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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Y/T 303《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功能与架构；
——第 2 部分：安全；
——第 3 部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第 4 部分：硬件抽象接口；
——第 5 部分：功能组件接口；
——第 6 部分：可信执行环境接口；
——第 7 部分：符合性测试。
本部分为 GY/T 303 的第 7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39）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科学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
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晨星软件研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兆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湖南国科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尔集成电路设
计有限公司、杭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泰合志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永新视博数字电视技术有限
公司、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上海仪电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联彤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广电
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线公司、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数字太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茁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卫星直播管理中心、上海全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赛科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盛志凡、赵良福、裘洪国、解伟、刘金晓、付瑞、严海峰、杨明磊、安亚超、谢
振雷、丁送星、贾兴华、白伟、黎政、白鹤、杨旭、孙明勇、朱里越、宋勇立、郭晓霞、郭沛宇、万乾荣、
王明敏、同磊、程伯钦、黄新军、郭金花、蒲佳、李佳、那琼、来永胜、王旭升、昝元宝、蒋艳山、方中
华、李洪浩、郭永伟、于龙朕、袁宏伟、马万铮、何剑、赵学庆、张定京、付光涛、王颖、汤新坤、王磊、
曾品超、郭成、陶春、黄玲玲、梁志坚、杨波涛、李晓榕、王欣刚、王佳敏、张晶、贾庭兰、陈宝霞、杨
战兵、蒋新农、徐其桓、涂立、占亿民、林宝成、管丹东、李玮帆、董进刚、李登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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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部分作为GY/T 303的第7部分，目前针对已经发布的GY/T 303.1—2016、GY/T 303.2—2016、GY/T
303.3—2018、GY/T 303.4—2018、GY/T 303.5—2018、GY/T 303.6—2018定义了如何测试验证智能电视
操作系统是否满足GY/T 303.1—2016、GY/T 303.2—2016、GY/T 303.3—2018、GY/T 303.4—2018、GY/T
303.5—2018、GY/T 303.6—2018所规定的要求。因此，通过本部分测试的产品可认定符合智能电视操作
系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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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 7 部分：符合性测试
1 范围
GY/T 303的本部分规定了对采用GY/T 303.1—2016、GY/T 303.2—2016、GY/T 303.3—2018、GY/T 303.4
—2018、GY/T 303.5—2018、GY/T 303.6—2018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进行符合性测试的要求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对采用GY/T 303.1—2016、GY/T 303.2—2016、GY/T 303.3—2018、GY/T 303.4—2018、
GY/T 303.5—2018、GY/T 303.6—2018的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的符合性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部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部分。
GB/T 4880.2—2000 语种名称代码 第2部分：3字母代码
GB/T 17191.2—1997 信息技术 具有1.5Mbit/s数据传输率的数字存储媒体运动图像及其伴音的编
码 第2部分：视频
GB/T 17191.3—1997 信息技术 具有1.5Mbit/s数据传输率的数字存储媒体运动图像及其伴音的编
码 第3部分：音频
GB/T 17975.2—2000 信息技术 运动图象及其伴音信息的通用编码 第2部分：视频（ITU-T
H.262:1995）
GB/T 17975.3—2002 信息技术 运动图像及其伴音信号的通用编码 第3部分:音频（ISO/IEC
13818-3:1998）
GY/T 303.1—2016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1部分：功能与架构
GY/T 303.2—2016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2部分：安全
GY/T 303.3—2018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3部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GY/T 303.4—2018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4部分：硬件抽象接口
GY/T 303.5—2018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5部分：功能组件接口
GY/T 303.6—2018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第6部分：可信执行环境接口
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部分。
App 应用程序（Application）
AV 音视频（Audio Video）
CA 认证机构（Certification Authority）
CA 条件接收（Conditional Access）
CAS 条件接收系统（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
CSS 样式级联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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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S 可下载条件接收系统（Downloadable 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
DRM 数字版权管理（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VB 数字视频广播（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ECM 授权控制信息（Entitlement Control Message）
EMM 授权管理信息（Entitlement Management Message）
EPG 电子节目指南（Electronic Program Guide）
ES 基本码流（Elementary Stream）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
HTTP 超文本传输协议（Hyper Text Transfer Protocol）
IPTV IP电视（IP Television）
JS 脚本语言（JavaScript）
MPEG 动态图像专家组（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OSD 屏幕叠加显示（On-Screen Display）
OTA 空中下载（Over The Air）
PID 包识别码（Packet Identifier）
REE 富执行环境（Rich Execution Environment）
TApp 可信应用（Trusted Application）
TEE 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TS 传送流（Transport Stream）
4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符合性测试内容
4.1 符合性定义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的符合性是指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符合GY/T 303.1—2016、GY/T 303.2—2016、GY/T
303.3—2018、GY/T 303.4—2018、GY/T 303.5—2018、GY/T 303.6—2018所规定的相关要求。其中对于
TVOS-C平台版本要求其符合功能与架构符合性要求、安全符合性要求、性能符合性要求和接口符合性要求。
对于TVOS-H平台版本要求其符合功能与架构符合性要求（不包括应用软件支持要求部分）、安全符合性要
求、性能符合性要求和接口符合性要求（不包括附录A接口要求部分）。
4.2 符合性要求
4.2.1 功能与架构符合性要求
4.2.1.1 电视直播符合性要求
序号

2

要求项

1

支持系统频点调谐。

2

支持系统频道搜索。

3

支持节目换台。

4

支持系统获取 EPG 信息。

5

支持系统获取 EPG P/F 信息。

6

支持系统直播音视频同步。

7

支持系统频道信息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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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视频点播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播放操作。

2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暂停操作。

3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恢复操作。

4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停止操作。

5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拖放控制操作。

4.2.1.3 互联网电视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播放操作。

2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暂停操作。

3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恢复操作。

4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停止操作。

5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拖放控制操作。

4.2.1.4 本地音视频文件播放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系统对 GY/T303.1-2016 文中 4.1.5 部分要求的音视频文件的正常播放操作。

2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暂停播放操作。

3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恢复播放操作。

4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停止播放操作。

5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拖放操作。

4.2.1.5 人机交互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三键鼠标输入的交互。

2

支持键盘输入的交互。

3

支持遥控器输入的交互。

4

支持语音输入的交互。

5

支持手机输入的交互。

4.2.1.6 HTML5 支持符合性要求
序号
1

要求项
支持 HTML5。

4.2.1.7 系统设置符合性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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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2

支持待机/唤醒。

3

支持音量加减。

4

支持设置静音/取消静音。

4.2.1.8 应用软件支持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 JAVA 应用的安装。

2

支持 JAVA 应用的运行。

3

支持 WEB 应用的安装。

4

支持 WEB 应用的运行。

4.2.1.9 架构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系统需要包含 TEE 和 REE 两部分。

2

媒体功能由智能操作系统的媒体引擎处理。

3

WEB 应用由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的 HTML5 引擎处理。

4

WEB 应用运行不依赖 JAVA 环境。

4.2.2 安全符合性要求
4.2.2.1 安全启动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使用经过合法 BL_KEY0 签名的 BL_KEY1、BOOT、内核和系统镜像并烧写，可以正常启动。

2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 BL_KEY1 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3

使用包含错误 BL_KEY1 及签名的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4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 Bootloader 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5

使用包含错误 Bootloader 镜像及签名数据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6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内核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7

使用包含错误内核镜像及签名数据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8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系统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9

使用包含错误系统镜像及签名数据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4.2.2.2 应用安全符合性要求
序号

4

要求项

1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正确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可以成功安装。

2

使用错误的运营商证书和正确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3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错误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4

使用被篡改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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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要求项

5

使用未经过运营商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6

使用未经过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4.2.2.3 业务安全符合性要求
序号

安全类型

1
2
3

要求项
使用 DCAS 前端和 DCAS 应用，支持系统对频道的搜索。

DCAS

使用 DCAS 前端和 DCAS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播放。
使用 DCAS 前端和 DCAS 应用，支持系统 EPG 显示。

4

使用 DCAS 前端和 DCAS 应用，支持节目换台。

5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融合 CA 应用，支持系统对频道的搜索。

6
7

融合 CA

8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融合 CA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播放。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融合 CA 应用，支持系统 EPG 显示。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融合 CA 应用，支持节目换台。

4.2.2.4 内容安全符合性要求
序号

要求项

1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终端设备的注册。

2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终端设备的授权。

3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终端设备取消授权。

4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播放操作。

5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暂停操作。

6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恢复操作。

7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停止操作。

8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系统对节目的拖放操作。

4.2.2.5 安全升级符合性要求
序号

升级方式

1
2
3

要求项
支持高版本检测。

OTA 升级

支持强制升级。
升级过程中，信号中断，系统可安全启动的支持。

4

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系统可安全启动的支持。

5

支持高版本检测。

6
7

IP 升级

支持强制升级。
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系统可安全启动的支持。

4.2.3 性能符合性要求
4.2.3.1 开机时间符合性要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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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要求项

1

支持系统从加电到出现第一个开机画面的时间不大于 5 秒。

2

支持系统从加电到出现主页面的时间不超过 50 秒。

4.2.3.2 换台时间符合性要求
序号
1

要求项
支持系统高清节目频道之间相互切换时间不大于 2 秒。

4.2.4 接口符合性要求
4.2.4.1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符合性要求
符合GY/T 303.3—2018中规定的相关接口要求，其中包括：附录A TVOS-J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符合性测
试和附录B TVOS-H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符合性测试。
4.2.4.2 硬件抽象接口符合性要求
符合 GY/T 303.4—2018 中规定的相关接口要求，其中包括：附录 C 硬件抽象接口符合性测试。
4.2.4.3 功能组件接口符合性要求
符合GY/T 303.5—2018中规定的相关接口要求，其中包括：附录D 功能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4.2.4.4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符合性要求
符合 GY/T 303.6—2018 中规定的相关接口要求，其中包括：附录 E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符合性测试。
4.3 测试方法
4.3.1 测试环境
4.3.1.1 硬件平台
TVOS-C双平台硬件配置要求：待测终端的Flash等存储容量配置不低于1GB，RAM存储容量配置不低于
1GB，CPU双核以上，主频不低于1GHz。
TVOS-H单平台硬件配置要求：待测终端的Flash等存储容量配置不低于256MB，RAM存储容量配置不低
于512MB，CPU主频不低于600MHz。
4.3.1.2 功能与架构测试环境
4.3.1.2.1 电视直播测试
电视直播测试框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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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调制器

复用器

显示终端

调制器
混频器

遥控器
待测终端
码流服务器

调制器

图1 电视直播测试框图
4.3.1.2.2 视频点播测试
视频点播测试框图见图 2。
显示终端

IPQAM调制器
待测终端

视频点播前端

遥控器

双向网络

图 2 视频点播测试框图

4.3.1.2.3 互联网电视测试
互联网电视测试框图见图 3。
显示终端
应用商店前端

遥控器
双向网络

待测终端

互联网电视前端业务平台

图 3 互联网电视测试框图
4.3.1.2.4 本地音视频播放测试
本地音视频播放测试框图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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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终端

遥控器

应用商店前端

双向网络

待测终端

本地存储设备

图 4 本地音视频播放测试框图
4.3.1.2.5 人机交互测试
人机交互测试框图见图 5。
显示终端

语音引擎前端

双向网络

待测终端

USB/蓝牙
外设

图 5 人机交互测试框图
4.3.1.2.6 HTML5 支持测试
HTML5 支持测试框图见图 6。
显示终端

遥控器
HTML5测试网站

双向网络

图 6 HTML5 支持测试框图
4.3.1.2.7 系统设置测试
系统设置测试框图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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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流服务器

调制器

复用器

显示终端

调制器
混频器

遥控器
待测终端
码流服务器

调制器

图7 系统设置测试框图
4.3.1.2.8 应用软件支持测试
应用软件测试框图见图 8。
显示终端

遥控器
待测终端

双向网络

应用商店前端

图 8 应用软件测试框图

4.3.1.2.9 架构测试
系统架构测试框图，见图9。
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调制器

复用器

显示终端

调制器
混频器
遥控器

码流服务器

调制器

待测终端

WEB前端

双向网络

图9 系统架构测试框图

4.3.1.3 安全测试环境
4.3.1.3.1 安全启动测试
安全启动测试框图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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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启动镜像管理系统

显示终端

镜像编辑工具

待测终端

镜像签名工具

终端烧写工具

图 10 安全启动测试框图
4.3.1.3.2 应用安全测试
应用安全测试框图见图 11。
应用商店前端
显示终端

签名服务器

遥控器
双向网络

打包服务器

待测终端

证书服务器

图 11 应用安全测试框图

4.3.1.3.3 业务安全测试
业务安全测试框图见图 12。
融合CA前端

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调制器

复用器

码流服务器

混频器
调制器

待测终端

DCAS前端

图 12 业务安全测试框图
4.3.1.3.4 内容安全测试
内容安全测试框图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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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终端

DRM前端

遥控器
双向网络

待测终端

流媒体系统

图 13 内容安全测试框图
4.3.1.3.5 安全升级测试
可升级支持测试框图见图 14。
显示终端

OTA升级前端

待测终端
IP升级前端

遥控器

双向网络

图 14 升级测试框图

4.3.1.4 性能测试环境
4.3.1.4.1 开机时间测试
开机时间测试框图，见图 15。

显示终端

遥控器
待测终端

图 15 开机时间测试框图
4.3.1.4.2 换台时间测试
换台时间测试框图见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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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流服务器

调制器

复用器

显示终端

调制器
混频器

遥控器
待测终端
码流服务器

调制器

图 16 换台时间测试框图
4.3.1.5 接口测试环境
4.3.1.5.1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测试
TVOS 应用程序接口测试框图见图 17。
DCAS前端

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复用器

调制器

码流服务器

显示终端
视频点播前端

IPQAM调制器

待测终端
遥控器

应用程序编程
接口测试前端

USB外设
（鼠标、键盘）

蓝牙外设
（语音遥控器、手机）

DRM前端

双向网络

WEB前端

Wi-Fi路由

DHCP

应用商店前端
网络视频前端

多屏互动云控端

移动互联网

移动终端

图17 TVOS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测试框图
4.3.1.5.2 硬件抽象接口测试
硬件抽象接口测试框图见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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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复用器

调制器

码流服务器

显示终端
待测终端

硬件抽象层接口
测试前端

遥控器
USB外设
（鼠标、键盘）

双向网络

WEB前端

网络视频前端

图18 硬件抽象接口测试框图

4.3.1.5.3 功能组件接口测试
功能组件接口测试框图见图19。
DCAS前端

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复用器

调制器

码流服务器

显示终端
视频点播前端

IPQAM调制器
待测终端
遥控器

功能组件
接口测试前端

USB外设
（鼠标、键盘）

蓝牙外设
（语音遥控器、手机）

DRM前端

双向网络

WEB前端

Wi-Fi路由

DHCP

网络视频前端

多屏互动云控端

移动互联网

移动终端

图19 功能组件接口测试框图

4.3.1.5.4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测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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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执行环境接口测试框图见图20。
DCAS前端
码流服务器
SI管理服务器

复用器

调制器

码流服务器
显示终端

可信执行环境层
接口测试前端

待测终端
遥控器

DRM前端

WEB前端

USB外设
（鼠标、键盘）

双向网络

网络视频前端

图20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测试框图
4.3.2 测试设备
序号
1

设备名称
码流服务器

功能说明
码流发送服务器，用于向复用器输出 TS 码流，提供系统的信号源，支持 ASI 信号
的输出。
预装 PSI/SI 编辑软件的码流服务器，用于向复用器输出包含 SI 信息的 TS 码流。

2

SI 管理服务器

支持 PAT、CAT、PMT、SDT、EIT 等表格的编辑，具备节目调度、节目搜索、用户
管理、参数配置等功能。

3

复用器

4

调制器

5

混频器

TS 码流复用器，用于复用多路 TS 码流，支持 SPTS 及 MPTS，具备码流的复用、解
复用、再复用等功能，支持 PID 的重新映射，支持对 PID 码流的过滤功能。
有线/地面/卫星调制器，用于将 TS 码流调制到指定频点。支持 DVB-C、DTMB 等调
制标准。输出射频信号，端口要求：F 型，75Ω。
频道混合器，用于混合多个频点的信号并完成输出。射频输入输出端口要求：F
型，75Ω。
支持 HTTP/HLS 流媒体传输协议，H.264、MPEG-2 编码格式。支持 AVI、FLV、MP3、

6

视频点播前端

MP4、M3UA、MPEG 等流媒体点播服务。可完成点播、时移、回看等业务的分发及
调度。
用于将来自 IP 网络的 TS 流数据进行 QAM 数字调制。支持千兆以太网 IP 接口；支

7

IPQAM 调制器

持复用、调制、上变频功能。完成多路 TS 流的 QAM 调制输出，射频输出接口要求：
F 型，75Ω。

8

应用商店前端

实现应用呈现、应用分类、应用搜索、下载、升级等。

9

本地存储设备

本地具有存储功能的设备，包括 U 盘和 SD 卡。

10

HTML5 测试网站

11

WEB 前端

14

用于测试浏览器对 HTML5 的支持情况。
支持 HTTP/HTTPS 传输协议，用于提供 WEB 服务。

GY/T 303.7—2018
序号

设备名称

功能说明

12

安全启动镜像管理系统

用于管理设备镜像，提供镜像的二进制编辑、签名和烧写功能。

13

融合 CA 前端

14

DCAS 前端

15

DRM 前端

16

流媒体系统

17

OTA 升级前端

18

IP 升级前端

19

网络视频前端

20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测试前端

21

硬件抽象接口测试前端

提供 TVOS 硬件抽象接口测试用例的存储和推送功能的测试系统。

22

功能组件接口测试前端

提供 TVOS 功能组件接口测试用例的存储和推送功能的测试系统。

23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测试前端

24

多屏互动云控端

25

语音引擎前端

26

显示终端

具备 HDMI 输入的电视机。

27

USB 外设

USB 接口外设，包括 USB 键盘、USB 鼠标等。

28

蓝牙外设

蓝牙接口外设，包括语音遥控器、手机及手柄等。

融合 CA 前端服务器，用于向复用器输出附带授权信息的融合 CA 加扰 TS 码流。具
备 EMM、ECM 信息生成和发送功能。
DCAS 前端服务器，
用于向复用器输出附带授权信息的 DCAS 加扰 TS 码流。
具备 EMM、
ECM 信息生成和发送功能。
DRM 前端，用于提供授权信息和 DRM 加密码流。支持 MPEG-2、H.264、AVS+等主流
编码格式，支持 HLS、MPEG-DASH 等主流传输格式。
DRM 前端系统配套的流媒体服务器，用于提供流媒体服务。
在 NIT 中插入升级描述符，并将升级软件转换为 TS 文件，采用单向数据广播方式
进行终端软件升级。
IP 升级前端配置升级文件，终端开机自启动后台 IPLoader 的监控，并定时周期
性请求下载服务器配置文件，检测更新。采用 IP 双向通道进行终端软件升级。
支持 HTTP/HLS 流媒体传输协议，H.264、MPEG-2 编码格式。支持 AVI、FLV、MP4、
MPEG 等流媒体点播服务。可完成点播、时移、回看等业务的分发及调度。
提供 TVOS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测试用例的存储和推送功能的测试系统。

