就必须等待这个测试人员写完才能开始进行另一个模块的编写，否则在代码合并的

时候对于单一的一个文件势必会有很多代码冲突而不利于维护。

为了解决上面所说的场景，SoapUI Pro添加了一个 Composite Project的属性来解决这

个问题：

将 Composite Project 属性值从 false 改为 true，然后保存项目，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SoapUI帮我们把项目保存成为如下形式：

<项目的文件夹>

    * settings.xml – 项目级别的配置文件

    * element.order – 保存项目所有测试集执行顺序的文件

    * reports folder – 包含自定义的报告和子报告

    * <测试集对应的文件夹> - 每个测试集会有一个独立的文件夹

        o settings.xml – 测试集的配置文件

        o element.order – 保存测试集中所有测试用例执行顺序的文件

        o <测试用例对应的 xml文件> - 每个测试用例会有一个独立的 XML文件，包含

测试用例和其相关的配置，测试步骤和负载测试

    * <MockService对应的文件夹> - 每个MockService会有一个独立的文件夹

        o settings.xml – MockService的配置文件夹

        o <模拟操作对应的XML文件> - 包含所有的配置和模拟响应

    * <WSDL接口对应的文件夹> - 每个WSDL接口会有一个独立的文件夹

        o settings.xml – 接口的配置文件夹

        o <操作对应的 xml文件>  - 包含所有的配置和操作发出的请求



“例如，将例子 Sample Project”这个项目，设置 Composite Project属性为 true后，文件

的层级关系显示如下图：

经过这样的转换，我们就可以通过 SVN来管理测试代码的版本了，每个测试人员可根

据实际分配到的模块并行地编写测试代码，编写完成后提交到服务器，其它测试人员可以

通过 SVN同步最新的代码到本地磁盘，然后在 SoapUI中通过右击项目名称，选择弹出菜

单项：Refresh Composite Project来完成代码从本地磁盘更新到 SoapUI编辑器这一过程：

如果希望在之后，将项目可以简单快速地又重新合并为一个 XML文件，那么可以设



置 File-Preferences-WSDL Settings，勾选属性 Pretty Print Project Files（但这会增加项目文件

的大小）。

6.5.属性操作

属性是 SoapUI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因为有关属性的定义和操作尤为重要。我们可

以在以下列出的范围中自定义属性值：
 在项目、测试集、测试用例范围中，可以通过相应的属性标签页来添加属性

 在 Properties测试步骤中



 在DataGen测试步骤中
 以下两个测试步骤中的配置：

 在DataSource测试步骤中，执行数据驱动测试的场景
 在DataSink测试步骤中，将属性值保存到一个外部存储介质的场景

进一步，大部分的测试步骤也提供了一些属性可用来读写，如：
 Script测试步骤提供了一个名为 Result的属性，它的内容为最后一次执行该脚本所

得到的值，且脚本中提供了一些方法用来读写属性，如测试集定义了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代码访问该属性值：
// get username property from TestSuite
def username=testRunner.testCase.testSuite.getPropertyValue( "Username" )

也可以通过下面的代码改变该属性值：
// write the username to the HTTP Request
testRunner.testCase.testSteps["HTTP Request"].setPropertyValue( "Username", username )

 所有的 Request步骤都提供了一个 Response属性，它的内容为最后一次接收到的

响应报文

在 SoapUI中继断言之后最为经常使用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属性传递操作，最常使用的场

景是：你希望将响应报文中的值传递给另一个请求，举个例子，你登录完之后会获得一个

sessionID  ， 在这之后的一系列请求都必须用到这个 sessionID，SoapUI提供了两种方式让

“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属性传递（ Property Transfer” “）和（ Property expansion”) ，这两种

