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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最好用的七大顶级 API 接口
试工具"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2610132ed8fb4c84baa2d2755b700f23.j
e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本文首发：<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
Fblog%2Fapi-testing-tools%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最好用的七大顶级 API 接
测试工具 - 卡拉云</a></p>
<p>现在 API 接口已经成为软件开发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 API 并没有 GUI 图形界面，无法直观的
接口进行测试，所以对于前后端开发来说，找到一套趁手的工具对 API 接口进行测试，了解开发的程
是否符合预期十分重要。</p>
<p>面对批量的 API，手动测试变得非常低效，自动化 API 接口测试工具，帮我们提高测试效率的同
，更能帮我们保证程序的稳定和安全性。</p>
<p>本文介绍 7 款顶级 API 接口测试工具。<strong>在文末加赠介绍一款新一代低代码开发工具 - 
拉云，不用懂前端，也能一边测 API 一边把应用程序搭建出来，详见本文文尾。</strong></p>
<h2 id="测试金字塔---API-接口测试的重要性">测试金字塔 - API 接口测试的重要性</h2>
<p>与其让测试组东搞西搞，不如让他们直接测 API ，ROI 会更高一些。下图为展示了 API 在整个
件中的重要性。</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测试金字塔 - API 接口测试的
要性"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7a86d3a8c5064ec9a08b3eced5c1bd60.jp
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在测试 API 接口时，应该把测试重点放在调用 API 方式上，因此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我们应该
查 API 接口在不同条件下是否返回正确的值。API 返回的值，通常是成功、失败的状态、某种数据或
另一个 API 调用。手动测试虽然也行，但大家还是喜欢使用自动化测试的方法对 API 进行测试，批
的效率和手动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我们可以通过趁手的 API 接口工具，对 API 接口进行功能
试、负载测试、安全测试、可靠性测试等。</p>
<p>对 API 接口测试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后，我们再来谈谈七大接口测试工具吧。</p>
<h2 id="1-Postman-接口测试工具">1.Postman 接口测试工具</h2>
<p>Postman 的创始人 Asthana，在 2012 年发布了 Postman 第一个版本，当时只是一个简单的 A
I 交互工具，现在 Postman 已经是一家拥有 50 万家企业 1700 万开发者的测试工具了。Postman 
主要优势是它的易用性，无需注册，简单设置就能马上测起来。Postman 友好的测试界面，对于手
测试以及探索性测试来说，非常适用。最棒的是你还可以和同事共享测试数据，一键分享。</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Postman 接口测试工具" data
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ab4e104030ad40cdbf6a983e6b84b7b0.jpeg?imageVi
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strong>Postman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
%2F%2Fwww.postman.com%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Postman 下载地址</a
）</p>
<ul>
<li>Postman 是 node.js 开发的，提供的 API 也都是 Javascript，所以想要用好它，最好能熟悉 Jav
script 的基本语法。</li>
<li>Postman 免费功能的范围非常大，基本我们能用到的常用功能，都包含着免费版里了。</li>
<li>适用于 Windows、Mac OS、Linux 和 Chrome（Postman 插件起家）</li>
<li>支持 RAML 和 Swagger 格式</li>
<li>支持运行、测试、记录和监控功能</li>
<li>允许用户与团队共享信息，这个功能非常实用。</li>
</ul>
<h2 id="2-PAW---Mac-原生接口测试工具">2.PAW - Mac 原生接口测试工具</h2>
<p>PAW 可以说是 Mac 下最棒的 API 测试工具了，Mac 下原生 HTTP 客户端，丝滑顺畅。PAW 对
GraphQL 完美支持，虽然 PAW 仅支持 Mac (update：Win 和 Linux 已经出了 Beta 版)，但它提供
免费功能在其他软件上都是收费的，是不是感觉有赚到。</p>
<p>PAW 的交互体验和易用性方面完全可以和交互体验著称的 Postman 相比较。其实大多数 API 
试工具最大的问题是交互体验杂乱。PAW 一定有一位优秀的产品经理，只要你稍微用一用，就能感
到它在产品设计和用户体验上的用心。</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PAW - Mac 原生接口测试工具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5d02264362b54de6a1ab5f7800f4eb74.jpeg?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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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strong>PAW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