提供 TVOS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测试用例的存储和推送功能的测试系统。
互联网多屏互动前端服务器，支持实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三者之间
多媒体资源的共享并相互推送播放。
实现与语音云的连接，保证语音数据的交互实现、语义匹配及搜索。

4.3.3 测试流程
4.3.3.1 功能与架构符合性测试
4.3.3.1.1 电视直播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码流服务器、复
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

1

支持系统频点调谐。

测试方法：
a)

进入系统调谐界面。

b)

根据前端频点情况，设置相应频点。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调谐到相应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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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码流服务器、复
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系统
可以调谐。
测试方法：

2

支持系统频道搜索。

a)

进入系统搜索界面。

b)

选择自动搜索，观测搜索情况。

c)

选择手动搜索，观测搜索情况。

d)

选择区间搜索，观测搜索情况。

符合性结果要求：
a)

可以自动搜索成功。

b)

可以手动搜索成功。

c)

可以区间搜索成功。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码流服务器、复
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确保
3

支持节目换台。

直播节目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
使用遥控器对不同节目进行切换。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切换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系统，启动码流服务器、SI
服务器、复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

4

支持系统获取 EPG 信息。

终端。
测试方法：
在系统中查看EPG信息列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显示 EPG 信息列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系统，启动码流服务器、SI
服务器、复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
终端。

5

支持系统获取 EPG P/F 信息。

测试方法：
a)

在系统中选择EPG前向节目信息列表。

b)

在系统中选择EPG后向节目信息列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显示 EPG 前后向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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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系统，启动码流服务器、复
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

6

支持系统直播音视频同步。

测试方法：
打开直播音视频，测量音视频同步是否符合
要求。
符合性结果要求：
系统可以正常同步音视频。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 搭建测试系统,，启动码流服务器、
复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确
保直播流正常。

7

支持系统频道信息显示。

测试方法：
a)

查看相应频道名称。

b)

查看相应频道所在频点。

c)

查看相应频道节目ID。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显示频道信息。

4.3.3.1.2 视频点播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视频点播前端和
IPQAM 调制器，开启待测终端。

1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播放操作。

测试方法：
a)

进入点播界面。

b)

根据节目列表选择相应节目，并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播放点播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2 搭建测试环境, 启动视频点播前端和
IPQAM 调制器，开启待测终端，并成功播放点播节
2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暂停操作。

目。
测试方法：
选择暂停按键，暂停节目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暂停播放点播节目。
前置条件：

3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恢复操作。

按照图 2 搭建测试环境, 启动视频点播前端和
IPQAM 调制器，开启待测终端，并成功播放点播节
目、暂停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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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恢复操作。

选择恢复按键，恢复节目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恢复播放点播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2 搭建测试环境, 启动视频点播前端和
IPQAM 调制器，开启待测终端，并成功播放点播节

4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停止操作。

目。
测试方法：
选择停止按键，停止节目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停止播放点播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2 搭建测试环境, 启动视频点播前端和
IPQAM 调制器，开启待测终端，并成功播放点播节

5

支持系统对点播节目的拖放控制操作。

目。
测试方法：
选择拖放按键，实现节目播放控制。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控制点播节目播放节点。

4.3.3.1.3 互联网电视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3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
测试方法：

1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播放操作。

a)

进入应用商店，选择互联网电视应用。

b)

选择互联网电视应用中的相关节目，并

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播放相应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3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确保
互联网电视节目处于正常播放状态。
2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暂停操作。

测试方法：
对正在播放的节目，点击“暂停”按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暂停相应节目。

18

GY/T 303.7—2018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3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互联
网电视节目处于暂停状态。

3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恢复操作。

测试方法：
对暂停状态的节目，点击“恢复”按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恢复播放相应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3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确保
互联网电视节目处于正常播放状态。

4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停止操作。

测试方法：
对正在播放的节目，点击“停止”按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停止播放相应节目。
前置条件：
按照图 3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确保
互联网电视节目处于正常播放状态。

5

支持系统对网络视频的拖放控制操作。

测试方法：
对正在播放的节目，通过拖放按键控制播放
进度。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将相应节目成功拖放到相应位置。

4.3.3.1.4 本地音视频文件播放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4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将
GY/T 303.1—2016 中 4.1.5 部分要求的音视频文
件拷贝至本地存储设备中。

1

支持系统对 GY/T 303.1—2016 中 4.1.5 部分要求的音视频文
件的正常播放操作。

测试方法：
a)

将本地存储设备插入待测系统设备。

b)

选择本地存储设备中的音视频文件，进

行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播放相应音视频文件。
前置条件：
按照图 4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将音
2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暂停播放操作。

视频文件拷贝至本地存储设备中，并确保音视频
文件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
对正常播放的音视频文件，点击“暂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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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钮。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暂停播放操作。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暂停相应音视频文件。
前置条件：
按照图 4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将音
视频文件拷贝至本地存储设备中，音视频文件处
于暂停状态。

3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恢复播放操作。

测试方法：
对暂停状态的音视频文件，点击“恢复”按
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恢复播放相应音视频文件。
前置条件：
按照图 4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将音
视频文件拷贝至本地存储设备中，并确保音视频

4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停止播放操作。

文件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
对音视频文件，点击“停止”按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停止播放相应音视频文件。
前置条件：
按照图 4 搭建测试环境，开启待测终端，将音
视频文件拷贝至本地存储设备中，并确保音视频
文件正常播放。

5

支持系统对本地音视频文件的拖放操作。

测试方法：
对正在播放的节目，通过拖放按键控制播放
进度。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将相应节目成功拖放到相应位置。

4.3.3.1.5 人机交互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按照图 5 搭建测试环境。鼠标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待测系统设备。
测试方法：

1

支持三键鼠标输入交互。

a)

移动鼠标。

b)

点击鼠标左键。

c)

点击鼠标右键。

d)

滚动鼠标滚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系统设备能够正确响应鼠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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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按照图 5 搭建测试环境。键盘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待测系统设备。
测试方法：

2

支持键盘输入交互。

a)

在键盘上输入任意字符。

b)

在键盘上输入方向键。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系统设备能够正确响应键盘操作。
前置条件：按照图 5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3

按遥控器上的任意键，包括字符键、方向键、

支持遥控器输入交互。

HOME、回退键等。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系统设备能够正确响应遥控器操作。
前置条件：按照图 5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4

向终端发出语音命令。

支持语音输入的交互。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系统设备能够正确响应语音做出相应操
作。
前置条件：按照图 5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5

按手机上的任意键，包括字符键、方向键、

支持手机输入的交互。

HOME、回退键等。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系统设备能够正确响应手机操作。

4.3.3.1.6 HTML5 支持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6 搭建测试系统，保持网络信号连接。

1

测试系统对 HTML5 的支持。

测试方法：
打开浏览器，输入W3C推荐的HTML5测试网站。
符合性结果要求：
测试得分符合要求。

4.3.3.1.7 系统设置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1

支持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按照图 7 搭建测试系统，保持网络信号连接。
电视直播节目已搜索，并播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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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进入系统设置界面，选择恢复出厂设置。
支持恢复系统出厂设置。

符合性结果要求：
恢复出厂设置后，原先配置以及搜索过的电视
节目全部被清除。
前置条件：
按照图 7 搭建测试系统，保持网络信号连接。
测试方法：

2

支持待机/唤醒。

a)

按遥控器将系统待机。

b)

按遥控器将系统唤醒。

符合性结果要求：
系统待机/唤醒功能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7 搭建测试系统，启动码流服务器、复
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确保直
播正常。
测试方法：
3

支持音量加减。

a)

使用遥控器，音量“+”按键增加系统

音量。
b)

使用遥控器，音量“-”按键减小系统

音量。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调节系统音量的大小。
前置条件：
按照图 7 搭建测试系统，启动码流服务器、复
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端，确保直
播正常。
4

支持设置静音/取消静音。

测试方法：
a)

按遥控器“静音”按钮。

b)

再次按遥控器“静音”按钮。

符合性结果要求：
第一次按“静音”按钮可以将系统静音，第二
次按“静音”按钮取消系统静音。

4.3.3.1.8 应用软件支持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8 搭建测试环境。

1

支持 JAVA 应用的安装。

测试方法：
a)

进入应用商店界面，选择合法有效的

JAVA应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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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支持 JAVA 应用的安装。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安装 JAVA 应用。
前置条件：
成功正确安装 JAVA 应用。

2

测试方法：

支持 JAVA 应用的运行。

运行JAVA应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运行 JAVA 应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8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3

a)

支持 WEB 应用的安装。

进入应用商店界面，选择合法有效的

WEB应用。
b)

下载WEB应用并安装。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成功安装 WEB 应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8 搭建测试环境。
4

测试方法：

支持 WEB 应用的运行。

运行合法有效的WEB应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确运行 WEB 应用。

4.3.3.1.9 架构符合性测试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9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1

系统需要包含 TEE 和 REE 两部分。

a)

下载测试TA。

b)

通过REE侧发送测试命令。

符合性结果要求：
REE 侧能收到测试 TA 反馈的预期结果。
前置条件：
按照图 9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2

媒体功能由智能操作系统的媒体引擎处理。

a)

打开媒体引擎日志。

b)

播放视频。

c)

关闭日志。

符合性结果要求：
日志内容能够确认播放应用对媒体引擎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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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9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3

WEB 应用由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的 HTML5 引擎处理。

a)

打开HTML5引擎日志

b)

运行WEB应用。

c)

关闭日志。

符合性结果要求：
日志内容能够确认 WEB 应用对 HTML5 引擎的调
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9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4

WEB 应用运行不依赖 JAVA 环境。

a)

打开媒体引擎日志和HTML5引擎日志。

b)

运行WEB视频播放应用。

c)

关闭日志。

符合性结果要求：
日志内容能够确认代码执行不依赖 JAVA 执行
环境。

4.3.3.2 安全符合性测试
4.3.3.2.1 安全启动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未签
名的 BL_KEY1、Bootloader 镜像、内核镜像和系统
镜像。
测试方法：
a)

1

使 用 正 确 的 BL_KEY0 对 未 签 名 的

使用经过合法 BL_KEY0 签名的 BL_KEY1、BOOT、内核和系统镜

BL_KEY1 进 行 签 名 、 使 用 BL_KEY1 对 未 签 名

像并烧写，可以正常启动。

Bootloader镜像、内核镜像和系统镜像进行签
名。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签名的镜像联合

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能正常启动，最后进入界面。
前置条件：
2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 BL_KEY1 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已正
确签名的 BL_KEY1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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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
a)

使用镜像编辑工具篡改已签名的

BL_KEY1镜像的任意位置。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 BL_KEY1 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篡改的镜像联

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准备一个错误的未
签名的 BL_KEY1 镜像。
测试方法：
a)
3

使用包含错误 BL_KEY1 及签名的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使用正确的BL_KEY0 对上述BL_KEY1 镜

像进行签名。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BL_KEY1镜像联

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并向设备厂商获取
待测设备已正确签名的 Bootloader 镜像。
测试方法：
a)
4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 Bootloader 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使用镜像编辑工具篡改已签名的

Bootloader镜像的任意位置。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篡改的镜像联

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未签
名的 Bootloader 镜像。准备一个错误的 BL_KEY1。
测试方法：
5

使用包含错误 Bootloader 镜像及签名数据并烧写，无法正常
启动

a)

使 用 错 误 的 BL_KEY1 对 未 签 名 的

Bootloader镜像进行签名。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错误BL_KEY1

签名的镜像联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
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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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已正
确签名的内核镜像。
测试方法：
a)

6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内核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使用镜像编辑工具篡改已签名的内核

镜像的任意位置。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篡改的镜像联

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未签
名的内核镜像。准备一个错误的 BL_KEY1。
测试方法：
a)
7

使用包含错误内核镜像及签名数据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使用错误的BL_KEY1对未签名的内核镜

像进行签名。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错误BL_KEY1

签名的镜像联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
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已正
确签名的系统镜像。
测试方法：
a)
8

使用包含被篡改的系统镜像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使用镜像编辑工具篡改已签名的系统

镜像的任意位置。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篡改的镜像联

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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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0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待测设备未签
名的系统镜像。准备一个错误的 BL_KEY1。
测试方法：
a)

9

使用包含错误系统镜像及签名数据并烧写，无法正常启动。

使用错误的BL_KEY1对未签名的系统镜

像进行签名。
b)

使用烧录工具，将上述被错误BL_KEY1

签名的镜像联合其他镜像一起烧录到待测设
备中。
c)

烧录完毕，将待测设备断电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待测设备无法启动。

4.3.3.2.2 应用安全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1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未签名的应用安
装包。
测试方法：

1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正确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
包，可以成功安装

a)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个人证书对未

签名安装包进行签名，并放置在应用商店前端。
b)

从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上述已签名的安

装包。
c)

安全完毕，启动应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应用正常安装和启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1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未签名的应用安
装包。准备一个错误的运营商证书。
测试方法：
2

使用错误的运营商证书和正确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
包，无法成功安装。

a)

使用错误的运营商证书和正确的个人证

书对未签名安装包进行签名。并放置在应用商
店前端。
b)

从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上述已签名的安

装包。
符合性结果要求：
安装失败。
前置条件：
3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错误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
包，无法成功安装。

按照图 11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未签名的应用安
装包。准备一个错误的个人证书。
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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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a)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错误的个人证

书对未签名安装包进行签名。并放置在应用商
使用正确的运营商证书和错误的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
包，无法成功安装。

店前端。
b)

从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上述已签名的安

装包。
符合性结果要求：
安装失败。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1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已正确签名的应
用安装包。
测试方法：
4

使用被篡改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a)

使用二进制编辑工具篡改已正确签名的

安装包的任意位置。并放置在应用商店前端。
b)

从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上述被篡改的安

装包。
符合性结果要求：
安装失败。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1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未签名的应用安
装包。
测试方法：
5

使用未经过运营商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a)

仅使用个人证书对未签名安装包进行签

名。并放置在应用商店前端。
b)

从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上述已签名的安

装包。
符合性结果要求：
安装失败。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1 搭建测试环境，获取未签名的应用安
装包。
测试方法：
6

使用未经过个人证书签名的应用安装包，无法成功安装。

a)

直接使用运营商证书对未签名安装包进

行签名。并放置在应用商店前端。
b)

从应用商店下载并安装上述已签名的安

装包。
符合性结果要求：
安装失败。

4.3.3.2.3 业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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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安全方式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 DCAS 前端系统。

使用 DCAS 前端和
1

DCAS 应用，支持系
统对频道的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DCAS应用。

b)

先后分别启动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

符合性结果要求：
三种方式的搜索均测试成功，且每次搜索到的节目列表均与前端系统的配
置一致。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 DCAS 前端系统。且待测设备成功完成一次

使用 DCAS 前端和
2

DCAS 应用，支持系
统对节目的播放。

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DCAS应用。

b)

播放相应节目

符合性结果要求：
节目播放正常。

DCAS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 DCAS 前端系统。且待测设备成功完成一次
使用 DCAS 前端和

3

DCAS 应用，支持系
统 EPG 显示。

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DCAS应用。

b)

在系统中查看EPG信息列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显示 EPG 信息列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 DCAS 前端系统。待且待测设备成功完成一
使用 DCAS 前端和
4

DCAS 应用，支持节
目换台。

次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DCAS应用。

b)

换台。

符合性结果要求：
节目换台功能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融合 CA 前端系统。

5

融合 CA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
融合 CA 应用，支持
系统对频道的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融合CA应用。

b)

先后分别启动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

符合性结果要求：
三种方式的搜索均测试成功，且每次搜索到的节目列表均与前端系统的配
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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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安全方式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融合 CA 前端系统。且待测设备成功完成一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
6

融合 CA 应用，支持
系统对节目的播放。

次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融合CA应用。

b)

播放相应节目。

符合性结果要求：
节目播放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融合 CA 前端系统。且待测设备成功完成一
融合 CA

7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
融合 CA 应用，支持
系统 EPG 显示。

次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融合CA应用。

b)

在系统中查看EPG信息列表。

符合性结果要求：
可以正常显示 EPG 信息列表。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2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融合 CA 前端系统。且待测设备成功完成一
使用融合 CA 前端和
8

融合 CA 应用，支持
节目换台。

次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a)

启动融合CA应用。

b)

换台。

符合性结果要求：
节目换台功能正常。

4.3.3.2.4 内容安全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尚未注册。

1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系统对终端设备的注册。

测试方法：
a)

启动DRM应用。

b)

点击注册。

符合性结果要求：
显示注册成功。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尚未授权待测设备。
2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系统对终端设备的授权。

测试方法：
a)

在DRM前端增加待测设备进行授权。

b)

启动DRM应用。

c)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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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播放成功。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已授权待测设备。
测试方法：

3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a)

在DRM前端删除待测设备，取消授权。

系统对终端设备取消授权。

b)

启动DRM应用。

c)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播放失败。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系统。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已授权待测设备。

4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系统对节目的播放操作。

测试方法：
a)

启动DRM应用。

b)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符合性结果要求：
播放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已授权待测设备。
测试方法：
5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a)

启动DRM应用。

系统对节目的暂停操作。

b)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c)

按暂停键。

符合性结果要求：
播放正常，暂停播放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已授权待测设备。
测试方法：

6

a)

启动DRM应用。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b)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系统对节目的恢复操作。

c)

按暂停键。

d)

按恢复键。

符合性结果要求：
播放正常，暂停播放正常，恢复播放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已授权待测设备。
7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系统对节目的停止操作。

测试方法：
a)

启动DRM应用。

b)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c)

按停止键。

符合性结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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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播放正常，停止播放正常。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3 搭建测试环境。DRM 应用已注册，且 DRM 前端已授权待测设备。
测试方法：

8

使用 DRM 前端和 DRM 应用，支持

a)

启动DRM应用。

系统对节目的拖放操作。

b)

选择一个受保护的视频进行播放。

c)

对正在播放的节目，通过拖放方向键控制播放进度。

符合性结果要求：
按方向键将相应节目成功拖放到相应位置。

4.3.3.2.5 安全升级
序号

升级方式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准备一个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
输流。启动 OTA 升级前端。
测试方法：

1

高版本检测

a)

TA升级前端播发包含高版本的传输流。

b)

进入待测设备的升级界面。

c)

检测版本。

符合性结果要求：
检测到高版本。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准备一个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
输流。启动 OTA 升级前端。
测试方法：
2

OTA 升级

强制升级测试

a)

OTA升级前端播发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输流。

b)

待测设备检测到高版本，提示即将升级。

c)

升级完成后自动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升级提示出现正常，系统升级后重启正常，系统重启后版本号
为新的版本号。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准备一个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
输流。启动 OTA 升级前端。
测试方法：
3

升级过程中，信号中断，系

a)

OTA升级前端播发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输流。

统可安全启动测试。

b)

待测设备检测到高版本，提示即将升级。

c)

升级过程中，拔掉直播信号线。

d)