方式使用中有一些差别，这里先介绍使用方式。在 SoapUI Pro版本中使用这个功能是相当

简单的，在 SoapUI开源版本中使用这个功能会稍难一些，接下来我们将来学习怎么来使用

它。

“下面是之前例子的快照，看一下是如何来完成属性传递（ Property Transfer”）操作的。



1、 首先需要有一个 Property Transfer测试步骤，直接打开例子中的上图所示的步

聚 进 行 分 析 ， 通 过 左 边 栏 的 按 钮 ， 添 加 属 性 名 称 ， 例 中 为

“TransferUser”，TransferUser表示将右边栏上半部分 Source中返回的值传递给

Target中指定的元素。

2、 Source中表示来源是使用了属性步聚：Properties: Username and Password中的

属性Username。

3、 Target中表示目标是传递给测试步骤：Test Request: login中的请求：Reuest，

并且下面的编辑框中明确了传递的元素，而传递的元素可直接使用上图中圆圈

3 “的按钮点击弹出的 Select Target XPath”对话框选择得到。

这样，通过上面的 3个步骤就完成了一次属性的传递。

“而 Property Expansion”的使用过程则更为简单，少了一个 Property Transfer测试步骤，

直接在请求测试步骤：Test Request: logout中的入参 sessionid填入所需要元素的 XPath地址

如下：

1、点击上面方框中的小按钮 ，通过 Get Data..选择数据来源测试步聚 Step 3，再选



择该测试步骤的 Response属性：

2、 “之后页面会弹出 Select XPath”步骤，点击？所在的区域，页面下方会出现该元素

的位置，点击OK即可。

经过上面的介绍，对这两个操作的使用应该都可以清楚了，笔者认为这两个操作的使

“用场景是有区别的， Property Expansion”比较方便，适用于当一个变量会在之后很多个测

“试步骤中使用时，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加快捷，但可读性差一些，而 Property Transfer”需要

先定义一个测试步骤，再为每个传递定义一次变量，并做完上面的 3步操作，但相应可读

性强一些。

6.6.接口变化

接口的变化，相信做过接口测试的人都会遇到，接口测试环境迁移了，接口的出入参

变化了等等，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都需要去修改代码中相应的配置文件，去修改代码中

接口的调用和返回等。针对这样的情况，SoapUI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地址改变

1、给项目定义一个属性，用来存放服务的地址（在开始编写用例时，就需要进行设



置，这里推荐第一种方式）：

2、 “双击项目名称，打开项目概要窗口，切换到 Service Endpoints”标签页，配置属性

的值（使用 property-expansion的方式）：

3、确保请求中的URL地址是正确的，则之后创建的请求都会指向上图所配置的地址：

4、如果在项目进行到一定阶段了，发现接口地址有变化，可以打开接口（接口的图

标为 “）下方的请求，通过使用 edit current”选项，直接编辑当前的接口地址。

入参改变



1、 “右键单击接口名称，选择弹出的右键菜单 Refactor Definition”选项：

2、下一步，确定 URL是所测试的服务接口地址，根据个人需要勾选下面的两个选项，

一般建议都勾选：

3、 “在 Refactor Definition”配置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WSDL中有几个接口，通

过左边栏，选择接口，查看是否有参数的变化，下图中右边上半区域分为两块内

“容，一块为 Old Schema” “，列出旧接口的入参，另一块为 New Schema”，会列出

新接口的入参，我们可以根据需要重新进行配置：



4、下图，当方法名称变了，可以通过配置下面的步骤快速地迁移测试用例，（单击

旧的方法名拖动到新的方法名即可完成连线操作）：

5、下图，我们将原接口的入参 arg2中的值赋给入参 arg3（操作上，只要将鼠标点选

旧参数，再拖动到新参数即可完成连线操作），而新接口的入参 arg2，我们可以

“使用 Set Value”快速地给接口指定一个默认指，确定后，SoapUI会帮我们把所有

原来已经设计好的测试用例，将本来是 arg2的值赋给 arg3，将 arg2的值设置为下

图所设置的值，快速地帮我们重建测试用例的入参：



出参改变

1、对于出参的变化，笔者建议使用下面的方式进行处理，首先，给测试用例的请求

“加上一个 Schema Compliance”断言，如果返回的出参结果与之前的定义不一致时，

这个断言会失败，当这个断言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就清楚是由于出参发生

了变化。

2、当出参发生变化时，我们不需要像入参改变时，做重新映射的步骤，只需要右键

“单击接口名称，选择弹出菜单中的选项 Update Definition”，更新一下WSDL即可

这时再运行一下请求，断言可以通过。

6.7.数据库操作

在项目中提供了一个用来配置 JDBC数据库连接的选项，因此你可以在测试中使用

JDBC数据源，JDBC数据接收器（JDBC DataSink）和 JDBC请求步聚。为了能够配置数据

连接，就必须有驱动程序和连接串，可通过菜单 File-Preferences-JDBC Drivers Properties配

置，里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连接串模板，你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新的连接串。一般较为经常使

