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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编写 自动化测试用例时，消息交互流程的逻辑代码是测试中必不可少的关注点，同时消息接 口及其上所 

携带的消息内容也是测试主要关注点。本文介绍了一种针对消息交互的测试用例编写实现方式，可以较好的改善同 

类用例的可读性。从而使得用例的编写和维护变得简单、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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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自动化测试是在指在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 

的完成一系列测试，因此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测试的工 

作效率，从而保证软件的代码质量【l】。根据测试的执 

行和校验方式，自动化测试分为系统测试，功能测试， 

单元测试三类【l1。一般情况下，功能测试工具【 】在编写 

测试用例时，面对消息交互流程的测试方法都是将消 

息构造逻辑、接口校验逻辑与消息统一检查，这样使 

得用例的可读性差，同时也在相似的消息处理上以及 

在一次消息交互流程内导致了很多冗余代码，使得 自 

动化测试用例的开发维护成本较高，影响了自动化测 

试的高效性[4】。 

2解决思路 

要解决背景介绍 中提到的功能测试的用例编写问 

题，就需要使测试用例能清晰表现出每个消息流。 

为了满足上述要求，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消息发送 

源和消息接收的目标，主要就是通过模拟外围交互的虚 

拟子系统构造消息原，并发给真实被测目标系统。然后 

确定功能测试用例的编写机制，本方法是提前将消息的 

处理进行注册，对每一步消息流程都注册一个流程执行 

接口用于匹配是否为期望消息和是否要继续执行，以及 

一

个消息处理接口用于构造消息或校验消息)，并使真 

实模块和虚拟模块间能够按照注册的消息流程和接口 

顺序执行。最后校验被测系统的消息输出是否正确来完 

成自动化测试，其流程如图 1所示。 

． 图 1基于消息交互的测试用例编写流程 

该解决思路使得依赖用例的消息构造代码逻辑、接 

口校验逻辑与消息流程得到了有效分离，用例的目的就 

变得明确易读。 

3实现要点 

本文所述方法的测试用例编写代码如下： 

_ TEST(Admit) 

{ 

adopter<<submitter 

with(admitReq))； 

adopter>>submitter 

with(admitRsp))； 

adopter<<submitter 

with(admitAck))； 

) 

(expects(ADMIT_RSP)， 

(expects(ADMI￡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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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用例的功能是一个请求．响应的三次消息的 

交互： 

(1)submitter向adopter(参考箭头的方向)发送 

了 ADMIT 请求消息。其中，消息接口的内容通
．REQ 

过admitReq类来进行构造。 

(2)submitter期待 adopter向submitter回应一个 

AD MIT RSP响应消息。其中，消息接口内容的校验是 

通过admitRsp类来进行的。 

(3)submitter向adopter发送了AD MIT ACK确 

认消息。其中，消息接口内容通过 admitAck类来进行 

构造。 

3．1真实模块与虚拟模块 

一

般情况下，测试过程可以将被测子系统作为真实 

模块，而将其他外围交互的子系统都作为虚拟模块。这 

样只需画出真实模块与虚拟模块之间的消息交互流程， 

就可以完成测试用例的编写。 

基于以上原则，用例中的真实模块与虚拟模块可以 

转化为如下代码： 

SimuProcesssubmitter； 

ECTS
_
MSG)； 

3．2消息处理的注册机制 

为了在注册中将消息的流程执行和消息本身的构 

造与校验分离开来，本方法有效的将消息构造和校验封 

装成了一个 TestObj对象，而将消息流程的执行封装成 

了TestAct对象。同时定义了一个的位置指示pos来记 

录当前消息流程执行到了哪一个环节。代码如下所示： 

std：：vector<TestObj >object_container； 

std：：vector<TestAct >action container； 

intpos； 

3．3构造消息的处理 

一

个消息构造的过程就是模拟虚拟模块给真实模 

块发送一个消息过程。注册消息构造的具体代码如下： 

RealProeesseonstoperator<<(TestProcess&rhs) 

{ 

TestObject simuObj=InteractionManager：：getInst 

ance0．getCurrentObject0； 

FlDIbg(”％s receive msg ％sII1， 

GetProcName(procType)， 

GetMsgNameByProc(procType， 

simuObj一>getMsgIdO))； 

InteractionManager：：getlnstanceO．appendAction(new 

MsgReply(procType))； 

return this； 

) 

从以上代码可以看出，消息构造的核心就是注册了 

一

个MsgReply的对象，该对象主要就是调用消息构造 

接口完成消息的构造，并将构造好的消息发送给指定的 

真实模块。由于消息构造是从虚拟模块发给真实模块， 

因此消息流程在执行时，不需要其他行为驱动就可以直 

接发送。 

3．4校验消息的处理 

一 个消息校验的过程就是当真实模块按测试流程 

处理完毕，并回应给虚拟模块一个消息时。注册消息校 

验的具体代码如下： 

RealProcessconst operator>>(TestProcess&rhs) 

{ 

TestObject simuObj=InteractionManager：：getlnst 

ance0．getCurrentObject0； 

／／验证消息名和II)及对应处理流程 

FtDbg(”％s send msg％dIfl，GetProcName(procTy 

pe)，simuObj·>getMsgIdO)；／／发送消息构造 Interaction 

Manager：：getlnstance0．appendAction(new MsgReceive 

())； 

return this； 

) 

从以上代码可以看出，消息校验的核心就是注册了 
一 个 MsgReeeive的对象，该对象主要就是判断真实模 

块发送的消息是否为期待消息，并调用具体的消息校验 

接口校验消息内容的正确性。由于消息校验是从真实模 

块发给虚拟模块，因此消息流程在执行时，只有等到了 

期待的消息，才能驱动走到下个消息。 

3．5用例的消息执行 

每个用例的实现主要是一个消息流程的注册处理 

过程，那就需要提前将消息流程的行为与接口按照用例 

要求注册好。若执行时出现了与注册预期不一致的情 

况，则用例失败；否则注册的消息流程都处理完后，则 

用例执行成功。除此之外，在进程开始时需要注册一个 

额外的操作处理接 口。在用例执行时就会将操作处理接 

口动态映射到代理上，让代理负责管理用例的真正执 

行，管理过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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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用例执行的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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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writing automated test cases，the logic code of the message exchange process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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