等系统超时重启后，恢复直播信号线。

符合性结果要求：
系统超时重启，系统重启后将再次进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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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升级方式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准备一个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
输流。启动 OTA 升级前端。
测试方法：

4

OTA 升级

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系

a)

OTA升级前端播发包含已签名高版本镜像的传输流。

统可安全启动测试。

b)

待测设备检测到高版本，提示即将升级。

c)

升级过程中，将电源切断。

d)

再次将设备上电。

符合性结果要求：
系统重启后将再次进入升级。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将一个已签名的高版本镜像，放置 IP
升级前端，并启动 IP 升级前端。
5

高版本检测

测试方法：
a)

进入待测设备的升级界面。

b)

检测版本。

符合性结果要求：
检测到高版本。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将一个已签名的高版本镜像，放置 IP
升级前端，并启动 IP 升级前端。
测试方法：
6

IP 升级

强制升级测试

a)

待测设备检测到高版本，提示即将升级。

b)

升级完成后自动重启。

符合性结果要求：
升级提示出现正常，系统升级后重启正常，系统重启后版本号
为新的版本号。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4 搭建测试环境。将一个已签名的高版本镜像，放置 IP
升级前端，并启动 IP 升级前端。
7

升级过程中，突然断电，系
统可安全启动测试。

测试方法：
a)

待测设备检测到高版本，提示即将升级。

b)

升级过程中，将电源切断。

c)

再次将设备上电。

符合性结果要求：
系统重启后将再次进入升级。

4.3.3.3 性能符合性测试
4.3.3.3.1 开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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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5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1

测试系统从加电到出现第一个开机画面的时间是否不大于 5 秒。

a)

启动待测终端，同时开始计时。

b)

开机画面显示时，停止计时，计算

所需时间。
符合性结果要求：
开机画面出现时间符合标准，不大于 5 秒。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5 搭建测试环境。
测试方法：
2

测试系统从加电到出现主菜单是否不超过 50 秒。

a)

启动待测终端，同时开始计时。

b)

出现系统主界面时，停止计时，计

算开机所需时间。
符合性结果要求：
开机时间符合标准，不大于 50 秒。

4.3.3.3.2 换台时间
序号

测试要求项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
按照图 16 搭建测试环境，启动码流服务
器、复用器等数字电视直播前端，开启待测终
端，并完成频道搜索。

1

测试系统高清节目频道之间相互切换时间是否不大于 2 秒。

测试方法：
在多个高清频道之间切换，并计时，测试
换台时间。
符合性结果要求：
换台时间符合标准，不大于 2 秒。

4.3.3.4 接口符合性测试
4.3.3.4.1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符合性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图17搭建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测试系统，保持广播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信
号的连接；
b) 将测试用例前端系统中的符合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要求的测试用例推送至待测终端；
c) 运行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测试用例，测试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符合性。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符合性测试见附录A和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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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4.2 硬件抽象接口符合性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图18搭建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硬件抽象接口测试系统，保持广播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信号的
连接；
b) 将测试用例前端系统中的符合硬件抽象接口要求的测试用例推送至待测终端；
c) 运行智能电视操作系统硬件抽象层接口测试用例，测试硬件抽象接口的符合性。
硬件抽象接口符合性测试见附录 C。
4.3.3.4.3 功能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图19搭建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功能组件接口测试系统，保持广播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信号的
连接；
b) 将测试用例前端系统中的符合功能组件接口要求的测试用例推送至待测终端；
c) 运行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功能组件层接口测试用例，测试功能组件接口的符合性。
功能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见附录D。
4.3.3.4.4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符合性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图20搭建可信执行环境测试系统，保持广播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信号的连接；
b) 将测试用例前端系统中的符合可信执行环境接口要求的测试用例推送至待测终端；
c) 运行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可信执行环境接口测试用例，测试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的符合性。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符合性测试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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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TVOS-J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符合性测试
A.1 单向广播网络接入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

TuningParameter
s

getDeliverySystemType()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liverySystem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正确的当前系统类
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addNetworkInterfaceListener
（TuningListener listener）正确注册监听
器。
测试方法：调用 tune(TuningParameters

2

TuningListener

receiveNIEvent(TunerEvent anEvent)

tuningParameters)开始锁频，等待监听器消
息。直到锁频结束。
符合性结果：
receiveNIEvent(TunerEvent anEvent)收到的
anEvent类型为：
a)

TunerTuningEvent对象表示开始锁频，

b)

TunerTuningOverEvent对象表示锁频结
束。

符合性要求:
3

DVB_C_MOD_UNDEFIN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

DvbcTuningParam
eters

DVB_C_MOD_QAM16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5

DVB_C_MOD_QAM3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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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6

DVB_C_MOD_QAM6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7

DVB_C_MOD_QAM128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8

DVB_C_MOD_QAM256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5。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DvbcTuningParameters
（）,调用 getModulation()，getFrequency()，

9

DvbcTuningParameters()

getSymbolRate()获取参数。
符合性结果：
getFrequency(),getSymbolRate() 为 -1 ，
getModulation()

DvbcTuningParam
eters

为DVB_C_MOD_UNDEFINE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10

DvbcTuningParameters(

DvbcTuningParameters(int frequency, int

int frequency,

modulation, int symbolRate)传入正确参数，

int modulation,

调用 getModulation()，getFrequency()，

int symbolRate)

getSymbolRate()获取参数。
符合性结果：getModulation()，
getFrequency()，getSymbolRate()获取出来
的值与设置的值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1

setFrequency(int frequency)

测试方法： setFrequency()设置参数后
调用 get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getFrequency()获取结果与
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12

getFrequency()

前置条件：setFrequency(int frequency)
传入有效参数。
测试方法： get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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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get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3

setModulation(int modul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setModulation(int modulation)，传入有效
参数。调用getModulation()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

getModul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setModulation(int modulation)，传入有效
参数。调用getModulation()获取值。

DvbcTuningParam
et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5

setSymbolRate(int symbolRat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ymbolRate(int symbolRate)传入有效参
数。调用getSymbolRate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6

getSymbolRat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ymbolRate(int symbolRate)传入有效参
数。调用getSymbolRate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17

ABS_SS_POLAR_LINEAR_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8

ABS_SS_POLAR_LINEAR_V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AbsssTuningPara
meters
19

符合性要求:
ABS_SS_POLAR_CIRCULAR_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20

ABS_SS_POLAR_CIRCULAR_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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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1

AbsssTuningParameters()

测试方法：调用
AbsssTuningParameters()创建对象。
符合性结果： 创建对象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2

setFrequency(int freq)

测试方法： setFrequency(int freq)设
置参数后调用 get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getFrequency()获取结果与
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tFrequency(int frequency)

23

getFrequency()

传入有效参数。
测试方法： get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4

AbsssTuningPara
meters

setPolarization(int polariz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setPolarization (int polarization)传入有
效参数。调用getPolarization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5

getPolariz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setPolarization (int polarization)传入有
效参数。调用getPolarization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6

setSymbolRate(int symbolRat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ymbolRate(int symbolRate)传入有效参
数。调用getSymbolRate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27

getSymbolRate()

setSymbolRate(int symbolRate)传入有效参
数。调用getSymbolRate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设置参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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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28

DTMB_MOD_UNDEFIN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29

DTMB_MOD_QAM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30

DTMB_MOD_QAM4_N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31

DTMB_MOD_QAM16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32

DTMB_MOD_QAM32
DtmbTuningParam
eter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33

DTMB_MOD_QAM6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5。
符合性要求:

34

DTMB_MOD_QAM128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6。
符合性要求:

35

DTMB_MOD_QAM256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
符合性要求:

36

DTMB_MOD_QAM51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37

DTMB_BANDWIDTH_6M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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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38

DTMB_BANDWIDTH_7M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000。
符合性要求:

39

DTMB_BANDWIDTH_8M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00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0

DtmbTuningParameters()

测试方法：调用 DtmbTuningParameters
（）创建对象。
符合性结果：创建对象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1

setFrequency(int frequency)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setFrequency （ int
frequency）输入有效参数，调用getFrequency
（）
。

DtmbTuningParam
eters

符合性结果：获取值等于输入参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2

getFrequency()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setFrequency （ int
frequency）输入有效参数，调用getFrequency
（）
。
符合性结果：获取值等于输入参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3

setModulation(int bandWidth)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setModulation （ int
modulation ） 输 入 有 效 参 数 ， 调 用
getModulation（）
。
符合性结果：获取值等于输入参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4

getModulation()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setModulation （ int
modulation ） 输 入 有 效 参 数 ， 调 用
getModulation（）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获取值等于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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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setBandWidth （ int
45

setBandWidth(int bandWidth)

bandWidth）输入有效参数，调用getBandWidth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获取值等于输入参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6

DtmbTuningParam
eters

getBandWidth()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setBandWidth （ int
bandWidth）输入有效参数，调用getBandWidth
（）获取值。
符合性结果：获取值等于输入参数。
符合性要求:

47

前置条件：DTMB信号，在成功调谐解调后。

getCodingRatio()

测试方法：调用getCodingRatio（）
。
符合性结果：返回0.4,0.6或者0.8。
符合性要求:

48

前置条件：DTMB信号，在成功调谐解调后。

getPNMode()

测试方法：调用getPNMode()。
符合性结果：返回字符串，例如“PN945”
。
符合性要求:

49

前置条件：无。

getSource()

测试方法：调用getSourc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tuner对象。
符合性要求:

TunerEvent

前置条件：无。
50

测试方法：调用

TunerEvent(Object Tuner)

TunerEvent(Object Tuner)传入正确参数。
符合性结果：创建一个TunerEvent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51

TunerTuningEven
t

TunerTuningEvent(Object Tuner)

TunerTuningEvent(Object Tuner)传入正确参
数。
符合性结果：成功创建一个
TunerTuningEvent对象。
符合性要求:

52

TunerTuningOver
Event

SUCCEED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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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53

前置条件：无。

FAILED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1。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TunerTuningOverEvent(Object tuner, int
status)

54

TunerTuningOverEvent(Object tuner, int
status)方法传入 Tuner 对象和锁频状态。
符合性结果：成功创建一个

TunerTuningOver
Event

TunerTuningOverEvent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une()方法，锁频成
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tus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值

55

getStatus()

SUCCEEDE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une()方法，锁频失
败。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tus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tune(TuningParameters
tuningParameters)，输入正确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无返回值无

56

tune(TuningParameters tuningParameters)

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tune(TuningParameters

Tuner

tuningParameters)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抛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une()方法，锁频成
功。

57

getSignalIntensity()

测试方法：调用 getSignalIntensity ()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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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une()方法，锁频成
58

getSignalQuality()

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ignalQuality()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0~10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正在锁频当中。
测试方法：调用
getCurrentTunningParam()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NULL。

59

getCurrentTunningParam()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une()方法，锁频成
功。
测试方法：
getCurrentTunningParam()。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锁频参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

60

Tuner

addNetworkInterfaceListener(
TuningListener listener)

addNetworkInterfaceListener(TuningListe
ner listener)传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注册的监听器可以收到消
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

61

removeNetworkInterfaceListener(TuningLi
stener listener)

removeNetworkInterfaceListener(TuningLi
stener listener)传入已经注册的监听器对
象。
符合性结果：传入的监听器对象将不会再
收到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当前网络接口调谐到了传送
流。
测试方法：

62

getCurrentTransportStream()

getCurrentTransportStream()。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网络接口调谐到
的传送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当前网络接口未调谐到了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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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getCurrentTransportStream()

测试方法：
getCurrentTransportStream()。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Tun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63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liverySystemType()

getDeliverySystemType()。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网络接口传送类
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64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获取

getInstance()

TunerManager 实例。
符合性结果： 获取实例成功。

Tuner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65

测试方法：
调用 getNetworkInterfaces ()

getNetworkInterfaces()

获取 Tuner 对象数组。
符合性结果：获取 Tuner 对象数组成功。

A.2 广播协议处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POSSIBLE_UNDER_COND
ITIONS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NOT_POSSIBLE
NotAuthorizedIn
terface

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COMMERCIAL_DIALO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4

MATURITY_RATING_DIA
LO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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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5

TECHNICAL_DIALO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6

FREE_PREVIEW_DIALO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7

NO_ENTITLEMEN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8

MATURITY_RATIN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9

TECHNICAL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NotAuthorizedIn
terface
10

前置条件：无。

符合性要求:
GEOGRAPHICAL_BLACKO
U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11

OTH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5。
符合性要求:

12

SERVIC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3

ELEMENTARY_STREAM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NotAuthorizedInterface子类对象。

14

getType()

测试方法：调用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发生未授权错误的MPEG-2
对象类型，取值为0或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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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NotAuthorizedInterface子类对象。
15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

getServic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ervice型，表示不能被解扰的业务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NotAuthorizedInterface子类对象。
getElementaryStream
s()

16

测试方法：调用getElementaryStream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ElementaryStream数组，表示不能被

NotAuthorizedIn
terface

解扰的基本流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NotAuthorizedInterface子类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Reason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 int 型数组，数组长度为 2，int[0]
getReason(int index)

17

表示主要原因，取值为 01；int[1]表示次要原因，取值为 15。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NotAuthorizedInterface子类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Reason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
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Service，然后通过

18

getPID()

Service获取到ElementaryStream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P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承载该基本流的传送包
的PID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Service，然后通过

19

ElementaryStrea
m

getAssociationTag()

Service获取到ElementaryStream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AssociationTag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eger型，表示基本流的DSM-CC关
联标识，若无关联标识则返回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ElementaryStream对

20

getService()

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ervice型，表示该ES流所属的业务。
符合性要求:

21

Service

getServiceId()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Service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int 型，表示业务的标识符（即获取 P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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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program_number 字段信息）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ervice对象。
getTransportStream(
)

22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TransportStream型，表示承载该业
务的传送流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Service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ElementaryStream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Servic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ElementaryStream型，表示该业务所包含
retrieveElementaryS
tream(int pid)

23

的相应的基本流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Service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ElementaryStream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空。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TransportStream类获取到Service对象。

retrieveElementaryS
treams()

24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ElementaryStream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ElementaryStream数组，表示该业务中
全部基本流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TransportStream对象。

getTransportStreamI
d()

25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标示传送流标识符（即获取
PAT中的transport_stream_id字段信息）
。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TransportStream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Servi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ervice对象，表示传送流中承载的

26

TransportStream

retrieveService(int
serviceId)

相应的业务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TransportStream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Servic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空。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TransportStream对象。

27

retrieveServices()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Servi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ervice数组，表示传送流中承载的
所有业务对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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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ElementarySt
ream

符合性要求:
getComponentTag()

前置条件：获取到DvbElementaryStream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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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getComponentTag方法。
DvbElementarySt
ream

getComponentTag()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eger型，表示DVB基本流的组件标
签（即获取PMT中ES流循环携带的stream_identifier_descriptor描
述符的component_tag字段值）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DvbService对象。

29

DvbService

retrieveDvbElementa
ryStream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DvbElementaryStream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DvbElementaryStream型，表示该DVB
业务所包含的DVB基本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DvbTransportStream对象。

30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getNetworkId()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DVB传送流所在网络的网
络标识。

DvbTransportStr
eam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DvbTransportStream对象。
getOriginalNetworkI
d()

31

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DVB传送流的原始网络标
识。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
测试方法：
a)

构造实现SectionFilterListener对象；

b)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newSimpleSectionFilter方法
创建对SectionFilter对象，调用setTimeout设定超时，调
用addSectionFilterListener绑定监听器；

c)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attach方法；

d)

调用SectionFilter的startFiltering方法，输入有效pid
和tid参数；

e)
32

SectionFilterLi
stener

sectionFilterUpdate
()

等待回调sectionFilterUpdate；

符合性结果：sectionFilterUpdate回调成功，并且参数event
值为SectionAvailableEvent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
测试方法：
a)

构造实现SectionFilterListener对象；

b)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newSimpleSectionFilter方法
创建对SectionFilter对象，调用setTimeout设定超时，调
用addSectionFilterListener绑定监听器；

c)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attach方法；

d)

调用SectionFilter的startFiltering方法，输入当前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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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FilterLi
stener

sectionFilterUpdate
()

流程说明
频点中不存在的pid和tid参数；
e)

等待回调sectionFilterUpdate。

符合性结果：sectionFilterUpdate回调成功，参数event为
TimeOutEvent实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clone方法。

33

clon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Object型，表示复制的Section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调用clone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current_next_indi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表示段头

current_next_indica
tor()

34

current_next_indicator字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
current_next_indi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Sec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ByteA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 byte 型，表示对象中所过滤到的段
数据的指定字节。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35

getByteAt(int index)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getByteAt方法，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ByteAt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
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36

getData()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Data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数组，表示所过滤到的段数据，

50

GY/T 303.7—2018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包括段头。
getData()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getData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FullStatus方法。

37

getFullStatus()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值为tru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getFullStatu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last_section_numb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头

Section
38

last_section_number
()

last_section_number字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last_section_number
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private_indi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头private_indicator

39

private_indicator()

字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private_indicator
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section_length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头section_length字

40

section_length()

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section_length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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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_length()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section_numb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头section_number字

41

section_number()

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section_numb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section_syntax_indi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表示段头

section_syntax_indi
cator()

42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字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Section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
section_syntax_indi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43

setEmpty()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setEmpty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table_id_extens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table_id_extension字

44

table_id_extension(
)

段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table_id_extension
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table_id方法。

45

table_id()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的table_id字段。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table_i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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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d()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Section

测试方法：调用version_numb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hort型，表示version_number字段

46

version_number()

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ection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Empty方法，然后调用version_numb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函数执行时抛出NoDataAvailable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ectionFilterGroup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创建一个段过滤器组对象。

SectionFilterGroup(
)

47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ectionFilterGroup 方法，输入无效参数(小于
1)。
符合性结果：方法抛出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addResourceStatusEv
entListener()

48

测试方法：调用 addResourceStatusEventListener 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符合性要求:

SectionFilterGr
oup
49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removeResourceStatu
sEven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ResourceStatusEventListener 方法，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attach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50

attach()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tru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连续调用 attach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51

detach()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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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detach()

测试方法：先调用 attach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然后再调用
detach。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tru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52

getClient()

测试方法：先调用 attach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然后调用
getClient。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跟输入的client参数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53

getSource()

测试方法：先调用 attach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然后调用
getSourc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跟输入的stream参数一致。
符合性要求:

54

SectionFilterGr
oup

newRingSectionFilte
r(int ringSize)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 int
sectionSiz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55

newRingSectionFilte
r(int ringSize, int
sectionSiz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TableSectionFilter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 int
sectionSiz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56

newSimpleSectionFil
ter()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int sectionSize)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57

newSimpleSectionFil
ter(int sectionSiz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TableSectionFilter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int sectionSize)方
法，输入无效参数。

54

GY/T 303.7—2018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newTableSectionFilt
er()

58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TableSectionFilt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
符合性要求 1:

SectionFilterGr
oup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TableSectionFilter(int sectionSize)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newTableSectionFilt
er(int sectionSize)