用的数据库主要是：ORACLE和MYSQL两种数据库，驱动程序分别为：ojdbc14.jar和

mysql-connector-java-5.1.13-bin.jar，在使用 JDBC 前需要先把驱动程序放到指定位置：

“D:\Program Files\eviware\soapUI-Pro-3.6\lib\”文件夹下。



驱动程序放好后，须重启 SoapUI后方可使用。接下来，我们通过双击项目名打开项目

“概要信息，切换到 JDBC Connections”标签页，通过 新增数据源，如下图，我们创建了

一个Mysql的数据源，填入用户名、密码、数据库，再使用 测试数据源是否可连接，连接

测试成功则返回成功提示。

创建完数据源后，页面会提示是否要生成 SQL语句，确定后进入 SQL配置页面：



在上图的Main窗口，右键点击空白区域弹出菜单，或添加对象、表、添加或复制连接操

作等。
 表连接：当两个对象（表）会使用一个外键进行关连时，需要添加一个连接关系，

可通过单击其中一个对象的字段，拖拽到另一个对象的字段上，即可完成连接操

作，右击连接，可以进行相应的设置。



同时该窗口也提供了以下的功能：
 设置对象的别名
 选择输出字段
 排序
 定义查询条件
 定义 group by字段
 插入子查询：可定义一个子查询作为某字段的查询条件

窗口底部包含两个标签页：
 SQL preview：可以查看由上面的图表连接所生成的 SQL，可以添加属性用来作为

SQL语句的条件。
 Result preview：显示了当前 SQL的查询结果。

6.8.数据文件操作

数据文件的操作在测试中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将测试数据（输入、



预期输出等）存储到一些外部文件（数据库、Execl、XML文件等）上，然后在测试中反复

地使用这些数据来运行测试用例。例如，需要测试一个用户查询信息的服务，我们有用户的

名单，这些名单存储在数据库或外部文件上，这时你就需要使用这些数据做为接口的入参

来测试接口的功能。

在 SoapUI Pro “版本，创建一个数据驱动的测试脚本是非常容易的， DataSource”测试

步骤可以用来将外部测试数据（数据库、Execl、XML文件等）读入到 SoapUI的标准属性中

“且这些数据在后续的请求中可以通过 Property-Transfers” “或 Property-Expansions”的方式直

“接使用，然后通过一个 DataSource Loop” “测试步骤来循环地读取数据源 DataSource”的值，

并执行相应的测试步骤。在本节中，我们主要介绍数据文件的读写操作。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 Execl文件，里面需要有对应的数据内容：

“创建一个 DataSource” “步聚，下拉框中选择 Execl”（根据要导入的 Execl中的列数，需

“要配置相应的属性个数），在下拉框中选择 Excel” “，使用 Browse”选择 Execl文件，设置

Cell（Execl中第一个数据的位置），点击 “执行测试读取数据源操作，查看在底部 Data 

Log”区域是否返回数据：

下面将不再详细介绍各种数据源的创建过程，直接贴出图以供大家参考，下图为

Groovy的方式：



下图为XML的方式：

下图为外部文件（txt）的方式：



6.9.循环入参

通过上一节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使用循环读取数据源时，主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DataSource”步骤

读取外部文件的数据，并赋给属性，首先，我们创建一个空的测试用例，然后添加一

“个 DataSource” “步骤，从下拉框中选择 Grid”的数据源形式（这种形式的数据源，可直接在

SoapUI中添加数据，无须从外部文件中读取）：

接下来我们添加了 3个属性到数据源中：To，From，Rate，通过 按钮添加：

当我们添加一个属性时，对应的右边区域会显示网格状的数据，之后，我们可以直接

在上面添加数据，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数据源的创建过程：

TestSteps（可有任意个）

通过读取 1中的属性，作为服务接口测试步骤的入参。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请求到用例中，

用来访问所要测试的服务接口，选择创建 SOAP请求，然后选择我们所要测试的方法，点

“击 OK”后，创建成功：



请求被添加到用例中后，我们需要打开请求，给请求填入参值，入参中我们设置它是

“从 DataSource”步骤读取：

“选择好两个入参好，我们还需要添加 XPath Match”断言，确认服务接口所返回的汇率

是正确的：

“在弹出的配置窗口中，我们选择了节点 web:ConversionRateResponse”，即我们所关心

的汇率值：



在选择好要校验的元素后，我们还需要配置校验的内容，此处，我们的预期值是前

“DataSource” “步骤的 Rate”属性，因此配置后的界面如下：

“DataSource Loop”