%2Fpaw.cloud%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PAW 下载地址</a>）</p>
<ul>
<li>快速调用 API 接口，可以按照不同参数排序和创建组等方法来测试</li>
<li>PAW 对 Basic Auth、OAuth1 &amp; 2、Amazon S3 有很好的支持</li>
<li>允许连接请求 Cookie</li>
<li>原生 Mac 软件，丝般顺滑</li>
<li>开箱即用，可自定义扩展</li>
</ul>
<h2 id="3-SoapUI---可直连数据库的-API-接口测试工具">3.SoapUI - 可直连数据库的 API 接口测
工具</h2>
<p>在开源 API 测试工具中，SoapUI 绝对能排到前五，它是 REST 和 SOAP API 比较好的自动化测
工具，分免费版和高级版，但即使是免费版，也可以无需一行代码即可创建 Web server 模拟。Soap
I 允许你使用 Groovy 脚本编写 Java 风格的代码并处理对 Web server 对响应和请求。SoapUI 甚至
简单的数据库管理工具直连数据库的功能，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SoapUI 连接数据库确认内容是否被修
正确，别小看这么个功能，在某些场景下非常好用。</p>
<p>接着说说 SoapUI 的缺点，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文档写的稀烂，各种高级功能都需要自己在 
oogle 里搜索，然后看其他使用者的教程才能搞明白。另外 SoapUI 有些不稳定，动作稍微复杂点，
会导致程序崩溃。</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SoapUI - 可直连数据库的 API
接口测试工具"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efda0468a2094e07872c22f9748cc
b7.jpe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strong>SoapUI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
2F%2Fwww.soapui.org%2Fdownloads%2Fsoapui%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S
apUI 下载地址</a>）</p>
<ul>
<li>支持 REST、GraphQL、SOAP、JMS 和 JDBC 测试</li>
<li>仅需要点点鼠标，即可快速创建接口测试</li>
<li>支持数据库访问</li>
<li>可脚本复用，负载测试和安全扫描都可以在功能测试中保持脚本以便在此调用</li>
<li>允许 Groovy 高效地创建自定义代码</li>
<li>从文件、数据库和 Excel 中提取数据，因此可以模拟 User 与 API 的交互</li>
<li>支持异步测试</li>
<li>数据驱动测试</li>
</ul>
<h2 id="4-Katalon-Studio---自动化-API-测试工具选择奖">4.Katalon Studio - 自动化 API 测试
具选择奖</h2>
<p>Katalon Studio 2015 年发布的第一个版本，一路迭代，逐渐专注在自动化测试这个领域。它被 
artner（美国最具权威的 IT 研究机构） 评为 2020 年软件自动化测试客户端选择奖。</p>
<p>Katalon 是最好的负载 API 测试工具之一，无需任何编程经验也可以进行 API 测试。它可以在 w
b 端，手机、Mac、Linux、Win 上使用，非常彻底的跨平台软件。Katalon 使用 Groovy 语言对 API
接口进行自动化测试，它同时支持 RESTful 和 SOAP，可通过 DELETE、PUT、GET、POST 等多种
型的命令进行请求测试。用户界面有些古早，不过稍微习惯一下还算顺手。</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Katalon Studio - 自动化 API
测试工具选择奖"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0f5617b2ac3a423f8e0df4d4f62
19b1.pn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strong>Katalon Studio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
%3A%2F%2Fwww.katalon.com%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Katalon Studio 下载
址</a>）</p>
<ul>
<li>支持从 Swagger（2.0、3.0）、Postman、WSDL 和 WADL 导入测试</li>
<li>支持 AssertJ</li>
<li>跨平台支持</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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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支持 SOAP 和 REST 请求各种类型的命令和参数</li>
<li>可用于自动化和探索性测试</li>
<li>预设以及也可自己定制代码模版</li>
<li>支持 CI/CD 集成</li>
</ul>
<h2 id="5-JMeter---顶级-API-负载测试工具">5.JMeter - 顶级 API 负载测试工具</h2>
<p>Jmeter 是顶级 API 负载测试开源工具，它是纯 JAVA 跨平台工具，支持 Windows、Linux、Ma
。Jmeter 设计之初用于做性能测试的，但现在大家更喜欢用它做 API 接口功能测试。它支持常见的
种接口，如 HTTP(S)、JDBC、JAVA、WebService、FTP 等。支持可视化测试，测试结果生成形式
样，图表、表格、树状图、日志等形式。JMeter 可以模拟多用户并发线程，创建压力测试对 Web 
序进行测试。最棒的是 JMeter 可以集成 Bean Shell&amp;Selenium 自动化测试。</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JMeter - 顶级 API 负载测试
具"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33a166c4da594d9b8c82b586bfd783a4.png?