59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TableSectionFilter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newTableSectionFilter(int sectionSize)方
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addSectionFilterLis
tener()

60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ctionFilterListener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removeSectionFilter
Listener()

61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ctionFilterListener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SectionFilter
62

测试方法：调用 setTimeOut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
setTimeOut()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TimeOut 方法，传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抛出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63

startFiltering()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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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tartFiltering()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连续两次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top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false。
64

stopFiltering()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先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然后
再调用 stopFiltering。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tru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ectionFilter 对象,设置超时和监听器。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等待监
听回调 SectionAvailableEvent 消息后调用 getSection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非空对象。

65

SimpleSectionFi
lter

getSect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SimpleSectionFilter()获得
SimpleSectionFilter 对象,设置超时和监听器。
测试方法：先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然后
在监听器未收到 SectionAvailableEvent 消息前调用 getSection 方
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TableSectionFilter()获得

66

TableSectionFil
ter

getSections()

TableSectionFilter 对象,设置超时和监听器。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等待监
听回调 EndOfFilteringEvent 消息后调用 getSections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非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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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TableSectionFilter()获得
TableSectionFil
ter

getSections()

TableSectionFilter 对象,设置超时和监听器。
测试方法：先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然后
在监听器未收到 EndOfFilteringEvent 消息前调用 getSections 方
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获得 RingSectionFilter 对象,设置超时和监听器。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等待监
听回调 SectionAvailableEvent 消息后调用 getSections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非空对象。

67

RingSectionFilt
er

getSection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已经创建
SectionFilterGroup 对象，调用 newRingSectionFilter(int
ringSize)获得 RingSectionFilter 对象,设置超时和监听器。
测试方法：先调用 startFiltering 方法，传入有效参数，然后
在监听器未收到 SectionAvailableEvent 消息前调用 getSections 方
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空。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
测试方法：
a)

构造实现SectionFilterListener对象；

b)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newSimpleSectionFilter方
法创建对SectionFilter对象，调用setTimeout设定

68

getSource()
SectionFilterEv
ent

超时，调用addSectionFilterListener绑定监听器；
c)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attach方法；

d)

调用SectionFilter的startFiltering方法，输入有效

e)

等待回调sectionFilterUpdate，获取到

appData、pid和tid参数；
SectionFilterEvent对象；
f)

调用g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步骤b)创建的过滤器对象。
符合性要求:
69

getAppData()

前置条件：已经调谐锁定有效频点。
测试方法：
a)

构造实现SectionFilterListener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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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newSimpleSectionFilter方
法创建对SectionFilter对象，调用setTimeout设定
超时，调用addSectionFilterListener绑定监听器；

SectionFilterEv
ent

getAppData()

c)

调用SectionFilterGroup的attach方法；

d)

调用SectionFilter的startFiltering方法，输入有效
appData、pid和tid参数；

e)

等待回调sectionFilterUpdate，获取到
SectionFilterEvent对象；

f)

调用g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步骤d)输入的appData参数值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获取SectionFilterEvent时间的方式，获取
getOriginalVersion(
)

70

Section发生变化的事件--VersionChangeDetectedEvent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Vers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数据的旧版本号。

VersionChangeDe
tectedEven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获取SectionFilterEvent事件的方式，获取

71

getNewVersion()

Section发生变化的事件--VersionChangeDetectedEvent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NewVers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段数据的新版本号。
符合性要求:

72

ForcedDisconnec
tedEvent

getSource()

前置条件：获取到ForcedDisconnectedEvent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相应的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

73

Locator()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非空Locator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参数。

Locator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非空Locator对象。
符合性要求:

74

hasMultipleTransfor
mations()

前置条件：已经创建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hasMultipleTransformation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75

toExternalForm()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输入字符串参数，然后调用
toExternalForm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跟输入字符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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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然后调用
toString方法。
76

toString()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NULL。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输入字符串参数，然后调用toString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跟输入字符串一致。

Locato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相同的参数构造两个对象，然
后调用
equals方法。
77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true。

equal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不同的字符串参数，然后调用
equal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InvalidLocatorException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
"dvb://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格式的有效参
数。
78

DvbLocator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DvbLocator对象。

DvbLocator()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
"dvb://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service_id.c
omponent_tag{&component_tag};event_id/filepath"格式的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DvbLocator对象。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DvbLocator(int onid, int tsid,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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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id, int eventid,int[] componenttags, String filePath)
DvbLocator()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DvbLocator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以不带component_tag的url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
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ComponentTags方法。

79

getComponentTags()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空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以带component_tag的url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ComponentTag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以不带event_id的url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EventId方法。

80

getEventId()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空-1。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以带event_id的url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EventId方法。

DvbLocator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输入的event_id的十进制值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以不带filepath的url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FilePath方法。
81

getFilePath()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空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以带event_id的url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FilePath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输入的filepath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82

getOriginalNetworkI
d()

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输入的original_network_id的十进制值
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83

getTransportStreamI
d()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输入的transport_stream_id的十进制值
一致。
符合性要求:

84

getServiceId()

前置条件：已经构造得到DvbLocator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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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erviceId()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输入的service_id的十进制值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Locator方法，输入
"dvb://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service_id.c
omponent_tag{&component_tag};event_id/filepath"格式的有效参
数，调用toExternalForm方法。

DvbLocator
toExternalForm()

85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跟输入参数一致的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DvbLocator(int onid, int tsid, int
serviceid, int eventid, int[] componenttags, String filePath)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dvb://开头的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DvbNetworkBoundLocator方法，传入有效参数。

DvbNetworkBoundLoca
tor()

86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DvbNetworkBoundLocator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DvbNetworkBound
Locator

测试方法：调用DvbNetworkBoundLocator方法，传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InvalidLocatorExceptionEx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87

getNetworkId()

测试方法：调用DvbNetworkBoundLocator方法，传入有效参数，
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跟输入参数值一致。
符合性要求:

88

SI_BOUQUE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89

SI_NETWORK
SICommonInforma
t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90

SI_SERVIC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91

SI_TS

前置条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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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_TS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92

SI_E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93

SI_EVEN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5。
符合性要求:

94

SICommonInforma
tion

SI_TI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6。
符合性要求:

95

getTyp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CommonInformation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取值范围为0~6。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CommonInformation实例。

96

getSIDatabase()

测试方法：调用getSIDatabas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Database型，表示本接口的SI对象
所属的PSI/SI数据库。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Network实例。

97

getNetworkID()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获取网络标识（即NIT
的network_id字段）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Network实例。

98

getNetworkName()
SINetwork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tring型，表示获取网络标识（即NIT
的network_id字段）
。
符合性要求:

99

getShortNetworkName
()

前置条件：获取到SINetwork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hortNetwork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tring型，表示网络名称简称。
符合性要求:

100

getServicesLocators
()

前置条件：获取到SINetwork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sLocator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org.davic.net.dvb.DvbLocator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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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组，表示该网络下所有业务的定位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INetwork实例。
SINetwork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getService(DvbLocat
or locator)

101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空SIService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INetwork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空对象。
符合性要求:

102

getNetwork()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Network型，表示网络对象。
符合性要求:

103

getNetworkID()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104

getBouquetID()

测试方法：调用getBouquet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群标识（即BAT表的
bouquet_id字段）
。
符合性要求:

105

SIBouquet

getBouquetNam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Bouque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tring型，表示业务群名称全称。
符合性要求:

106

getShortBouquetName
()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hortBouque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tring型，表示获取业务群名称简称。
符合性要求:

107

getServic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Service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Bouquet实例。
108

getServicesLocators
()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sLocator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
org.davic.net.dvb.DvbNetworkBoundLocator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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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109

getServiceName()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String对象，表示业务名
称全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getShortServiceName
()

110

测试方法：调用getShortService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String对象，表示业务名
称简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getServiceProviderN
ame()

111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Provider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String对象，表示业务提
供者名称全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getShortServiceProv
iderName()

112

测试方法：调用getShortServiceProvider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String对象，表示业务提
供者名称简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113

SIService

getServiceType()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获取业务类型(service_type)，取值
范围为0~12。
符合性要求:

114

getChannelNumber()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ChannelNumb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的逻辑频道号。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115

getDvbLocator()

测试方法：调用getDvbLo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org.davic.net.dvb.DvbLocator对
象，表示业务对象的定位器。
符合性要求:

116

getNetworkID()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int型，表示传送流所属网络的标识。
符合性要求: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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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NetworkID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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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riginalNetworkI
D()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对象所属的原始网
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getTransportStreamI
D()

118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对象所属的传送流
标识。
符合性要求:

119

getServiceID()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标识。
符合性要求:

120

getNetwork()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Network对象。
符合性要求:

getTransportStream(
)

121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TransportStream对象。
符合性要求:

SIService
122

getBouquets()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Bouquet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Bouquet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123

getFreeCAMode()

测试方法：调用getFreeCAM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true表示业务被加扰，
接收由CA控制；false表示业务未被加扰，自由接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124

getPcrPID()

测试方法：调用getPcrP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所参考的PCR的
TS_P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125

getEITPresentFollow
ingFlag()

测试方法：调用getEITPresentFollowingFlag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true表示该业务有EIT
当前/后续信息，false表示该业务无EIT当前/后续信息。
符合性要求:

126

getEITScheduleFlag(
)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ElementaryStreams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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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EITScheduleFlag(
)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true表示该业务有EIT
时间表信息，false表示该业务无EIT时间表信息。
符合性要求:

SIServic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ervice实例。

retrieveElementaryS
treams()

127

测试方法：调用retrieveElementaryStream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Request对象。
符合性要求:

128

前置条件：获取到SITransportStream实例。

getNetworkID()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传送流所属网络的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TransportStream实例。

getOriginalNetworkI
D()

129

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传送流对象所属的原始
网络标识。

SITransportStre
am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TransportStream实例。
getTransportStreamI
D()

130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传送流对象的传送流标
识。
符合性要求:

131

getNetwork()

前置条件：获取到SITransportStream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Network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132

getComponentTag()

测试方法：调用getComponentTag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型，表示基本流组件标签。若该
基本流未携带stream_identifier_descriptor，则其组件标签值缺省
为-2。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133

SIElementaryStr
eam

getElementaryPID()

测试方法：调用getElementaryP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hort型，表示承载该基本流的传送
流包标识。
符合性要求:

134

getNetworkID()

135

getOriginalNetworkI
D()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传送流所属网络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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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NetworkID方法。
getOriginalNetworkI
D()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实现该接口的基本流对
象所属的原始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getTransportStreamI
D()

136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基本流对象所属的传送
流标识。
符合性要求:

137

SIElementaryStr
eam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getServiceID()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基本流对象所属的业务
标识。
符合性要求:

138

getStreamTyp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tream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类型，表示基本流流类型。
符合性要求:

139

getServic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lementaryStream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Service对象。
符合性要求:

140

getNetworkID()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传送流所属网络的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getOriginalNetworkI
D()

141

测试方法：调用getOriginal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事件(event)对象所属的
原始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SIEvent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42

getTransportStreamI
D()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事件(event)对象所属的
传送流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43

getServiceID()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事件(event)对象所属的
业务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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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44

getEventID()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Event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事件标识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45

getDvbLocator()

测试方法：调用getDvbLocato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org.davic.net.dvb.DvbLocator对
象，表示事件(event)对象的定位器。
符合性要求:

146

getServic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ervi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Service对象。
符合性要求:

147

getNibbles()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Nibble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48

SIEvent

getStartTime()

测试方法：调用getStartTi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util.Date对象，表示事件的起
始时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49

getDuration()

测试方法：调用getDurat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long型，表示事件的持续时间
（duration）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50

getEndTime()

测试方法：调用getEndTi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util.Date对象，表示事件的结
束时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51

getEventName()

测试方法：调用getEven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tring型，表示获取事件名称全称
(event_name)。
符合性要求:

152

getShortEventName()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hortEven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String对象，表示事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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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hortEventName()

称简称。若无简称信息，应返回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getEventDescription
()

153

测试方法：调用getEventDescript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String对象，表示事件的
描述。
符合性要求:

SIEvent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154

getFreeCAMode()

测试方法：调用getFreeCAM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oolean型，true表示该事件被加扰，
接收由CA控制；false表示未加扰，自由接收。
符合性要求:

155

getRunningStatus()

前置条件：获取到SI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RunningStatu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型，表示事件的运行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Time实例。

156

SITime

getUTCTime()

测试方法：调用getUTCTim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util.Date对象，表示UTC时间，
从TDT或TOT中获取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SIDescripto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ByteA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型，表示指定位置上的一个字节

157

getByteAt(int index)

内容。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SIDescripto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ByteAt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时抛出
java.lang.IndexOutOfBoundsException异常。

SIDescriptor
158

符合性要求:
getContent()

前置条件：获取到SIDescripto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Cont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byte数组，表示描述符的内容部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Descriptor实例。
159

getContentLength()

测试方法：调用getContentLength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hort型，表示描述符内容部分的长
度，单位为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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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60

SIDescriptor

getTag()

前置条件：获取到SIDescripto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Tag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hort型，表示描述符标签字段值。
符合性要求:

161

SIRequest

cancelRequest()

前置条件：获取到SIReques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cancelReques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162

SIRetrieveListe
ner

postEvent()

前置条件：构造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163

SIUpdateListene
r

postEvent()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NI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NI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164

getDatabas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getDatabas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Database数组。
符合性要求:

165

getID()

前置条件：已经SIDatabase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get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有效。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SIDatabase
166

addNITUpdateListene
r()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NI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NI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167

removeNITUpdateList
ener()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NI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removeNITUpdateListen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168

70

addBATUpdateListene
r()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BA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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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addBATUpdateListene
r()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BA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removeBATUpdateList
ener()

169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BA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removeBATUpdateListen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addPATUpdateListene
r()

170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PA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PA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removePATUpdateList
ener()

171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PA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removePATUpdateListener方法。

SIDatabase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172

addPMTUpdateListene
r()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PM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PM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173

removePMTUpdateList
ener()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PM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removePMTUpdateListen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174

addSDTUpdateListene
r()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SD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SD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175

removeSDTUpdateList
en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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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SD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removeSDTUpdateList
ener()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removeSDTUpdateListen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176

getAllNetworks()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AllNetwork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Network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177

getAllServices()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AllServi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Service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getAllTransportStre
ams()

178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AllTransportStream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TransportStream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SIDatabase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Bouquets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为0的SIBouquet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179

getSIBouquets()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Bouquet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 0 的 SIBouquet 数组。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Bouquet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其中
service_id为-1。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Bouquet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180

getSIElementStreams
()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ElementStreams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为0的SIElementStream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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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ElementStream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ElementStream数组。
getSIElementStreams
()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ElementStream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其
中service_id为-1。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ElementStream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Services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为0的SIService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
181

getSIServices()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Service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Service数组。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已经搜索(自动搜索、手动搜索、区间搜索等)，通过
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SIService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其中
service_id为-1。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长度大于0的SIService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SIDatabase对象。

getPreferredLanguag
e()

182

测试方法：先调用setPreferredLanguag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然后再调用getPreferredLanguag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跟输入一致。
符合性要求:

setPreferredLanguag
e()

183

前置条件：已经SIDatabase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setPreferredLanguag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执行成功。
符合性要求:

184

getCode()
SIRequestFailur
eType

185

前置条件：获取到SIRequestFailureType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C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取值范围为0~3。

to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RequestFailureType实例。

73

GY/T 303.7—2018
序号

类/接口
SIRequestFailur
eType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toString()

测试方法：调用toString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有效。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RetrieveEvent实例。

186

getSource()

测试方法：调用g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Object对象，表示产生事件的
SIRequest对象。

SIRetrieveEven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RetrieveEvent实例。

187

getAppData()

测试方法：调用getAppData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java.lang.Object对象，表示附加应
用数据。
符合性要求:

188

SISuccessRetrie
veEvent

getResult()

前置条件：获取到SISuccessRetrieveEvent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getResul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有效。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到SIFailureRetrieveEvent实例。

189

SIFailureRetrie
veEvent

getReason()

测试方法：调用getReason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SIRequestFailureType对象，表示
PSI/SI信息检索失败的原因。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NI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190

getTableID()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NI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拿到
SIUpdateEvent对象，调用getTabl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发生更新的PSI/SI表标
识(table_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SIUpdateEvent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BA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191

getBouquetID()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BA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拿到
SIUpdateEvent对象，调用getBouquet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群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192

getNetworkID()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NI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NI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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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NetworkID()

SIUpdateEvent对象，调用getTabl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NI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getOriginalNetworkI
D()

193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NI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拿到
SIUpdateEvent对象，调用getTabl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原始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SIUpdateEvent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PM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194

getServiceID()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PM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拿到
SIUpdateEvent对象，调用getService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业务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锁定有效频点，通过SIDatabase的getDatabase方
法拿到SIDatabase实例，调用addSDTUpdateListener绑定构造的

getTransportStreamI
D()

195

SIRetrieveListener实例。
测试方法：等待流中SDT表发生变化回调postEvent方法，拿到
SIUpdateEvent对象，调用getTransportStreamID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值为int型，表示传送流标识。

A.3 双向宽带网络接入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1

Listener

onAvailabilityChanged()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调
用 addListener()方法注册回调函数，插拔网线改变网络
状态
符合性结果: 网络状态改变时回调函数被调用

2
3
4
5

DhcpInfo

ipAddress
gateway
dns1
dns2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调
用 getDhcpInfo()方法

6

serverAddress

符合性结果: 返回的DhcpInfo对象非空
符合性要求:

7

EthernetManager

ETHERNET_STATE_DISABLED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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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thernetManager 中的 getNetLinkStatus()方法，插拔
ETHERNET_STATE_DISABLED

网线改变网络状态。
符 合 性 结 果 :getNetLinkStatus() 方 法 返 回
ETHERNET_STATE_DISABLED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访

8

ETHERNET_STATE_ENABLED

问 EthernetManager 中的 getNetLinkStatus()方法，插拔
网线改变网络状态。
符 合 性 结 果 : getNetLinkStatus() 方 法 返 回
ETHERNET_STATE_ENABLED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访

9

ETHERNET_STATE_UNKNOWN

问 EthernetManager 中的 getNetLinkStatus()方法，插拔
网线改变网络状态。
符 合 性 结 果 :getNetLinkStatus() 方 法 返 回
ETHERNET_STATE_UNKNOWN状态
符合性要求:

EthernetManager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访
10

EVENT_DHCP_CONNECT_SUCCESSED

问 EthernetManager 中的 getNetLinkStatus()方法，在设
置中通过 DHCP 接入网络
符 合 性 结 果 : getNetLinkStatus() 方 法 返 回
EVENT_DHCP_CONNECT_SUCCESSED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11

EVENT_DHCP_CONNECT_FAILED

访问 EthernetManager 中的 getNetLinkStatus()方法，在
设置中关闭 DHCP
符 合 性 结 果 : getNetLinkStatus() 方 法 返 回
EVENT_DHCP_CONNECT_FAILED状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12

isAvailable()

调用 isAvailable()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返回tru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未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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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isAvailable()

调用 isAvailable()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13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addListener()

调用 addListener()方法注册回调函数，通过插拔网线改
变网络状态
符合性结果: 回调函数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14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removeListener()