“从 DataSource”一次读取一行数据，循环执行上面所创建的测试步骤，循环次数由

“DataSource” “中的数据行数决定。通过上面的配置，我们的请求入参读取了 DataSource”中

“的属性 To” “， From” “，而断言的判断值使用了 Rate” “，所缺的只有一个 DataSource Loop”

步骤。

“添加一个 DataSource Loop” “步骤，设置 DataSource Step” “和 Target Step”的值，分别表

示要使用哪个数据源进行循环，读取数据后要执行哪个测试步骤（只有加了这个步骤，才

能循环地取到所有的测试数据，否则永远只能读到第一行）：



在所有的测试步骤都设计完成后，我们执行测试用例并观察结果：

6.10. 流程控制

测试用例在执行时是按顺序执行测试步骤的，但有很多情况下，我们是需要通过返回

的结果进行判断后，使用循环或分支执行某些测试步骤的，SoapUI提供了三种方式让我们

可以完成这样的需求：

—“测试步骤 Conditional Goto”



“这个步骤让我们可以在设计测试用例时，使用分支的形式，它可以在 Condition XPath 

Expression”区域中使用一些 XPath表达式来判断最近一次响应的报文中的某些字段值，如

果 XPath “表达式返回 TRUE” “，那么 Condition Goto”测试步骤会转去执行指定的目标测试

步骤。

左上部分包含了定义条件变量的按钮： “，在创建好条件变量后， Condition XPath 

Expression”区域即可编辑，底部 log区域会打印执行日志。首先，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条件变

量：

“点击 OK”，然后通过XPath向导按钮，选择我们所要检查的节点：



弹出的结果报文是最后一次响应所接收到的报文，上图是一个 SOAP请求的响应，可

以很方便地直接选择 sessionid节点进行校验，选择完毕后，点击OK回到主编辑窗口：

“如上图所显示，我们还需要对 Condition XPath Expression”区域的内容进行改造，使其

变成一个XPath表达式判断语句，添加 exists表达式，然后点击 执行按钮。



“Log”区域显示的日志，表示条件已经被成功触发。

—“测试步骤 Script”

“Script”步骤也提供了控制测试用例流程的功能，允许你可以跳转到测试用例中的任意

步骤，或直接执行测试步骤，它主要使用了两个方法：

1、 testRunner.gotoTestStepByName( "nameofteststep" )这个方法将流程转到指定的测试

步骤中，但必须等当前的脚本执行完毕，不会立即转去执行脚本中指定测试步骤：
if( Math.random() > 0.5 )

testRunner.gotoTestStepByName( "Request 1")

else

testRunner.gotoTestStepByName( "Request 2")

//do domething else

……

2、 testRunner.runTestStepByName( "nameofteststep" )会执行指定的测试步骤，见例子：
if( Math.random() > 0.5 )

testRunner.runTestStepByName( "Request 1")

else

testRunner.runTestStepByName( "Request 2")

//do domething else

……

这个脚本会先去执行指定的测试用例，在执行完毕后，会继续执行脚本中的内容。下面

是一个循环的脚本，它会执行十次随机的请求后，才执行之后的脚本，这里使用

“gotoTestStepByName”也会有同样的结果：
// run ten random requests
for( i in 1..10 )

｛

if( Math.random() > 0.5 )

        testRunner.runTestStepByName( "Request 1")

   else

        testRunner.runTestStepByName( "Request 2")

｝

//do domething else

……

—“测试步骤 DataSource Loop”



“这个步骤与 DataSource”测试步骤绑定，主要用在数据驱动测试的场景中，此处不展

开，可参考上一节内容。

6.11. 脚本处理

编写脚本是 SoapUI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它允许你可以根据你的特定需求去定制你的测