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strong>JMeter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
F%2Fjmeter.apache.org%2Fdownload_jmeter.cgi"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JMeter
下载地址</a>）</p>
<ul>
<li>开源：Jmeter 开源免费，允许二次开发。</li>
<li>用户体验良好：界面直观友好，上手就用</li>
<li>纯 Java 开发，跨平台</li>
<li>可处理 CSV 文件</li>
<li>测试结果多样，支持图表、表格、树状图、日志等形式。</li>
<li>纯绿色软件，无需安装</li>
<li>搞扩展性，可自由编写自己的测试需求</li>
<li>无需安装，快速启动。</li>
</ul>
<h2 id="6-Karate-DSL---API-接口测试后起之秀">6.Karate DSL - API 接口测试后起之秀</h2>
<p>Karate DSL 算是 API 接口测试工具的后起之秀，相对于 Jmeter，Postman，Rest-Assured 来
 Karate 有更好的易用性，无需任何编程技能，也可以用它来实现 API 自动化测试。Karate 使用 Cuc
mber 推广的 BDD 语法，通俗易懂又简洁。</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Karate DSL - API 接口测试后
之秀"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daaee1366c4040268870302a3e69da0e.jp
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p><strong>Karate DSL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
A%2F%2Fgithub.com%2Fkaratelabs%2Fkarate"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Karate D
L 下载地址</a>）</p>
<ul>
<li>构建在 Cucumber-JVM 基础之上。</li>
<li>支持所有类型的 REST、SOAP 请求。</li>
<li>可像 Java 工程一样运行测试并生成报告。</li>
<li>编写测试代码不需要任何 Java 知识。</li>
<li>即便毫无编程经验的同学，也能轻松上手。</li>
<li>支持 XML 和 JSON</li>
<li>GraphQL 测试友好</li>
</ul>
<h2 id="7-REST-Assured---轻量级-REST-API-客户端">7.REST-Assured - 轻量级 REST API 客户
</h2>
<p>Rest-Assured 是一套由 Java 实现的 REST API 测试框架，它是一个开源工具也是一个轻量级的 
EST API 客户端，可以直接想服务器端发起 HTTP 请求进行测试，测试语法非常简洁，支持发起 POS
、GET、PUT 等请求。支持 XML 和 JSON。</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REST-Assured - 轻量级 REST
API 客户端"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12/23efddb169634a9c9c215f8a599358
6.jpeg?imageView2/2/interlace/1/format/jp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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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rong>REST-Assured 特点</strong>（<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
%3A%2F%2Frest-assured.io%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REST-Assured 下载地址
/a>）</p>
<ul>
<li>与 Serenity 自动化框架无缝集成</li>
<li>支持 BDD Given / When / Then 的语法</li>
<li>支持 xpath、jsonpath、gpath 等多种解析方式</li>
<li>自动化测试友好</li>
<li>支持 XML、JSON 结构化解析</li>
<li>对 Spring 支持比较全面</li>
</ul>
<h2 id="8-卡拉云---可接入-API-的低代码开发工具-加赠阅读-">8.卡拉云 - 可接入 API 的低代码开
工具（加赠阅读）</h2>
<p>卡拉云是一套低代码开发工具，支持多种数据库及 API 接入。你不仅可以在卡拉云中测试 API 
还能直接把返回的结果映射到组件上，不用写一行代码，只需简单拖拽即可搭建属于你自己的后台工
。</p>
<p><img src="https://ld246.com/images/img-loading.svg" alt="卡拉云 - 可接入 API 的低代
开发工具" data-src="https://b3logfile.com/file/2021/07/33d6ace9c2ff42bfb46c6cf220676448.g
f"></p>
<p>上图为使用「卡拉云」调用金数据 API ，然后将返回结果直接映射到表格组件中。你仅需一步，
验证了 API 可用性，又直接把你正在搭的工具给做出来了。立即<a href="https://ld246.com/forwa
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试用卡拉
</a>，一分钟快速搭建属于你自己的 API 工具。</p>
<p>扩展阅读：</p>
<ul>
<li><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2Fblog%2F
ifference-between-mysql-datetime-and-timestamp-datatypes%2F" target="_blank" rel="nofol
ow ugc">MySQL 时间戳用什么类型 - MySQL 时间函数详解</a></li>
<li><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2Fblog%2F
op-5-rich-text-editors-for-react%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最好用的 5 款 React
富文本编辑器</a></li>
<li><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2Fblog%2F
ow-to-dump-database-and-ignore-or-specific-some-tables-with-mysqldump-in-mysql%2F" t
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如何在 MySQL / MariaDB 中跳过多张表导出或指定多张表导
备份</a></li>
<li><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2Fblog%2F
ow-to-save-mysql-mariadb-query-output-to-a-file%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
如何将 MySQL / MariaDB 的查询结果保存到文件</a></li>
<li><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kalacloud.com%2Fblog%2F
ow-to-import-and-export-excel-csv-in-mysql-from-terminal%2F" target="_blank" rel="nofoll
w ugc">如何在 MySQL 中导入和导出 CSV / Excel 文件</a></li>
</ul>
<p>如果觉得本文对你有帮助，还请点个赞。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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