调用 removeListener ()方法删除回调函数，通过插拔网
线改变网络状态
符合性结果: 回调函数不会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EthernetManager
15

getConfiguration()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Configurat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返回IP的配置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16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setConfiguration()

调用 setConfiguration()方法及 getConfiguration()方
法。
符合性结果: get的信息和set的信息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17

setEthernetEnable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setEthernetEnabled()方法，参数为 true。
符合性结果:以太网被启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18

getEthernetStat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EthernetStat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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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EthernetSt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网络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19

getDhcpInfo()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hcp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DHCP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0

getNetLinkStatus()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NetLinkStatu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物理连接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1

getInterfaceNam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Interface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网口名称。

Ethernet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22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setEthernetMode()

调用 setEthernetM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以太网的连接模式，如DHCP、PPPOE
等。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3

getEthernetMod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setEthernetMode()方法及 getEthernetM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get和set获取到的信息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4

getDeviceNameList()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eviceNameList()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以太网口列表。
符合性要求:

25

getTotalInterface()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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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getTotalInterface()

调用 getTotalInterfa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可用的物理网口数量。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6

enableEthernet()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enableEthernet()方法。
符合性结果:使能以太网，被测设备可连入网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7

setInterfaceNam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setInterface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以太网名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8

EthernetManager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getDhcpOption60State()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hcpOption60Stat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Dhcp Option60/Option61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29

getDhcpOption60Login()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hcpOption60Login()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Dhcp Option61用户名。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30

getDhcpOption60Passwor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hcpOption60Password()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Dhcp Option60密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31

setDhcpOption60()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setDhcpOption60()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Dhcp Option60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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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32

getDhcpOption125Stat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hcpOption125Stat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DHCP Option125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33

getDhcpOption125Info()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DhcpOption125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DHCP Option125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34

setDhcpOption125()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setDhcpOption125()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DHCP Option125信息。

Ethernet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35

enableIpv6()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enableIpv6()方法。
符合性结果:使能IPv6网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36

getIpv6PersistedState()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getIpv6PersistedState()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DHCPv6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37

setEthernetMode6()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EthernetManager 对象，
调用 setEthernetMode6()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获取IPv6地址的模式。
符合性要求:

38

ActionListener

onSuccess()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 WiFi 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某对象 implements 此接口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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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uccess()

调用对象中的 onSuccess()方法。
符合性结果: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ActionListener
39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onFailure()

设备的 WiFi 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某对象 implements 此接口类，
调用对象中的 onFailur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0

getMacAddress()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MacAddress()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取热点路由MAC地址。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1

getSSI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SSID()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网络连接的SS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2

getLinkSpeed()
WifiInfo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LinkSpeed()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网络连接的速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3

getNetworkI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NetworkId()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网络连接的标识号。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4

getBSSI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BSSID()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访问点BSSID。
符合性要求:

45

getIpAddress()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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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IpAddress()

getIpAddress()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连接的IP地址。
符合性要求:

WifiInfo
46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getFrequency()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Info 对象，调用
getFrequency()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连接的发射频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7

ERROR_AUTHENTICATING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访问
常量 ERROR_AUTHENTICATING。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8

WIFI_STATE_DISABLING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访问
常量 WIFI_STATE_DISABLING。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49

WIFI_STATE_DISABLED
WifiManager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访问
常量 WIFI_STATE_DISABLED。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0

WIFI_STATE_ENABLING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访问
常量 WIFI_STATE_ENABLING。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1

WIFI_STATE_ENABLE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访问
常量 WIFI_STATE_ENABLED。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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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WIFI_STATE_UNKNOWN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访问
常量 WIFI_STATE_UNKNOWN。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

53

WifiManager()

测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
符合性结果：对象创建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4

getConfiguredNetworks()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getConfiguredNetworks()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可用的WiFi网络连接配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5

addNetwork()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addNetwork()方法。

WifiManager

符合性结果: 添加一个网络配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6

removeNetwork()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removeNetwork()方法。
符合性结果: 移除某个指定的网络配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7

enableNetwork()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enableNetwork()方法。
符合性结果: 启用某个网络连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58

disableNetwork()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disableNetwork()方法。
符合性结果: 禁用某个网络连接。
符合性要求:

59

getConnectionInfo()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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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getConnectionInfo()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getConnection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连接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0

isWifiEnable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isWifiEnabled()方法。
符合性结果: 查询WiFi是否开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1

setWifiEnable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setWifiEnabled()方法。
符合性结果: 设置WiFi开启或关闭。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2

saveConfiguration()
WifiManager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saveConfigurat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 保存网络配置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3

getScanResults()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getScanResults()方法。
符合性结果: 获取扫描结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4

startScan()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startScan()方法。
符合性结果: 启动扫描。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5

disconnect()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dis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 从当前网络连接点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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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6

reassociat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reassociate()方法。
符合性结果: 重新关联当前的网络连接点。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7

reconnect()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re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重新连接当前网络。

Wifi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8

getDhcpInfo()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getDhcp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上一次DHCP请求的结果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69

getWifiState()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WifiManager 对象，调用
getWifiStat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WiFi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70

SSI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ScanResult 对象，访问
SSID 成员。
符合性结果: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ScanResult
71

BSSID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ScanResult 对象，访问
BSSID 成员。
符合性结果: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72

capabilities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测试方法:测试程序中创建 ScanResult 对象，访问
capabilities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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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ies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73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Frequency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ScanResult 对象，访问
frequency 成员。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ScanResul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程序 import org.tvos.net 包，且被测
74

设备的以太网已初始化。

level

测试方法: 测试程序中创建 ScanResult 对象，访问
level 成员。
符合性结果: 测试程序可编译通过。

A.4 人机交互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条件。
1

NgbKeyListener

notifyKey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notifyKeyEvent()注册按键事件通知
使用按键输入设备，触发按键按下弹起过程。
符合性结果：notifyKeyEvent返回成功，发生按键事
件通知，且通知发出的按键事件与实际触发按键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条件。

2

NgbMouseListener

notifyMouse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notifyMouseEvent()注册按键事件通
知；使用鼠标输入设备，触发按键按下弹起过程。
符合性结果：notifyMouseEvent返回成功，发生按键
事件通知，且通知发出的按键事件与实际触发按键相符。
符合性要求:

3

ALIGN_CENT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4

FrontPanel

ALIGN_LEF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5

ALIGN_RIGH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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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STATUS_OFF

6
STATUS_OFF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7

STATUS_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8

STATUS_UNKNOW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9

TYPE_MAI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0

TYPE_SIGNA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11

FrontPanel

TYPE_POW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12

TYPE_RADIO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

13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获取前面板实例。
符合性结果：getInstance返回成功，获取系统实现的
前面板实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并显示字符串。

14

clear()

测试方法：调用 clear()清除前面板所有显示信息。
符合性结果：clear返回成功，清除成功，前面板显示
内容清空。
符合性要求:

15

displayDate(Date date)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
测试方法：调用 displayDate()写入当前时间日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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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displayDate(Date date)

符合性结果：displayDate返回成功，显示成功，前面
板显示当前时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

16

displayText(String str)

测试方法：调用 displayText()写入的字符串信息。
符合性结果：displayText返回成功，显示成功，前面
板显示当前写入的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

17

getStatus(int typ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tus()获取前面板特定类型指
示灯的状态。
符合性结果：getStatus返回成功，获取状态成功且与
实际情况相符。

FrontPane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
setStatus(int type, int
value)

18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atus()设置前面板特定类型指
示灯的状态。
符合性结果：setStatus返回成功，设置成功，查看指
示灯状态与设置情况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设备。
测试方法：调用 getMaxChars()获取前面板能够显示

19

getMaxChars()

的字符串最大数量；调用 displayText()写入相应长度的
字符串。
符合性结果：getMaxChars返回成功，获取成功，按要
求填写字符串显示后显示正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设备。

20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获取系统实现的输入
控制管理实例。
符合性结果：getInstance返回成功，获取成功。

NgbInput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设备。

21

addKeyEven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addKeyEventListener()向系统注册
指定的按键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结果：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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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设备。
22

removeKeyEven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KeyEventListener()从系统移
除指定的按键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结果：移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设备。

23

injectKey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injectKeyEvent()向系统注入一个指
定的按键事件。
符合性结果：injectKeyEvent返回成功，注入成功，
按键事件监听器能够监听到该事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NgbInputManager
24

addMouseEven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addMouseEventListener()向系统注
册指定的鼠标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结果：注册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25

removeMouseEven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MouseEventListener()从系统
移除指定的鼠标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结果：移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26

injectMouse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injectMouseEvent()向系统注入一个
指定的鼠标事件。
符合性结果：injectMouseEvent返回成功，注入成功，
鼠标事件监听器能够监听到该事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输入设备。

27

getEventTime()

测试方法：输入设备触发一次输入事件，调用
getEventTime()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产生时间值。
符合性结果：getEventTime返回时间值，获取输入事
件产生时间与实际相符。

NgbInputEven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输入设备。

28

getSource()

测试方法：输入设备触发一次输入事件，调用
getSource()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产生源。
符合性结果：getSource返回产生源，获取输入事件产
生源与实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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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设备。
29

getAction()

测试方法：按键输入设备触发一次输入事件，调用
getAction()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状态。
符合性结果：getAction返回事件状态，获取按键输入
事件状态与实际相符。

KeyEven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按键输入设备。
30

getCode()

测试方法：按键输入设备触发一次输入事件，调用
getCode()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键值码。
符合性结果：getCode返回键值码，获取按键输入事件
键值码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31

getAction()

测试方法：鼠标输入设备触发一次输入事件，调用
getAction()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状态。
符合性结果：getAction返回事件状态，获取鼠标输入
事件状态成功且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32

getCode()

测试方法：鼠标输入设备触发一次输入事件，调用
getCode()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键值码。
符合性结果：getCode返回键码，获取鼠标输入事件键
值码成功且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MouseEvent
33

getButton()

测试方法：鼠标输入设备按下按键触发一次输入事件，
调用 getButton()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鼠标按钮。
符合性结果：getButton返回鼠标按钮，获取鼠标输入
事件鼠标按钮成功且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34

getX()

测试方法：鼠标输入设备移动鼠标触发输入事件，调
用 getX()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鼠标焦点 X 轴位置。
符合性结果：getX返回位置数值，获取鼠标输入事件
鼠标焦点X轴位置成功且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35

getY()

前置条件：具备鼠标输入设备。
测试方法：鼠标输入设备移动鼠标触发输入事件，调
用 getY()获取该次输入事件的鼠标焦点 Y 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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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Y()

符合性结果：getY返回位置数值，获取鼠标输入事件
鼠标焦点Y轴位置成功且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36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

onVoiceStart()

测试方法：调用 onVoiceStart()函数，开始语音输入。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语音输入开始。
符合性要求:

37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语音输入已开始。

onVoiceEnd()

测试方法：调用 onVoiceEnd()函数，结束语言输入。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语音输入结束。
符合性要求:

NgbVoiceListener
38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语音输入已开始后结
onVoiceResult()

束。
测试方法：调用 onVoiceResult()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获取到语音识别的结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语音输入已开始后结

39

onError()

束。
测试方法：调用 onError()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获取到语音过程中的错
误码。
符合性要求:

40

getInstance()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实例获取成功。
符合性要求:

41

startListening()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实例获取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Listening()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

NgbVoice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实例获取成功，开始

42

stopListening()

语音监听。
测试方法：调用 stopListening()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实例获取成功，开始

43

cancel()

语音监听。
测试方法：调用 cancel()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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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44

setVoiceListener()
NgbVoiceManager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实例获取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etVoiceListener()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
符合性要求:

45

release()

前置条件：具备语音输入设备，实例获取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lease()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

A.5 AV设置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CHANNEL_STEREO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CHANNEL_LEFT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无。

CHANNEL_RIGHT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2。
符合性要求:

4

AudioSetting

前置条件：无。

CHANNEL_MIXED_MONO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3。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5

getOutputInterfaceList()

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有可用的音
频输出端口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6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String
port)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
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参数指定的系统
音频输出端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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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
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
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返回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disableOutputInterface(String
port)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
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音频
输出端口关闭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7
disableOutputInterface(String
port)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
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
参数。

AudioSetting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音频输出端口状
态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音频
输出端口打开成功。

8

enableOutputInterface(String
por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音频输出端口状
态不变。
符合性要求:

9

getOutputVolume()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Volum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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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音量大小值
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Volum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setOutputVolume(int volum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音量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1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Volum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setOutputVolume(int volum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音量设置为有效
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11

getOutputChannelMode()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

AudioSetting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输出声道类
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12

setOutputChannelMode(int type)

输出声道类型,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HDMI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
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输出声道类型不
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13

getOutputSPDIFMode()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spdif 接口连接 AV 功
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SPDIFMod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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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utputSPDIFMod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spdif输出
接口数据格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spdif 接口连接 AV 功
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14

setOutputSPDIFMode(int mode)

输出声音格式,并和 AV 功放显示声音格式一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spdif 接口连接 AV 功
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输出声音格式不
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AudioSetting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调用 mute 接口静音。
测试方法：调用 is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是否静音的
状态为 true,并和实际效果相符。

15

isMut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调用 unmute 接口解
除静音。
测试方法：调用 is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是否静音的
状态为 false,并和实际效果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16

mute()

功。
测试方法：调用 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系统静音。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17

unMute()

功。
测试方法：调用 un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系统解除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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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HDMI 端口连接 AV 功放输入,AV 功放 HDMI
输出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功, HDMI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
18

getOutputHDMIFMode()

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HDMIF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系统HDMI输出接口
数据格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HDMI 端口正常连接 AV 功放,AV 功放 HDMI
输出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功,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
态。

AudioSetting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HDMIMod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19

setOutputHDMIMode(int mode)

HDMI 输出声音类型,并和 AV 功放实际显示值一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HDMI 端口正常连接 AV 功放,AV 功放 HDMI
输出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功,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
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HDMIMod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系统HDMI输出声音类型
不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20

getOutputInterfaceList()

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有可用的视
频频输出端口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VideoSetting

21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String
port)

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参数指定的系统视
频输出端口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
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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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utputInterfaceStatus(String
port)

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返回值为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
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参数指定的系统视频输
出端口关闭成功。

disableOutputInterface(String
port)

22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
功,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
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视频输出端口状
态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VideoSetting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视频
输出端口打开成功。

23

enableOutputInterface(String
por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
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视频输出端口状
态不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24

getOutputMatchMethod()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MatchMethod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长
宽比适配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25

getOutputBrightness()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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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Brightness 方法。
getOutputBrightness()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亮度大小值
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26

getOutputContrast()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Contra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对比度大小
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27

getOutputSaturation()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Saturation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饱和度大小
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对于高清系统调用 getOutputStandard
方法,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的 VOUT_HD。

VideoSetting
28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型号格式值
getOutputStandard(int device)

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对于标清系统调用 getOutputStandard
方法,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的 VOUT_SD。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系统型号格式值在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29

getOutputStandards(int device)

测试方法：对于标清系统调用 getOutputStandards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的 VOUT_SD。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所有系统型号格式值并
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

30

getOutputTransparency()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Transparency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系统透明度大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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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OutputTransparency()

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MatchMethod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指值设置系

setOutputMatchMethod(int
matchMethod)

31

统视频输出长宽比适配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MatchMethod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盒长宽
比适配模式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Brightness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VideoSetting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32

setOutputBrightness(int value)

亮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Brightness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音量设置为有效
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ontrast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33

setOutContrast(int valu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对比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ontrast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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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OutContrast(int valu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对比度设置为有
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ontrast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34

setOutputSaturation(int value)

对比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ontrast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对比度设置为有
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高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

VideoSetting

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H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视频信号格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setOutputStandard()
35

测试方法：标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
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S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视频信号格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高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
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H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视频信号格式值
不变。
符合性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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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标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
setOutputStandard()

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S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系统视频信号格式值
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Transparency 方法,,参
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36

setOutputTransparency()

透明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Transparency 方法,,参
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透明度设置为有

VideoSetting

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37

getOutputAspectRatio()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AspectRatio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长
宽比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AspectRatio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38

setOutputAspectRatio()

视频输出长宽比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AspectRatio 方法,,参数
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盒长宽
比模式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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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39

GetColorSpaceMod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lorSpace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色
彩空间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40

GetDeepColorMod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epColor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色
深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lorSpaceAndDeepColor 方
法,,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41

VideoSetting

SetColorSpaceAndDeepColor()

视频输出色彩空间,色深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lorSpaceAndDeepColor 方
法,,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色彩空
间,色深模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42

GetHDRTyp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HDRTyp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到当前正确的 HDR
模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HDRTyp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

43

SetHDRType()

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视频输出 HDR 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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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SetHDRType()

测试方法：调用 SetHDRTyp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HDR模式
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44

GetStereoOutMod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ereoOut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立
体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OutMod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45

SetStereoOutMode()

视频输出立体 R 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VideoSetting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OutMod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立体模
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46

GetRightEyeFirst()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RightEyeFir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立
体模式的是否右眼在前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RightEyeFirst 方法,参数为接

47

SetRightEyeFirst()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视频输出立体右眼在前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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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SetRightEyeFirst 方法,参数为接
SetRightEyeFirst()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立体模
式右眼在前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48

GetStereoDepth()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ereoDepth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立
体模式深度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Depth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49

SetStereoDepth(int depth)

视频输出立体模式深度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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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Depth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视频输出立体模
式深度值设置为有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50

getPictureMod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Picture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图
像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cture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51

setPictureMode(int mod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视频输出图像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cture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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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setPictureMode(int mod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图像值
不变。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52

getDisplayHu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DisplayHu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色
调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DisplayHue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53

setDisplayHue(int hue)

视频输出色调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VideoSetting

测试方法：调用 setDisplayHue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系统视频输出色调值设
置为有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
功,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54

测试方法：调用 SaveDisplayFmt 方法。

SaveDisplayFmt()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保存视频输出参
数配置,系统掉电重启后视频输出参数配置能保持不丢
失。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55

setOptimalFormatEnabl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ptimalFormatEnabl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56

getOptimalFormatEnable()

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ptimalFormatEnabl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到当前正确的自
动化视频输出格式使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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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1

MEDIA_ERROR_UNKNOW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1
符合性要求:

2

MEDIA_ERROR_SERVER_DI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
符合性要求:

MEDIA_ERROR_NOT_VALID_FOR_PROGR
ESSIVE_PLAYBACK

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00
符合性要求:

4

TVOS_MEDIA_ERROR_START_FAIL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0
符合性要求:

5

TVOS_MEDIA_ERROR_SETPACE_FAIL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1

MediaPlayer

符合性要求:
6

TVOS_MEDIA_ERROR_SEEK_FAIL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2
符合性要求:

7

TVOS_MEDIA_ERROR_PAUSE_FAIL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3
符合性要求:

8

TVOS_MEDIA_ERROR_RESUME_FAIL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4
符合性要求:

9

TVOS_MEDIA_ERROR_STOP_FAIL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5
符合性要求:

10

TVOS_MEDIA_ERROR_URL_INVALI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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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ERROR_RESOURCE_UNAVA
ILABLE

1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7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ERROR_AUDIO_DECODE_E
RROR

1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8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ERROR_VIDEO_DECODE_E
RROR

1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9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ERROR_UNSUPPORT_VIDE
O_DEC

1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10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ERROR_UNSUPPORT_AUDI
O_DEC

15
MediaPlay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11
符合性要求:

16

TVOS_MEDIA_ERROR_CONNECT_FAIL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12
符合性要求:

17

TVOS_MEDIA_ERROR_VOD_SEARCH_FAI
L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300
符合性要求:

18

TVOS_MEDIA_ERROR_VOD_OUT_OF_RAN
G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301
符合性要求:

19

MEDIA_INFO_UNKNOW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20

MEDIA_INFO_STARTED_AS_NEX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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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21

MEDIA_INFO_RENDERING_STAR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22

MEDIA_INFO_VIDEO_TRACK_LAGGIN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00
符合性要求:

23

MEDIA_INFO_BUFFERING_STAR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01
符合性要求:

24

MEDIA_INFO_BUFFERING_EN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02
符合性要求:

25

MEDIA_INFO_NETWORK_BANDWID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03

MediaPlayer

符合性要求:
26

MEDIA_INFO_BAD_INTERLEAVIN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00
符合性要求:

27

MEDIA_INFO_NOT_SEEKABL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01
符合性要求:

28

MEDIA_INFO_METADATA_UPDAT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02
符合性要求:

29

MEDIA_INFO_EXTERNAL_METADATA_UP
DAT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03
符合性要求:

30

MEDIA_INFO_TIMED_TEXT_ERRO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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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31

MEDIA_INFO_UNSUPPORTED_SUBTITL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901
符合性要求:

32

MEDIA_INFO_SUBTITLE_TIMED_OU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902
符合性要求:

33

TVOS_MEDIA_INFO_START_SUCCES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0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INFO_TUNE_LOCK_SUCCE
S

3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1
符合性要求:

35

TVOS_MEDIA_INFO_TUNE_LOCK_LOS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2

MediaPlayer

符合性要求:
36

TVOS_MEDIA_INFO_NO_STREAM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3
符合性要求:

37

TVOS_MEDIA_INFO_STREAM_RECOV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4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INFO_AUDIO_DECODE_SU
CCESS

38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5
符合性要求:

39
39

TVOS_MEDIA_INFO_VIDEO_DECODE_SU
CCES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6
符合性要求:

40

TVOS_MEDIA_INFO_PACE_CHANG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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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41

TVOS_MEDIA_INFO_DVB_CA_READY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100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INFO_DVB_CA_NOT_READ
Y

4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101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INFO_VOD_END_OF_STRE
AM

4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1300
符合性要求:

TVOS_MEDIA_INFO_VOD_BEGIN_OF_ST
REAM

4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301
符合性要求:

45

MediaPlay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的对象。
符合性结果:MediaPlayer对象创建成功。

MediaPlayer

符合性要求:
46

setDataSource()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Source()，入参有效。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无错误消息上报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监听

47

prepareAsync()

setOnPreparedListener，且 setDataSource()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prepareAsync()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prepare成功以后要收到
MEDIA_PREPARED消息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且

48

prepare()

setDataSource()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prepare()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同步等待准备完成。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49

start()

prepare()调用成功后，或调用 prepareAsync()后，
setOnPreparedListener()收到监听。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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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成功播放，首次播放时可收
到MEDIA_STARTED消息。
符合性要求:

50

pause()

前置条件:播放器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pause()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播放被暂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正常播放。

51

getDur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Duration()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文件的长度，若资源或业务不支
持，则返回-1。
符合性要求:

52

getCurrentPosition()

前置条件: 播放器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CurrentPosition()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文件的当前位置。
符合性要求:

53

setVolume()

前置条件: 播放器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Volume()接口，且入参有效。
符合性结果:音量设置成功，无返回值。

MediaPlayer
54

符合性要求:
seekTo()

前置条件: 播放器正常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ekTo()接口，且入参有效。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且跳转至指定位置播放。
符合性要求:

55

reset()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reset()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播放器回到初始化状态。
符合性要求:

56

release()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release()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播放器被销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57

setOnInfo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InfoListener()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注册消息监听，当信息消息
到来时，可收到消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58

setOnError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ErrorListener()接口。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注册错误监听，当错误到来
时，可收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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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59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CompletionListener()接口。

setOnCompletion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注册播放完成监听，当播放
完成时，可收到播放完成事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60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PreparedListener()接口。

setOnPrepared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注册准备监听，当播放器准
备就绪时，可收到准备就绪事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61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PreparedListener()接口。

setOnBufferingUpdate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注册缓冲更新监听，当缓冲
更新消息到来时，可收缓冲更新消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62

测试方法:调用 setDisplay()接口，且入参有效。

setDisplay()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设置媒体视频播放的
SurfaceHolder。

MediaPlay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63

测试方法:调用 setAudioStreamType()接口，且入参

setAudioStreamType()

有效。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设置音频流类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opMode()接口，且入参有效为
0。
符合性结果:返回成功，设置黑屏模式。
64

setStopMod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准备完成。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opMode()接口，且入参有效为
1。
符合性结果:返回成功，设置静帧模式。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65

getStopMode()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opMode()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对应的设置的静帧模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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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66

getStartTime()

准备完成。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rtTime()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表示时移（或者回看）节目的起
始时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67

getPace()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ce()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表示快进或快退的速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68

setPace()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Pace()接口，入参为有效。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播放时显示正确的倍数播放
效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69

MediaPlayer

setClip()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Clip()接口，入参为有效。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表示显示媒体源指定区域画
面。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70

getClip()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Clip()接口，入参为有效。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表示媒体源画面显示区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71

clearVideo()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clearVideo()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表示清屏成功，
失败返回-1。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VideoDisplay()接口，参数为

72

setVideoDisplay()

TVOS_VIDEO_DISPLAY_CLOSE。然后再次调用
setVideoDisplay()接口，参数为
TVOS_VIDEO_DISPLAY_OPEN。
符合性结果:两次调用均成功返回 TRUE，视频输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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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VideoDisplay()

关闭后重新打开。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Player 对象，且已经

73

MediaPlayer

getVideoDisplay()

开始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VideoDisplay()接口。
符合性结果:调用成功，放回当前正确的视频输出状
态。
符合性要求:

74

前置条件:无

MEDIA_TRACK_TYPE_UNKNOWN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75

前置条件:无

MEDIA_TRACK_TYPE_VIDEO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76

前置条件:无

MEDIA_TRACK_TYPE_AUDIO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77

前置条件:无

MEDIA_TRACK_TYPE_TIMEDTEXT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TrackInfo

符合性要求:
78

前置条件:无

MEDIA_TRACK_TYPE_SUBTITL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g.tvos.media.TrackInfo 对
象。

79

测试方法:调用getTrackInfo()接口。

getTrackInfo()

符合性结果:获取当前正在播放的节目所有可操作
的音频流信息，包含音频、视频、字幕、同步字幕等，
返回org.tvos.media.TrackInfo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org.tvos.media.TrackInfo 对
80

selectTrack()

象
测试方法:调用selectTrack()接口，入参为有效
track index。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表示选择一个某一路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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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g.tvos.media.TrackInfo 对
象。
81

TrackInfo

getSelectedTrack()

测试方法:调用getSelectedTrack()接口，入参为有
效track type。
符合性结果:获取当前选择用于回放的音频、视频或
字幕磁道的索引。返回值表示选择用于回放的音频、视
频或字幕的索引。
符合性要求:

82

MIMETYPE_VIDEO_VP8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x-vnd.on2.vp8"
符合性要求:

83

MIMETYPE_VIDEO_VP9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x-vnd.on2.vp9"
符合性要求:

84

MIMETYPE_VIDEO_AVC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avc"
符合性要求:

85

MIMETYPE_VIDEO_HEVC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hevc"

MediaFormat
86

前置条件:无

符合性要求:
MIMETYPE_VIDEO_MPEG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mp4v-es"
符合性要求:

87

MIMETYPE_VIDEO_H26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3gpp"
符合性要求:

88

MIMETYPE_VIDEO_MPEG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mpeg2"
符合性要求:

89

MIMETYPE_VIDEO_RAW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video/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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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90

MIMETYPE_AUDIO_AMR_NB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audio/amr-nb "
符合性要求:

91

MIMETYPE_AUDIO_AMR_WB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amr-wb"
符合性要求:

92

MIMETYPE_AUDIO_MPE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mpeg"
符合性要求:

93

MIMETYPE_AUDIO_AAC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mp4a-latm"
符合性要求:

94

MIMETYPE_AUDIO_QCELP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qcelp"

MediaFormat

符合性要求:
95

MIMETYPE_AUDIO_VORBI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vorbis"
符合性要求:

96

MIMETYPE_AUDIO_OPU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opus"
符合性要求:

97

MIMETYPE_AUDIO_G711_ALAW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g711-alaw"
符合性要求:

98

MIMETYPE_AUDIO_G711_MLAW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g711-mlaw"
符合性要求:

99

MIMETYPE_AUDIO_RAW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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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00

MIMETYPE_AUDIO_FLAC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flac"
符合性要求:

101

MIMETYPE_AUDIO_MSGSM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gsm"
符合性要求:

102

MIMETYPE_AUDIO_AC3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ac3"
符合性要求:

103

MIMETYPE_TEXT_VT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text/vtt"
符合性要求:

104

MIMETYPE_TEXT_CEA_608
MediaForma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text/cea-608"
符合性要求:

105

KEY_MI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ime"
符合性要求:

106

KEY_LANGUAG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language"
符合性要求:

107

KEY_SAMPLE_RAT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ample-rate"
符合性要求:

108

KEY_CHANNEL_COUN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hannel-count"
符合性要求:

109

KEY_WID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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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10

KEY_HEIGH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height"
符合性要求:

111

KEY_MAX_WID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max-width"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符合性要求:

112

KEY_MAX_HEIGH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ax-height"
符合性要求:

113

KEY_MAX_INPUT_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ax-input-size"
符合性要求:

114

KEY_BIT_RATE
MediaForma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bitrate"
符合性要求:

115

KEY_STREAM_PI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tream-pid"
符合性要求:

116

KEY_COLOR_FORMA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olor-format"
符合性要求:

117

KEY_CAPTURE_RAT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apture-rate"
符合性要求:

118

KEY_I_FRAME_INTERVA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i-frame-interval"
符合性要求:

119

KEY_TEMPORAL_LAYERIN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ts-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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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20

KEY_REPEAT_PREVIOUS_FRAME_AFTER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repeat-previous-frame-aft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21

KEY_PUSH_BLANK_BUFFERS_ON_STOP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push-blank-buffers-on-shutdown"
符合性要求:

122

KEY_DURAT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durationUs"
符合性要求:

123

KEY_IS_ADT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is-adts"
符合性要求:

124

MediaFormat

KEY_CHANNEL_MASK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hannel-mask"
符合性要求:

125

KEY_AAC_PROFIL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ac-profile"
符合性要求:

126

KEY_AAC_SBR_MOD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ac-sbr-mod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27

KEY_AAC_MAX_OUTPUT_CHANNEL_COUN
T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aac-max-output-channel_count"
符合性要求:

128

KEY_AAC_DRC_TARGET_REFERENCE_LE
VE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ac-target-ref-level"
符合性要求:

129

KEY_AAC_ENCODED_TARGET_LEVEL

前置条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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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KEY_AAC_ENCODED_TARGET_LEVEL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aac-encoded-target-level"
符合性要求:

130

KEY_AAC_DRC_BOOST_FACTO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ac-drc-boost-level"
符合性要求:

131

KEY_AAC_DRC_ATTENUATION_FACTO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ac-drc-cut-leve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32

KEY_AAC_DRC_HEAVY_COMPRESSION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
"aac-drc-heavy-compression"
符合性要求:

133

KEY_FLAC_COMPRESSION_LEVEL
MediaForma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flac-compression-level"
符合性要求:

134

KEY_COMPLEXITY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omplexity"
符合性要求:

135

KEY_PROFIL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profile"
符合性要求:

136

KEY_BITRATE_MOD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bitrate-mode"
符合性要求:

137

KEY_AUDIO_SESSION_I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udio-session-id"
符合性要求:

138

KEY_IS_AUTOSELEC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is-auto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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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39

KEY_IS_DEFAUL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is-default"
符合性要求:

140

KEY_IS_FORCED_SUBTITL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is-forced-subtitle"
符合性要求:

141

MediaForma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符合性结果:构造函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142

containsKey()

测试方法:调用 containsKey()接口，合法入参。
符合性结果:boolean型，存在key值为name的信息返
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MediaFormat
143

getInteg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teger()接口，合法入参。
符合性结果:int型，表示key值为name对应的整形属
性值。如果key不存在、或者对应的属性值不是整型就会
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144

getLong()

测试方法:调用 getLong()接口，合法入参。
符合性结果:long 型，表示key值为name对应的长整
形属性值。如果key不存在、或者对应的属性值不是长整
型就会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145

getFloat()

测试方法:调用 getFloat()接口，合法入参。
符合性结果:float型，表示key值为name对应的浮点
型属性值。如果key不存在、或者对应的属性值不是浮点
型形就会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146

getString()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ring()接口，合法入参。
符合性结果:String 对象，表示 key 值为 name 对应
的字符串属性值。如果 key 不存在、或者对应的属性值
不是 String 对象就会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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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一个 MediaFormat 对象。
147

MediaFormat

getByteBuff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ByteBuffer()接口，合法入参。
符合性结果:java.nio.ByteBuffer对象，表示key值
为name对应的属性值。如果key不存在、或者对应的属性
值不是ByteBuffer对象就会抛出异常。

A.7 系统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测试项

类/接口

常量域/方法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PERIPHERAL_ALL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all"。
符合性要求:

Peripheral

2

Type接口

前置条件：无。

PERIPHERAL_MOUS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ouse"。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无。

PERIPHERAL_PC_KEYBOARD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keyboard"。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
插入鼠标,获取 Peripheral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外设管理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外设类型为
PERIPHERAL_MOUSE("mous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
插入键盘,获取 Peripheral 类的实例成功。

4

Peripheral

getType()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外设类型为
PERIPHERAL_PC_KEYBOARD("keyboard")。

接口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插入鼠标和键盘,获取 Peripheral 类的实
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外设类型为
PERIPHERAL_ALL("all")。
符合性要求：
5

getID()

前置条件：插入外设,获取 Peripheral 类的实例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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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getID()方法。

getID()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外设全局唯一标
识不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插入外设,获取 Peripheral 类的实例成

6

Peripheral

getName()

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Name()方法。

接口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外设名称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插入外设,获取 Peripheral 类的实例成

7

getStatus()

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tu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int 型，表示外设
状态，取值与具体外设类型相关。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8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实现的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唯一实例不为 NULL。

外设管理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
测试方法：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 ()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

9
Peripheral

er()

Manager类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触发外设信息回调,回
调事件类型分别为 03 。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
测试方法：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 ()方
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没有触发回调。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 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 ()方法,

10

removePeripheralListener
()

注册外设事件监听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PeripheralListener ()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不触发外设信息回调,
接收不到回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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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 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 ()方法,

removePeripheralListener
()

注册外设事件监听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PeripheralListener ()方
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触发外设信息回调, 回
调消息为 TYPE_FOUND (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PeripheralsByType ()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返回：Peripheral 对

11

getAllPeripheralsByType(

象数组长度不为 0。

)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PeripheralsByType()方法，

Peripheral
外设管理

输入无效参数。

Manager类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返回：Peripheral 对
象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获取到外设 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PeripheralsByID()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返回：Peripheral 对

12

getPeripheralsByID()

象。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获取到外设 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PeripheralsByID()方法，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13

uninstallPeripheralByID
()

插入外设,获取到外设 ID。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PeripheralByID()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返回：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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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Peripheral

uninstallPeripheralByID

Manager类

()

插入外设,获取到外设 ID。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PeripheralByID()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1：

Peripheral

14

Listener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processPeripheralEvent()

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方法成功。
测试方法：插入外设。
符合性结果：方法被成功调用。
符合性要求:

15

前置条件：无。

TYPE_FOUND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6

前置条件：无。

TYPE_READY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外设管理
17

前置条件：无。

TYPE_ERROR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18

Peripheral
Event事件

前置条件：无。

TYPE_PLUGOUT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方法注

19

getPeripheral()

册外设监听,当触发回调时获取到 PeripheralEvent 实
例。
测试方法：调用 getPeripheral()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eripheral 对象
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20

getType()

插入外设,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方法注
册外设监听,当触发回调时获取到 PeripheralEvent 实
例。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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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外设事件类型为
TYPE_FOUND(0),TYPE_READY(1)。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外设存在不可恢复错误,无法访问,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方法注册外设监听,当
触发回调时获取到 PeripheralEvent 实例。

Peripheral
外设管理

Event事件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getTyp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错误信息
TYPE_ERROR(2)。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获取 Peripheral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插入外设,调用 addPeripheralEventListener()方法注
册外设监听,当触发回调时获取到 PeripheralEvent 实
例。
测试方法：移除外设,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错误信息
TYPE_PLUGOUT(3)。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1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实现的
DataAccess 类的唯一实例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22

数据访问

DataConfig

和存储

s类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数据项值不为
getProperty()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数据项值为
NULL。
符合性要求1：

23

setProperty()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etProperty()方法，设置数据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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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修改结果为大于
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setProperty()

测试方法：调用 setProperty()方法，设置数据项的
值,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修改结果为 0。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etProperty()方法，设置数据项的
值,数据项不存在。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修改结果为-1。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24

数据访问

DataAccess

和存储

类

restoreDefault()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Default()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25

restoreFromNvm()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FromNvm()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aveToNvm ()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26

saveToNvm()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DataAccess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aveToNvm ()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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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7

FLASH_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flash_size"。
符合性要求:

28

RAM_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ram_size"。
符合性要求:

29

RAM_TYP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ram_type"。
符合性要求:

30

SOC_MODE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oc_model"。
符合性要求:

31

32

SOC_FREQUENCY
查看硬件

HardwareIn

信息

fo类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oc_frequency"。
符合性要求:

SOC_PROVID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oc_provider"。
符合性要求:

33

DEFINITION_TYP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definition_type"。
符合性要求:

34

HW_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hw_version"。
符合性要求:

35

STB_BRAN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tb_brand"。
符合性要求:

36

STB_MODE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tb_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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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37

前置条件：无。

STB_PROVIDER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tb_provider"。
符合性要求:

38

前置条件：无。

STB_SERIAL_NUMBER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stb_serial_number"。
符合性要求:

39

查看硬件

HardwareIn

信息

fo类

前置条件：无。

TRANSPORT_TYP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transport_typ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不为

40

getProperty()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 ()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硬件配置项关键字不合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41

OS_NA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os_name"。
符合性要求:

42

43

OS_PROVIDER
查看软件

SoftwareIn

信息

fo类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os_provider"。
符合性要求:

OS_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os_version"。
符合性要求:

44

MW_NA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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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45