“试执行，这些脚本都能访问 context”相关的变量和一个日志对象。

在 SoapUI “中 Script”步骤是非常有用的，JRE, soapUI 等相关的API都可以被使用，创

“建一个 Script”步骤：

顶部的 按钮用来执行当前的脚本，底部的 Log显示脚本执行时打印的日志，正如最

上面所列的提示，我们可以在脚本中直接使用三个变量：

testRunner

testCaseRunner对象，是访问项目中变量、结果等的入口，是用来执行测试用例的对象，

在测试用例中循环地执行各个测试步骤。它提供了相关的测试执行方法和对象（测试用例的

属性），最普通的使用场景如下：

1. 使用 testRunner.testCase可以访问和操作项目中所有的对象。

2. 使用 testRunner.fail(...) (or testRunner.cancel)中止正在运行时，发生错误的测试用例。

3. 使用 testRunner.gotoStepByName(...)或 testRunning.runTestStepByName( ... )来跳转到测

试用例中的其它测试步骤。

context

TestCaseRunContext对象，具有上下文相关的属性，主要使用在存储值，以用在后续

或相关的脚本中，如： context.myProperty = "Hello"，将会在上下文中创建一个名为

“ myProperty”且被赋值为 "Hello"的属性，在随后的测试脚本中，你可以通过

log.info( context.myProperty )进行访问。经常使用在循环上，主要是通过保存相应的计数器

等来控制测试步骤的执行。

log

一个标准的 log4j日志对象。



下图是一个 groovy脚本编写的测试步骤：

6.12. 数据初始化-清理

“在项目、测试集、测试用例中都可以使用初始化 Setup” “和清理 TearDown”脚本，在打开

“项目、测试集、测试用例时，都可以看到 Setup” “和 TearDown”脚本的编辑器，可以直接在编

辑器里编辑脚本：



通过脚本名称，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脚本会在用例、测试集或项目运行前（Setup）

和运行后（TearDown）执行，它们主要使用在测试的准备和测试后数据的清理（如关闭资

源、创建报告等），接下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在 Setup脚本中创建一个 JDBC连

接，并保存到上下文中，测试脚本中使用了 connection去执行一些与数据库访问的操作，

最后由 TearDown脚本来关闭数据库连接，这对我们是非常方便的。

Setup脚本如下（使用GroovyUtilsPro类来创建一个项目级别的 JDBC连接）：

测试步骤中使用 script类型来创建，使用上面创建的连接执行数据库操作：

最后通过 TearDown脚本来关闭数据库连接：

完成之后，我们执行整个测试用例：



6.13. 断言操作

在 SoapUI的测试中我们会发现基本上每个步骤都会包含断言。没有断言的话你如何能

确认你的测试执行是正确的？断言是为了检查你的接收是否如你所愿，所以简单地讲，当

“ ”你做一个手工的测试并查看响应，如要确认返回一个名字，那么你就是在 断言 那个名字。

换句话说，手工的测试包含手工的断言。

创建一个断言，可以先进入请求/响应编辑器中（只有测试用例中的请求才能插入断言，

一般的接口请求是不能创建断言的），通过点击断言标签 ，进入断言信

息框中，之后可以通过点击添加按钮创建一个新的断言。



在上图所示的快照中，你可以看到 3个断言，其中有 2个断言通过，而最后一个失败。

在断言窗口上部的工具栏中，提供了添加、配置、删除、移动和复制断言的功能，右键单击断

言窗口时，弹出的右键菜单也同样提供了这些功能。当双击创建好的断言时，会弹出该断言

的配置窗口。创建断言时，页面出弹出断言的类型以供选择：

SoapUI提供了大量的验证接收报文的断言，一些断言是专门为某些指定的测试步骤所

使用，也有一些是为所有测试步骤所通用，这些通用的断言主要有：

Contains

检查指定的字符串是否存在。这个断言检查一些文本内容是否包含在接收到的响应报文

中，它的配置对话框如下，下图中我们看到，检查的文本中是可以包含正则表达式的，在

“这里还可以支持 Property-Expansion”的验证。

关于能够支持的正则表达式的结构可详见：

http://www.jdocs.com/javase/7.b12/java/util/regex/Pattern.html



Not Contains

检查指定的字符串是否不存在。与 Contains断言相反，这是一个检查不存在某文本串的

“断言，配置窗口如下，检查响应报文中不能存在 Error”，忽略大小写匹配：

Reponse SLA

检查响应时间是否在指定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那么断言会失败，配

置页面非常简单，只需要填入数字即可，单位是毫秒：

“填入的值可支持 Property-Expansion”的形式，允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变量来控制该值。

SoapUI将接收到的响应报文在内部直接转换为 XML，因为能够引入 XQuery和 XPath

这两种非常方便的断言方式，接下来主要是介绍这两种断言方式。

XPath Match

比较XPath表达式所指定位置上的元素是否与预期值符合。如果值匹配则断言通过，否

则失败，让我们看前面的例子中，所要验证的 login接口返回的响应报文：



实际上，我们只需要验证 loginResponse中的结果 sessionid这个元素的值，且它在每次

“请求时值的内容都会发生变化。通过点击添加断言按钮，选择 XPath Match”类型的断言：

“点击 OK”后，一个空白的尚未配置的对话框将被打开：

对话框被分为两个区域，上面的部分填写 XPath表达式，下面的部分填写预期的结果

值。下一步从 loginResponse中选择所要验证的元素，通过 按钮可以直接查看结果报文的

结构，直接选择所要关注的元素，SoapUI会自动帮你填充XPath表达式到上面的区域中：



“通过上面填充完上面区域的内容后，再点击下面区域 Select from current”可以直接帮

我们把最后一次的响应报文中对应的上面区域的XPath位置上的值直接选择出来：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断言，在后续的新请求中，都会将 XPath表达式所指定

位置的值与预期的结果值进行匹配，如果值不匹配，那么断言就会失败。

很显然，上面有个问题，由于每次请求 sessionid的值都会变化，因此按照上面设置的

“预期结果，断言将会失败，因此我们选择了 Allow Wildcard”允许通配符的模式进行设置：



要匹配任何元素都可以，只要设置的XPath路径正确即可。

XQuery match

比较通过 XQuery表达式提取的结果是否与预期值符合。XQuery断言的工作机制与

XPath相似，惟一与XPath不同的是XQuery是使用XQuery的表达式来选择 XML进行验证，

对于复杂的验证有一定的明显优势：1、可以选择所需要的节点并将其合并到同一个 XML

结果中，使得断言更易于管理，2、结果中的元素可以排序这一特性允许你创建一个不依赖

于元素顺序的断言等。

我们需要对下图所示的结果报文进行校验：

我们一般只能验证里面的元素值，如想验证所有的 price，按照之前所了解的内容，只

能关注于验证每个 price是否存在，但是无法按顺序得到值，而XQuery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区域中的 XQuery表达式选择了所有的值，按照 id排序，并把它们抽取到一个临

时的XML “结果中，通过 Select from current”得到表达式处理后的响应。

Script

执行特定的脚本来验证接收的报文，包含接收报文的内容，HTTP报文头等。在项目中

的验证脚本是使用 groovy或 javascript脚本语言进行编写的，添加 script脚本断言到你的测

试步骤中：

“点击 OK”后会打开一个配置对话框：



上面区域是一个标准的 SoapUI脚本编辑器，按钮 是用来验证最后一次接收到的响应

报文，并通过一个弹出窗口来显示结果，底部区域显示了脚本对应的日志输出信息 。

messageExchange这个对象提供了最后一次请求/结果的很多属性，供 script编写脚本时使用。

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1、验证响应报文中HTTP报文头的内容：
// check for the amazon id header
assert messageExchange.responseHeaders["x-amz-id-1"] != null

2、验证响应时间：
// check that response time is less than 400 ms
assert messageExchange.timeTaken < 400

3、验证响应报文中的节点：
// check that we received 2 attachments
assert messageExchange.responseAttachments.length == 2

4、验证指定的XML元素在响应报文中：
// check for RequestId element in response
def holder = new XmlHolder( messageExchange.responseContentAsXml )