MW_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version"。
符合性要求:

46

MW_PROVID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provider"。
符合性要求:

47

MW_RAM_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ram_size"。
符合性要求:

48

MW_NVM_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nvm_size"。
符合性要求:

49

50

MW_RELEASE_DATE
查看软件

SoftwareIn

信息

fo类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release_date"。
符合性要求:

MW_COPYRIGH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copyright"。
符合性要求:

51

MW_PLATFORM_LEVE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platform_level"。
符合性要求:

52

MW_PLATFORM_PROFIL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mw_platform_profile"。
符合性要求:

53

CA_NA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a_name"。
符合性要求:

54

CA_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a_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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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55

前置条件：无。

CA_PROVIDER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ca_provider"。
符合性要求:

56

前置条件：无。

LOADER_NAM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loader_name"。
符合性要求:

57

前置条件：无。

LOADER_VERSION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loader_version"。
符合性要求:

58

前置条件：无。

LOADER_PROVIDER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loader_provider"。
符合性要求:

查看软件
59

信息

SoftwareIn
fo类

前置条件：无。

LOADER_SIZ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loader_size"。
符合性要求:

60

前置条件：无。

DRIVER_VERSION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driver_version"。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 ()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不为

61

getProperty()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 ()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硬件配置项关键字不合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62

系统工具

SysTool类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实现的
SysTool 类的唯一实例不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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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ysTool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ndByStatus ()方法，进入待
机状态。

63

getStandByStatus()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ysTool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ndByStatus ()方法，退出待
机状态（即工作状态）。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方法返回 fals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ysTool

64

standby()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tandby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重启接收机。

系统工具

SysTool类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ysTool

65

sleep()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leep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接收机进入休眠状
态，CPU 将断电停止工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ysTool

66

reboot()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boo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WaleUpSrc 对象
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ysTool

67

wakeup()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Sleep()进入休眠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wakeUp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接收机进入工作状
态。
符合性要求：

68

存储设备

StorageMan

管理

ager类

前置条件：无。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实现的
StorageManager 类的唯一实例不为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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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addStorageEventListener(

69

)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回调有消息。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没有触发外设信息回
调。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注册监听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StorageEventListener()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70

存储设备

StorageMan

管理

ager类

removeStorageEventListen
er()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不触发外设信息回调,
接收不到回调消息。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注册监听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StorageEventListener()方
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回调有消息。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Storages()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71

getAllStorages()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orage 对象。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Storages()方法，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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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Storage()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StorageMan

72

ager类

uninstallStorag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Storage()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false。

StorageEve
73

ntListener

processStorageEvent()

存储事件监听器，由应用程序实现,无须测试。

接口
符合性要求:
74

TYPE_PARTITION_FOUN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2。
符合性要求:

存储设备
75

TYPE_PARTITION_MOUNTED

管理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3。
符合性要求:

76

TYPE_PARTITION_MOUNT_FAI

前置条件：无。

LED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4。

StorageEve
77

nt事件

符合性要求:
TYPE_PARTITION_UNINSTAL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5。
符合性要求:

78

TYPE_INSUFFICIENT_SPAC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2。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插入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79

getType()

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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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消息类型为
TYPE_PARTITION_FOUND(22),TYPE_PARTITION_MOUNTED(
23)。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插入无足够空间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
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
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消息类型为
TYPE_INSUFFICIENT_SPACE(32)。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插入不能挂载的存储设备,调用

getType()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
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
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消息类型为
TYPE_PARTITION_MOUNT_FAILED(24)。
符合性要求4：

存储设备

StorageEve

管理

nt事件

前置条件：插入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Storage()方法卸载存储
设备,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消息类型为
TYPE_PARTITION_UNINSTALL(25)。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插入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orage()方法。

80

getStorag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orage 对象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插入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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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getStorage()方法。

getStorag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Storage 对象为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插入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StorageEv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oragePartition ()方法。

nt事件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oragePartition

81

getStoragePartition()

对象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插入存储设备,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StorageEventListener()方法,当回调触发时得到
Storag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oragePartition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StoragePartition
对象为 NULL。
符合性要求1：

存储设备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管理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Nam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不为

82

getName()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Par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tition接口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Nam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83

getID()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ID()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全局唯一 ID 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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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getID()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ID ()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全局唯一 ID 小于
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th()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不为

84

getPath()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存储设备

StoragePar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管理

tition接口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th()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tus()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不为

85

getStatus()

NULL。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tus()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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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FreeSize()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long 型,大于 0。

86

getFreeSiz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FreeSize()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long 型,不大于

StoragePar

0。

tition接口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TotalSize()方法，输入有效参

存储设备

数。

管理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long 型,大于 0。

87

getTotalSiz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调用 getAllPartitions()获取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TotalSize()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long 型,不大于
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88

Storage 接
口

getSerialNumber()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ialNumber()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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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Partition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getSerialNumber()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ialNumber()方法，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存储设备

Storage 接

管理

口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Partitions()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89

getAllPartitions()

StoragePartition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Storage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getAllStorages()
方法获取 Storage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Partitions()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90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实现的
OTAManager 类的唯一实例不为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OTA ()方法，调用 startOTA()

91

OTA管理

OTAManager
类

checkOTA()

开始升级。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une()方法，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OTA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false。
符合性要求1：

92

getOTAName()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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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getOTAName()方法，调用 startOTA
()开始升级, 提供升级事件名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不为
NULL。

getOTANam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TAName()方法，调用 startOTA
()开始升级,未提供升级事件名称。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1：
前 置 条 件 ： 调 用 getInstance() 方 法 , 获 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OTA ()开始升级。

93

startOTA()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 置 条 件 ： 调 用 getInstance() 方 法 , 获 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OTA ()方法开始升级。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 false。

OTA管理

符合性要求1：

OTAManager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类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OTAEventListener()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不提示用户,直接调用 startOTA()方法开始升
级。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触发外 OTA 升级回调,回
94

addOTAEventListener()

调事件类型为 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OTAEventListener()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提示用户,调用 startOTA()方法开始升级。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触发外 OTA 升级回调,回
调事件类型为 1。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95

removeOTAEventListener()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OTAEventListener
()方法,注册外设事件监听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OTAEventListener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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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有效参数, 调用 startOTA ()方法开始升级。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不触发外设信息回调,
接收不到回调消息。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removeOTAEventListener()

类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 调用 addOTAEventListener
()方法,注册外设事件监听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OTAEventListener ()方法，
输入无效参数, 调用 startOTA ()方法开始升级。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触发外设信息回调, 回
调消息为 0。

OTAEventLi

96

processEvent()

OTA事件监听器，由应用程序实现,无须测试。

stener接口
符合性要求:

97

OTA_NORMA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OTA管理

符合性要求:

98

OTA_FORC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OTAEventListener()

OTAEvent 事

方法,直接调用 startOTA()方法触发回调得到 OTAEvent

件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升级类型

99

getType()

为:OTA_FORCE(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getInstance()方法,获取
OTAManager 类的实例成功,调用 addOTAEventListener()
方法,待用户确认后,调用 startOTA()方法触发回调得到
OTAEvent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升级类型
为:OTA_NORMAL(1)。

A.8 应用引擎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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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程序实现接口，应用通
过 IsInstanceOf()方法进一步判断事件对
1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Listener

processEvent()

象的原型。
测试方法：搜台时调用实现该接口的类
并注册监听。
符合性结果：能正确的监听到搜台成功
或者失败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

CHANNELSCAN_TYPE_MANUAL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Engine.CHANNELSCAN_TYPE_MA
NUAL。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3

CHANNELSCAN_TYPE_NIT

测 试 方 法 ： 类 名 直 接 调 用
ChannelScanEngine.CHANNELSCAN_TYPE_NI
T。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4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Engine

CHANNELSCAN_TYPE_ZONE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Engine.CHANNELSCAN_TYPE_ZO
NE。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5

CHANNELSCAN_TYPE_JSON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Engine.CHANNELSCAN_TYPE_JS
ON。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createInstance()参数

6

createInstance(int tunerId)

有效。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Engine对象，表示搜台引擎。
符合性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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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createInstance()，
createInstance(int tunerId)

TunerID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抛出
org.davic.mpeg.ResourceException异常，
表示底层资源不足。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

7

addChannelScanListener()

addChannelScanListener()方法，参数为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Listener对象。
符合性结果：注册的listener可以监听
到搜索状态。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

8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Engine

removeChannelScanListener()

removeChannelScanListener()方法，参数
为待注销的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Listener对象。
符合性结果：listener注销成功，监听
不到搜索状态。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startScan(),并保证参
数有效。
符合性结果：

9

startScan(int
type,TuningParameters[]
params)

addChannelScanListener()注册的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Listener对象会监听到如下4种事件：
a)

搜索NIT完成时，监听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NITSuccessEvent事
件

b)

搜索一个频点完成时，监听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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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ScanSuccessEvent事件
c)

搜索结束时，监听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FinishEvent事件

d)

搜索失败时，监听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FailureEvent事件。

startScan(int
type,TuningParameters[]
params)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startScan(),参数无
效。
符合性结果：抛出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异
常，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Engine

测试方法：调用startScanExt()方法，
参数有效。
符合性结果：
addChannelScanListener()注册的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Listener对象会监测到如下2种事件：
1.搜索结束时，监听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10

startScanExt(TuningParameter
s params,int pid, int tableid)

anFinishEvent事件；
2.搜索失败时，监听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FailureEvent事件。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startScanExt()方法，
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抛出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异
常，表示参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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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搜台
的某一个方法startScan()或者
startScanExt()。
测试方法：在搜索失败或者搜索结束之
前，调用cancel()方法。
符合性结果：
addChannelScanListener()注册的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Listener对象会监测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11

cancel()

anFinishEvent事件。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搜台
的某一个方法startScan()或者
startScanExt()。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Engine

测试方法：在搜索失败或者搜索结束之
后，调用cancel()方法。
符合性结果：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Listener对象不会监测到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FinishEvent事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12

release()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release()。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使用资源被释
放。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了

13

saveScanResult()

startScan()方法。
测试方法：在搜索完成后调用
saveScanResult()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true表示保存数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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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ScanResult()

功，返回false表示保存数据失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14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
ChannelScanEngine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了
saveServicesInfo(String
jsonSIInfo)

startScanExt()方法。
测试方法：在搜索完成后调用
saveServices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true表示保存数据成
功，返回false表示保存数据失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5

REASON_UNKOWN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FailureEvent.REASON_UNKOWN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6

REASON_TUNE_LOCK_FAIL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FailureEvent.REASON_TUNE_L
OCK_FAIL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7

REASON_NIT_SEARCH_FAILED
ChannelScanFailureEvent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FailureEvent.REASON_NIT_SE
ARCH_FAIL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8

REASON_BAT_SEARCH_FAIL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FailureEvent.REASON_BAT_SE
ARCH_FAIL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9

REASON_PAT_SEARCH_FAIL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FailureEvent.REASON_PAT_SE
ARCH_FAIL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146

GY/T 303.7—2018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0

REASON_PMT_SEARCH_FAIL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ChannelScanFailureEvent.REASON_PMT_SE
ARCH_FAIL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标准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ChannelScanFailureEvent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搜台
的某一个方法startScan()或者
21

getReason()

startScanExt()。
测试方法：监听到
ChannelScanFailureEvent时，调用
getReason（）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org.ngb.toolkit.channelscan.ChannelSc
anFailureEvent常量域的取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搜台

22

getServiceCount()

的 某 一 个 方 法 startScan() 或 者
startScanExt()。
测试方法：监听到搜索完成时调用
getServiceCount()。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0表示业务个数。
符合性要求：

ChannelScanFinishEvent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搜台
的 某 一 个 方 法 startScan() 或 者

23

getTransportStreamCount()

startScanExt()。
测

试

方

法

ChannelScanFinishEvent

：

监
时

听
调

到
用

getTransportStreamCount()。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0表示传输流个
数。
符合性要求：
24

ChannelScanNITSuccessEvent

getTransportStream()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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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方法
startScan()。
测试方法：监听到
ChannelScanNITSuccessEvent时调用
ChannelScanNITSuccessEvent

getTransportStream()

getTransportStream()。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g.ngb.broadcast.dvb.si.TransportStr
eam对象数组，如果返回值不为NULL,表示搜
索到了频点；如果返回值为NULL表示没搜索
到任何频点。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createInstance()方
法，返回有效的搜台引擎；成功调用了
addChannelScanListener()，成功调用方法
startScan()。
测试方法：监听

25

ChannelScanSuccessEvent

getResult()

到.ChannelScanSuccessEvent时调用
getResult()。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g.ngb.broadcast.dvb.si.SIService对
象数组，如果返回值不为NULL,表示搜到频
道；如果返回值为NULL表示没搜索到任何频
道。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26

getTitle()

测试方法：调用 getTitle()方法，无输
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节目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ProgramEvent
27

对象。
getShortDescripti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ortDescription()方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节目简介。
符合性要求 1:

28

getBeginDate()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BeginDat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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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输入参数。
getBeginDat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Date
对象，节目起始时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29

getDur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Duration()方法，
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long
型值，节目时长。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30

getEndDate()

测试方法：调用 getEndDate()方法，无
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Date
对象，节目结束时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31

ProgramEvent

getLanguageCode()

测试方法：调用 getLanguageCode()方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节目语种编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32

getNibbles()

测试方法： 调用 getNibbles()方法，
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byte
数组，节目分类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CALockMode()方

33

getCALockMode()

法，节目是授权节目。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CALockMode()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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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节目是非授权节目。
getCALockMod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34

getDvbLocator()

测试方法： 调用 getDvbLocator()方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DvbNetworkBoundLocator 对象，节目事件的

ProgramEvent

定位符。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对象。
35

getProgramService()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ogramService()
方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Service 对象，节目事件所属的节目
业务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Event

36

ProgramEventFilter

accept(ProgramEvent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accept()方法，输入符
合过滤条件的 programEvent。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

37

SERVICE_TYPE_RESERV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SERVICE_TYPE_DIGITAL_TELEVIS
ION

38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ProgramService

符合性要求:
39

SERVICE_TYPE_DIGITAL_RADIO_S
OUN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40

SERVICE_TYPE_TELETEX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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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41

SERVICE_TYPE_NVOD_REFERENC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4。
符合性要求:

SERVICE_TYPE_NVOD_TIME_SHIFT
ED

4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5。
符合性要求:

43

SERVICE_TYPE_MOSAIC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6。
符合性要求:

44

SERVICE_TYPE_PA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7。
符合性要求:

45

SERVICE_TYPE_SECAM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8。

ProgramService

符合性要求:
SERVICE_TYPE_D_D2_MAC

46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SERVICE_TYPE_D_D2_MAC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9。
符合性要求:

47

SERVICE_TYPE_FM_RADIO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
符合性要求:

48

SERVICE_TYPE_NTSC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1。
符合性要求:

49

SERVICE_TYPE_DATA_BROADCAS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2。
符合性要求:

50

SERVICE_TYPE_RESERVED_FOR_CI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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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51

前置条件：无。

SERVICE_TYPE_RCS_MAP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4。
符合性要求:

52

前置条件：无。

SERVICE_TYPE_RCS_FLS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5。
符合性要求:

53

前置条件：无。

SERVICE_TYPE_DVB_MHP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6。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54

getDvbLocator()

测试方法： 调用 getDvbLocator()方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DvbNetworkBoundLocator 对象，业务定位
器。
符合性要求 1:

ProgramService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55

测试方法： 调用 getNetworkID()方法，

getNetworkID()

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int
型对象，业务对象所属网络的网络 I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56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Name()方

getServiceName()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String 对象，业务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57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LogicNumber()

getServiceLogicNumber()方法，无输入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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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erviceLogicNumber()

型对象，业务逻辑编号。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58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Type()方

getServiceType()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int
型对象，业务类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59

测试方法： 调用 getCAFreeMode()方

getCAFreeMode()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加扰）/false（未加扰）
。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60

getPresentProgram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getPresentProgramEvent()方法，无输入参
数。

ProgramServic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Event 对象，当前节目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61

getFollowingProgramEvent()

测试方法： 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Event()方法，无输入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Event 对象，后续节目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ogramEvents()

62

getProgramEvents(ProgramEven
tFilter filter)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对象，符合过滤器的节目
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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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getProgramEvents(ProgramEven
tFilter 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ogramEvents()
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ProgramService
对象。

63

getEPGManger()

测试方法： 调用 getEPGManger()方法，
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EPGManager 对象，本节目业务对象所属的
EPGManager 实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该接口由应用实现，应用已
实现过滤行为。
测试方法： 调用 accept()方法，输入
符合过滤条件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64

ProgramServiceFilter

accept(ProgramService
programServic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该接口由应用实现，应用已
实现过滤行为。
测试方法： 调用 accept()方法，输入
不符合过滤条件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该接口由应用实现，已正确
添加事件监听器。

65

EPGUpdateListener

onUpdate(EPGUpdateEvent
event)

测试方法： 当有 EPG 信息事件更新时，
调用 onUpdat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具体逻辑
由应用控制。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拿到流里 EPG 信息。

66

EPGManager

getEPGManag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EPGManager()方法，
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EPGManager 对象数组，EPG 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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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67

getNetworkIDs()

测试方法：调用 getNetworkIDs()方法，
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Interger 型数组， 与 EPG 管理器实例所对
应的广播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调用 getNetworkName()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getNetworkName(int
networkId)

68

String 对象，EPG 管理器实例所对应的广播
网络名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调用 getNetworkName()方

EPGManager

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addUpdateListener()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已经添加
69

addUpdateListener()

该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调用
addUpdateListener()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没有添加
该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70

removeUpdateListener()

例。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UpdateListener()方法，输入有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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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移除该事
件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removeUpdateListener()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removeUpdateListener()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没有移除
该事件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Service 对象，符合输入参数条件的

71

EPGManager

getServic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方法，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s()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Service 数组对象，符合输入参数条

72

getServices()

件的节目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s()方法，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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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esentFollowingEvent()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Service 对象，符合条件的节目信息
73

getPresentFollowingEvent()

业务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esentFollowingEvent()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EPGManager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ogramService()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Service 对象，符合条件的节目信息

74

业务对象。
getProgramServic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ogramService()
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nvalidParameterException 或
InvalidPeriod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测试方法： 调用

75

getProgramServices()

getProgramServices()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ProgramService 数组对象，符合条件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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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业务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Manager 实
例。
EPGManager

getProgramServices()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rogramServices()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抛出
InvalidPeriodException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正确获取 EPGUpdateEvent
对象。

76

getResult()

测试方法： 调用 getResult()方法，无
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发生
更新的节目信息业务对象。

EPGUpdateEvent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77

EPGUpdateEvent()

测试方法： 调用 EPGUpdateEvent()方
法，无输入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创建一个
EPGUpdateEven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78

onAutoCompleteSearchStart()

（）
获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并调用 startSearch（）
。
测试方法：调用
onAutoCompleteSearchStart（）
。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开始搜索的消息

AutoCompleteSearchListen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79

onAutoCompleteSearchStop()