assert holder["//ns1:RequestId"] != null

另外还有一种添加 script脚本验证响应报文的方式：

“选择 for Existance with Script”，SoapUI将直接帮我们创建好下面的验证脚本：



点击 按钮，页面返回验证结果信息：

为方便某些测试步骤断言的使用，SoapUI也提供了专门用于这些类型上的断言，这里

主要介绍常用的类型：

SOAP形式的测试步骤

Schema Compliance：根据WSDL所定义的内容验证响应报文和包含的XML模式。

SOAP Response：验证响应报文是一个有效的 SOAP响应。

SOAP Fault：检查响应报文包含 SOAP异常。

Not SOAP Fault：检查响应报文没有包含 SOAP异常。

JDBC形式的测试步骤

JDBC Timeout：验证从目标数据库接收到结果数据的时间是否在指定值内。

JDBC Status：验证没有 JDBC相关的错误发生。

MockResponse形式的测试步骤

Schema Compliance：根据WSDL所定义的内容验证响应报文和包含的XML模式。

SOAP Request：验证请求报文是一个有效的 SOAP请求。

6.14. 定时保存

SoapUI中提供了一个可以自动保存项目变更的功能，它是通过 File-Preferences-UI 

Settings进行设置的。自动保存时间间隔的单位是分，当配置此参数时，他将会自动地保存

所有开起来的项目。



6.15. 响应报文

当你执行完一个测试用例时，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观察测试结果日志：TestCase Log，如

果是在测试集中执行测试用例，则可通过：TestSuite Log查看。

直接点击上图的每个测试步骤，可直接弹出实际的请求报文、响应结果、属性等信息，

当在执行测试失败时，这对于排查问题是很方便的。



6.16. 日志查询

SoapUI的日志通常能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使用日志去查看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一个好

了解方式。让我们来看一个很普遍的例子，你发送了一个请求，但没有从 SoapUI的响应窗

口中得到任何响应信息。SoapUI中的大量日志能够告诉你错误的原因，你可以创建一个

HTTP测试，URL使用：http://www.ghiklj.com，然后发送一个请求，你将不会收到任何响

应，但你如果看日志，你将看到如下报错：

上图是在错误日志的一个异常信息，这并不代表 SoapUI发生错误，通过仔细观察上面

的日志，你将会很快意识到是因为你所输入的 URL地址不存在所导致，所以通过读日志能

够帮助我们快速地发现问题。

6.17. 导入和检查项目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项目文件，你可以通过 Import Project”选项轻松地导入到你的工作

空间中。在导入后，SoapUI会做一个检查，来确认所有必须的外部依赖文件是否可用（这

“个过程称为 resolving” “），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错误，将会弹出一个 Resolve”对话框显

示错误的内容，并提供修改的选项。

http://www.ghiklj.com/


在上图例子中，两个属性文件丢失了，你可以通过下拉框来选择正确的文件，当你设

“置好外部文件后，则可以通过点击 OK”进行保存即可。

如果需要手动地进行检查，则可以使用右键单点击项目名，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

“择 Resolve”选项，进行人工促发检查。

SoapUI允许你通过 HTTP协议导入项目文件，发布项目是很简单的，文章中下一节有

“提到可参考。使用这种方式，其它人可以很随意地导入项目文件。选择 File”菜单中的

“Import Remote Project”选项可以通过指定的URL导入项目文件，导入的方便程度就像在直

接使用本地文件导入一样。因为无法重新将更新保存到 URL网页上，所以任何改变均只被

保存在本地。

6.18. 发布测试报告

SoapUI提供了三个类型的报告，分别可以在项目、测试集、测试用例和负载测试中产生

1、可打印的报告：可以被打印或保存成 PDF，HTML，Word，RTF，Execl等，允许

你创建和定义任意形式的报告。

2、数据导出：可以导出报表数据到 XML或 csv格式的文件，如果你需要将测试数据

导入到其它工具中，形成自定义的报告，那么这将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3、HTML报告：将简单的功能测试结果概要信息输出到 HTML形式上（在负载测试

中不产生）

打开项目、测试集、测试用例和负载测试窗口，一般可以看到生成报告的按钮 ：



“在测试运行完后，点击生成报告按钮，会弹出 Create Report”对话框，在 Format中可

以选择生成哪种格式的报告：

点击 OK后，生成报告，根据 Format设置格式的不同，生成的报告内容显示的样式有

所差别，下图是使用 Project Report的格式生成的报告：



点击 图标，会弹出打印的格式，以供选择：

如果使用第二种格式 Junit-Style HTML report格式生成，可直接由浏览器打开，查看结

果：



最后一种则可直接导出成文件，供其它工具导入分析测试结果：

6.19. 加密项目

单击项目名称，在左边栏下半部分的项目属性标签页中，有一个名称为： Project 

Password的属性，设置该数据的值，可以让你加密整个项目，不仅加密了 XML文件，而

且在 SoapUI中要访问时还需要输入密码：



当打开 SoapUI，要访问有设置密码的项目时，项目会要求你输入密码，输入正确的密

码，即可打开项目进行编辑。

如果想移除密码只需要清空 Project Password的值并保存项目即可。一定要记住密码，

否则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寻回被加密了的项目。

4. —完整的应用 待补充

（待后续补充，会根据实际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提练通用的方法）

5. 测试工具的简单对比

使用 LoadRunner提供的Webservice协议对同一个接口进行性能测试。
 不加校验的脚本（脚本名称：LR_1 ）如下：

//@oolong    11/8/2010
Action()

{

    lr_start_transaction("here_start");

web_service_call( "StepName=test1_101",

"SOAPMethod=RequestJaxRPCService.RequestJaxRPC.test1",



"ResponseParam=response",

"WSDL=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RequestService.wsdl",

"UseWSDLCopy=1",

"Snapshot=t1264818214.inf",

BEGIN_ARGUMENTS,

"xml:sss=<sss><string></string></sss>",

"id=aff",

END_ARGUMENTS,

BEGIN_RESULT,

END_RESULT,

LAST);

lr_end_transaction("here_start", LR_AUTO);

return 0;

}

 加了校验的脚本（脚本名称：LR_2 ）如下，下面的脚本对返回的结果进行校验，

类似 SoapUI里提供的断言：
//@oolong    11/8/2010
Action()

{

char com[] = "123"; 

   lr_start_transaction("here_start");

web_service_call("StepName=test1_101",

"SOAPMethod=RequestJaxRPCService.RequestJaxRPC.test1",

"ResponseParam=response",

"WSDL=C:/Documents and Settings/Owner/桌面/RequestService.wsdl",

"UseWSDLCopy=1",

"Snapshot=t1264818214.inf",

BEGIN_ARGUMENTS,

"xml:sss=<sss><string></string></sss>",

"id=aff",

END_ARGUMENTS,

BEGIN_RESULT,

        "test1Return[1]=Param_result",

END_RESULT,

LAST);

if(strcmp(lr_eval_string("{Param_result}"),com)==0)

{

lr_end_transaction("here_start", LR_AUTO);

lr_vuser_status_message("成功");

}

else

{

lr_end_transaction("here_start", LR_FAIL);

       lr_error_message(lr_eval_string("{Param_result}"));



}

return 0;

}

 负载测试的场景与 SoapUI的场景一致：100用户并发，持续运行 10分钟，没有

设置思考时间。对 LR_2脚本进行性能测试后，发现响应时间比使用 SoapUI进行

测试的响应时间长，因此把校验过程注释掉，使用 LR_1又进行了一次负载测试。
 LR可以提供的结果分析图表较多，以下列出几个示意图：

TPS图如下：

平均事务响应时间如下：



可以看到由 LR得到的结果，图表丰富，数据完整，提供了更好、更直观的说明作用。
 比较上面的负载测试结果数据

脚本名称 平均响应时间 总事务数 TPS
SoapUI脚本 291.45MS 205856 339.04
LR_1 0.491S 120646 194.898
LR_2 0.606S 96636 159.464

由上表及图表，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SoapUI是专门针对 webservice接口的测试工具，在对同一个 webservice接口进行

测试时，SoapUI表现出来的性能更优越，更真实、更接近地反映接口的性能指标。
 SoapUI在发送请求时，是直接以组装好的 soap报文进行发送，而 LR是使用

web_service_call方法，从方法传入相应的参数，由 LR组装为 soap报文后，再发

往接口进行调用，因此 LR在组装报文时，会有相应时间的耗费。LR脚本中创建

的事务，就包含了这段组装报文的时间，因此响应时间会比 SoapUI的响应时间更

长。LR与 SoapUI的差别应该还有更多，在此我尚未研究的更深入。
 对于 LR，在测试中若增加对返回结果的校验，也会耗费一定的时间，从上面的数

据可以看出，时间差大约 0.12s左右，这也与校验中使用的方法有关系，如果方法

高效的话，这个时间差也将更少。
 SoapUI提供的结果数据的分析不如 LR那么详细与全面，但对于接口级的测试已

足够。

目前webservice接口有多种语言可以实现，除了 JAVA、C++，当前还有遇到WCF，这

类接口生成的WSDL，LR是无法直接读到接口的入参与出参，读取时直接失败，抛出异常，

暂找不到解决方法。而使用 SoapUI，笔者已经测试过，可支持 java、c++，wcf编写的

webservice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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