（）
获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并调用 startSearch（）且已经调用了
startSearch（）和 stopSearch（）
。
测试方法：调用
onAutoCompleteSearchSto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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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utoCompleteSearchStop()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停止搜索的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获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onAutoCompleteSearchDestroy(
)

80

并调用 startSearch（）
，且已经调用了
startSearch（）和 stopSearch（）
。
测试方法：调用
onAutoCompleteSearchDestroy（）
。

AutoCompleteSearch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销毁搜索的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81

onAutoCompleteSearchError()

（）
获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onAutoCompleteSearchError（）
。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错误的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82

getSource()

（）
获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并调用 startSearch（）
、stopSearch（）
、
dispos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urce（）
。
符合性结果：获取匹配的数据源。
符合性要求 1:

AutoCompleteSearchResultItem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获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83

getString()

并调用 startSearch（）
，且已经调用了调用
startSearch（）
、stopSearch（）
、dispose
（）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ring（）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与用户提供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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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tring()

匹配的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实例化后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earch（）方法。
符合性结果：开始匹配操作。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实例化后

84

startSearch()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earch（）方法，
且传入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的参数非法。
符合性结果：启动会话操作失败，抛出
异常。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后。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earch（）方法，
且传入 startSearch（）的参数非法。
符合性结果：启动会话操作失败，抛出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85

stopSearch()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后，且在调用完 startSearch（）后。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earch（）方法。
符合性结果：终止本次搜索。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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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stopSearch()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后。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earch（）方法，
没调用 startSearch（）
。
符合性结果：停止本次搜索失败，抛出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后，且调用了 startSearch（）和 stopSearch
（）
测试方法：调用 dispose（）方法。

86

符合性结果：销毁已经结束的搜索。

dispose()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后。
测试方法：调用 dispose（）方法,之前
没有调用 startSearch（）
。
符合性结果：销毁失败，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87

getSearchResultList()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后，调用 startSearch（）
、stopSearch（）
、
dispose（）
，且监听器收到成功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ResultList
（）方法。
符

合

性

结

果

：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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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earchResultList（）方法成功，返回
AotuCompeleSearchResultLis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er 对象实例
化后，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 象 实 例 化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getSearchResultList()

后，调用 startSearch（）
、stopSearch（）
、
dispose（）
。
测试方法：AotuCompeleSearchListen
未 监 听 到 completed 的 状 态 时 ， 调 用
getSearchResultList（）方法。
符

合

性

结

果

：

调

用

getSearchResultList（）方法失败，抛出
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88

onGlobalSearchStart()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成功后
测试方法：调用 onGlobalSearchStart
（）方法。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开始搜索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GlobalSearchListener
89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onGlobalSearchStop()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成功后，并且调
用了 startSearch()和 stopSearch()。
测试方法：调用 onGlobalSearchStop()
方法。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停止搜索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90

onGlobalSearchDestroy()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成功后，并且调

162

GY/T 303.7—2018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用 了 startSearch() 、 stopSearch() 、
dispose Search()。
onGlobalSearchDestroy()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onGlobalSearchDestroy()方法。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销毁搜索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91

onGlobalSearchError()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成功后，并且调
用了 startSearch()方法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onGlobalSearchError()方法。
GlobalSearch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错误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成功后，并且调

92

onGlobalSearchRetrieval()

用 了 startSearch() 、 stopSearch() 、
dispose()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onGlobalSearchRetrieval（）方法。
符合性结果：搜索引擎向应用程序传递
搜索成功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93

GlobalSearchResultItem

getContent()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成功后，并且调
用了 startSearch（）stopSearch（）
，且监
听器监听到搜索完成。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将本次搜索结果与其他对
象相关联。
符合性要求:

94

GlobalSearchSession

DEFAULT_PAGE_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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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earch（）方法。
符合性结果：GlobalSearchSession 开
始启动搜索。
95

startSearch()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getGlobalSearchSession（）
的时候参数非法，调用 startSearch（）方
法。
符合性结果：启动操作失败，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GlobalSearchSession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 象 ， 且 调 用

startSerch（）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earch（）方法
符合性结果：GlobalSearchSession 开
96

stopSearch()

始停止本次搜索。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没有调用 startSearch（）
，
调用 stopSearch（）方法。
符合性结果：停止操作失败，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97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dispose()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且调用
start Search（）和 stopSearch（）
。
测试方法：调用 dispose（）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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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销毁无用的
GlobalSearchSess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dispose()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未调用 startSearch（）
，调
用 dispose（）方法。
符合性结果：销毁操作失败，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98

getPageSize()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且调用
startSearch（）
、stopSearch（）
。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geSize（）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每页条目个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GlobalSearchSession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且调用
start Search（）
、stopSearch（）
，监听器
监听到搜索成功事件。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sultCount（）方
法。

99

getResultCount()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结果个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未调用 start Search（）或
者未收到 compeleted 状态
调用 getResultCou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100

getSearchResultList()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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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且调用 start
Search（）
、stopSearch（）
，监听器有成功
的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ResultLi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结果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getSearchResultList()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未调用 start Search（）或
者未收到 compeleted 状态
调用 getSearchResultList（）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调用
startSearch（）、stopSearch（），且监听
到搜索成功的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retrievePage（）方法。
符合性结果：初始化当前页，前一页，
101

retrievePage()

后一页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未调用 startSearch（）或
未监听到搜索成功的状态
调用 retrievePag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102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saveRecentSearchQuery()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调用
startSearch（）
，返回搜索成功状态，并且
在 dispose（）之前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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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saveRecentSearchQuery()

试

方

法

：

调

用

saveRecentSearchQuery（）方法。
符合性结果：临时存储当前的匹配结
果。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调用
startSearch（）
，返回搜索成功状态，并且
在 dispose（）之前调用。

GlobalSearchSession
103

测试方法：调用 setPageSize（）方法。
setPageSize()

符合性结果：设置每页显示的个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实例化后，
调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获取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调用
startSearch（）
，返回搜索成功状态。
测试方法：设置个数小于 0，或者大于
系统最大值，调用 setPageSiz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104

getContentType()

成功，搜索 session 有返回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entType（）方
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的搜索类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用 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

105

getCriteriaFlags()

化成功，搜索 session 有返回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getCriteriaFlags（）

SearchHistoryItem

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的指示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106

getSearchField()

成功，搜索 session 有返回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Field（）方
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的搜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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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107

getSearchString()

成功，搜索 session 有返回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String（）
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的匹配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108

SearchHistoryItem

getSortCriteria()

成功，搜索 session 有返回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rtCriteria（）
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的排序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109

getSources()

成功，搜索 session 有返回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ur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搜索的数据源。
符合性要求:

110

AL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11

SourceType

BROADCAS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112

RECORDE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113

DEFAULT_MAX_AUTO_COMPLETE_SE
ARCH_RESULT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14

get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

测试方法：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Filter()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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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115

getMaxResults()

被实例化，且之前有调用 setMaxResults（）
。
测试方法：调用 getMaxResult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要匹配搜索搜获结果
最大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且之前有调用 setSearchField

116

getSearchField()

（）
。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Field()方
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匹配搜索搜需要匹配
的字段。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 实 例 化 ， 且 之 前 有 调 用

117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getSearchLanguage()

setSearchLanguage（）
。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Languag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匹配搜索文本信息语
种类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118

getSource()

被实例化，且之前有调用 setSource（）
。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匹配搜索的搜索数据
源。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119

getTimeLimit()

被实例化，且之前有调用 setTimeLimit（）
。
测试方法：调用 getTimeLimit()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匹配搜索超时时间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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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A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MaxResult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可以设置匹配搜索返
回结果的最大值。
120

setMaxResult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值小于等于 0 或者超
过 系 统 支 持 的 最 大 值 ， 调 用
setMaxResults()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archField()方
法。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121

符合性结果：设置标题或关键字或简介
三种可搜索的类型。
setSearchFiel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非标题或关键字或简介
三种可搜索的类型中的一种，调用
setSearchField()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122

setSearchLanguag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archLanguag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搜索文本语种类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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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输入参数 iso639code 不符
setSearchLanguage()

合 GB/T 4880.2—2000，调用
setSearchLanguag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匹配搜索搜索数据
源。

123

setSourc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置匹配搜索搜索数据源不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souceType 定 义 的 类 型 里 面 ， 调 用
s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
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TimeLimit()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匹配搜索超时时间。
符合性要求 2:

124

setTimeLimit()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
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时间设置小于 0 或者超
过系统支持的最大值，调用 setTimeLimit()
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25

GlobalSearchFilter

DEFAULT_MAX_GLOBAL_SEARCH_RE
SULT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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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26

测

getGlobalSearchFilter()

试

方

法

：

调

用

getGlobalSearchFilter()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GlobalSearchFilter
实例化的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27

getContentNibble()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entNibbl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待过滤节目的类别。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28

getContentType()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entType()方
法。

GlobalSearchFilter

符合性结果：返回待过滤节目的节目类
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29

getCriteriaFlags()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getCriteriaFlags()
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搜过过滤条件标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30

getMaxResults()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且
之前调用 setMaxResults（）
。
测试方法：调用 getMaxResults()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全局搜索返回搜索最
大值。
符合性要求:

131

getSearchField()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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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调用 setSearchField（）
。
getSearchField()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Field()方
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全局搜索需要查找的
字段。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且

132

getSearchLanguage()

之前调用 setSearchLanguage（）
。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Languag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全局搜索文本信息语
种类别。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33

getSource()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且
之前调用 setSource（）
。

GlobalSearchFilt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全局搜索的数据源。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34

getThreshold()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且
之前调用 setThreshold（）
。
测试方法：调用 getThreshold()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全局搜索结果的阈
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135

getTimeLimit()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且
之前调用 setTimeLimit（）
。
测试方法：调用 getTimeLimit()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全局搜索的时间限
制。
符合性要求 1:

136

setContentNibble()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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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setContentNibbl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待过滤节目
的类别。
setContentNibbl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参数非法，调用
setContentNibbl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ntentType()方
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过滤内容的

137

GlobalSearchFilter

setContentType()

类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参数不在定义的内容
类型中，调用 setConten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CriteriaFlags()
方法。

138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条件标志。
setCriteriaFlag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参数不在定义的条件
中，调用 setCriteriaFlags()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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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MaxResults()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返回搜索最
大值。
139

setMaxResult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参数小于 0 或者超过
系统规定的最大值，调用 setMaxResults()
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archField()方

GlobalSearchFilter

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的搜索字

140

setSearchField()

段。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
化。
测试方法：设置非标题或关键字或简介
三种可搜索的类型中的一种，调用
setSearchField()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141

setSearchLanguag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archLanguag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文本信息语
种类别。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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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
化。
setSearchLanguage()

测试方法：输入参数 iso639code 不符
合 GB/T 4880.2—2000 标准 ，调用
setSearchLanguag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的数据源。

142

setSourc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参数不在数据源规定
的值中，调用 setSource()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GlobalSearchFilt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setThreshold()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的阈值。
143

setThreshol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测试方法：设置的值小于 0，调用
setThreshold()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144

setTimeLimit()

测试方法：调用 setTimeLimit()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全局搜索返回搜索最
大时间限制。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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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引擎初始化
成功，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已经被实例化。
GlobalSearchFilter

setTimeLimit()

测试方法：设置的值小于 0 或者超过系
统最大值的范围，调用 setTimeLimit()方
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用户操作，SearchManager

145

getInstance()

类实例化。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SearchManager 的实
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

146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archManager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方法，输
入参数非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getGlobalSearchSession()方法。
符
147

getGlobalSearchSession()

合

性

结

果

：

返

回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GlobalSearchSession()方法，输入参数非
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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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之前有成功返回搜索结果的 sessi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History()
方法。
符

合

性

结

果

：

返

回

getSearchHistoryList 对象。
148

getSearchHistory()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测试方法：之前未调用 start Search
（）
，
调用 getSearchHistory()方法。

SearchManager

符合性结果：搜索历史列表返回失败，
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且有成功返回的结果的 session。
测试方法：调用 clearHistory()方法。
149

clearHistory()

符合性结果：清除搜索历史。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
测试方法：没有 startSearch（）过，
调用 clearHistory()方法。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50

SORT_ORDER_NON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51

SortCriteria

SORT_ORDER_ASCENDIN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152

SORT_ORDER_DESCENDING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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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53

前置条件：无。

SORT_TYPE_NON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0。
符合性要求:

154

前置条件：无。

SORT_TYPE_TITL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
符合性要求:

155

前置条件：无。

SORT_TYPE_START_TIM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2。
符合性要求:

156

前置条件：无。

SORT_TYPE_CONTENT_NIBBLE

测试方法：判断常量值。
符合性结果：常量值为15。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应用程序需要搜索结果的查看方式，存

157

SortCriteria

SortCriteria()

在搜索结果的 lis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ortCriteria()方法。
符合性结果：创建一个排序准则的对
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应用程序需要搜索结果的查看方式，存

158

getOrder()

在搜索结果的 list 对象，且之前有调用
setOrder（）
。
测试方法：调用 getOrder()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排列方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应用程序需要搜索结果的查看方式，存
在搜索结果的 lis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Order()方法。

159

setOrder()

符合性结果：设置排列方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应用程序需要搜索结果的查看方式，存
在搜索结果的 list 对象。
测试方法：输入参数不在类型里面，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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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etOrder()方法。
setOrder()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应用程序需要搜索结果的查看方式，存

160

getType()

在搜索结果的 list 对象，且之前调用了
setType（）
。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排列要素。
符合性要求 1:

SortCriteria

前置条件：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对
象，应用程序需要搜索结果的查看方式，存
在搜索结果的 list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Type()方法。

161

setType()

符合性结果：设置排列要素。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用户操作，SearchManager
类实例化，相应的搜索回话建立。
测试方法：调用 setType()方法，设置
参数不在排列要素常量域中。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A.9 多屏互动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常量域/方法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

START_MULTISCREENSERVER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START_MULTISCREENSERVER。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

STOP_MULTISCREENSERVER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STOP_MULTISCREENSERVER。

ImultiScreenService

3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START_MULTISCREENCLIENT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START_MULTISCREENCLIENT。

4

STOP_MULTISCREENCLIENT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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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_MULTISCREENCLIENT

流程说明
IMultiScreenService.STOP_MULTISCREENCLIENT。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5

FIND_SPS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FIND_SPS。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6

CONNECT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CONNECT。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7

SET_CALLBACK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SET_CALLBACK。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8

QUERY_INFO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QUERY_INFO。

ImultiScreenService

9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EXEC_CM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EXEC_CM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0

INPUT_KEYCODE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INPUT_KEYCODE。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1

NOTIFY_ALL_REMOTE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Service.NOTIFY_ALL_REMOTE。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与服务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输

12

入有效参数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startMultiScreenServer()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spName 服务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b)

spVersion 服务端版本，大小为 1～20000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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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c)

spDeviceType 服务端设备类型，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e)

spServiceInfo 服务端服务信息，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f)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
址

g)
startMultiScreenServer()

hostname 设备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与服务端未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输
入有效参数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与服务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输

ImultiScreenService

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成
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13

stopMultiScreenServer()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输
入有效参数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参数有效性如下：

14

startMultiScreenClient()

1、clientName 客户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未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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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3：

startMultiScreenClient()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Client ()方法，输
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成
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15

stopMultiScreenClient()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成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服务组件设备与服务端、客户端已连接至
同一局域网，服务组件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s()方法。

16

ImultiScreenService

findSPs()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服务组件设备不能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spName 服务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b)

spVersion 服务端版本，大小为 1～20000 字符
长度

c)
17

spServiceInfo 服务端服务信息，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connect()
d)

spDeviceType 服务端设备类型，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e)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
址

f)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g)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
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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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不能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connect()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已连通远程接口。
测试方法：调用 setCallBack()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设置远程调用回调接口。
参数有效性如下：
1、ibinder org.tvos.os.Ibinder 对象类型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setCallBack(IBinder
ibinder)

18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未连通远程接口。
测试方法：调用 setCallBack()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ImultiScreenService

前置条件：局域网已连通远程接口。
测试方法：调用 setCallBack()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cmdid 请求信息的指令 id，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b)
19

atrribute 请求信息的指令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queryInfo()
c)

params 请求信息的指令参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d)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e)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f)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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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建立连
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queryInfo()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cmd 按键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ImultiScreenService
b)

param 按键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c)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20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e)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execCmd()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建立连
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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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多屏互动客户端成功调用 execCmd()
方法，服务端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action 按键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按键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c)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e)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

址

21

inputKeyCode()

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服务端未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ImultiScreenServic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多屏互动客户端成功调用 execCmd()
方法，服务端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已连接成功。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22

boardCastAllDevice()

a)

cmd 广播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广播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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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ImultiScreenService

boardCastAllDevice()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已连接成功。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3

ON_SP_FOUND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SP_FOUND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4

ON_CONNECT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CONNECT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5

ON_CONNECTEDREFUS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CONNECTEDREFUS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6

ON_DISCONNECTED
ImultiScreenCallBac
k

27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DISCONNECT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ON_SERVICE_ACTIVIT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SERVICE_ACTIVIT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8

ON_SERVICE_DEACTIVITED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SERVICE_DEACTIVITED。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9

ON_QUERY_INFO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QUERY_INFO。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30

ON_QUERY_RESPONSE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QUERY_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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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常量域/方法
ON_QUERY_RESPONSE

ON_EXECUTE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EXECUTE。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32

ON_INPUT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INPUT。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33

ON_NOTIFY

测试方法：类名直接调用
IMultiScreenCallBack.ON_NOTIFY。
符合性要求：对应的值和要求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可通过
findSPs()方法发现，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ImultiScreenCallBac
k
34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方法。
onSpFound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pFounded()方法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无法发现多屏互动组件服务，服务
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pFounded()方法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connect()方法连接，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
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35

onConnect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能被连接，服
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ed()未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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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当前为拒绝连接
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Refused()被调用。

36

onConnectRefuse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能进行连接，当
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Refus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能断开连接，当
前处于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onConnected()被
调用后，再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 断开连接。
。

37

ImultiScreenCallBac
k

onDisconnect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Disconnec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当前处于未连接
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onConnected()被
调用后，再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 断开连接。
。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Disconnect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激活，当前处于未激活状
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Activited()被调用。

38

onServiceActivite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能通过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激活，当前处于未激活状
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Activited()未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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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rviceActivited()

流程说明
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能被关闭，当前处于
启动状态；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Deactived()被调用。

39

onServiceDeactive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当前处于未启动状
态；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Deactived()未被调
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与客户端已连
接，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40

ImultiScreenCallBac
k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Info()方法。
onQueryInfo()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Info()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与客户端未连
接，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Info()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能响应客户端数据
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
测试方法：调用 onQueryInfo()方法。

41

onQueryResponse()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Response()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不能响应客户端数
据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
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onQuery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Respons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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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对服务端发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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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execCmd()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Execute()被调用。

onExecut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
服务端无法接收指令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execCmd()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Execut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对服务端发送按
键注入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InputKeyCode()被调用。

43

ImultiScreenCallBac
k

onInputKeyCod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
服务端无法接收按键注入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InputKeyCod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接收服务端发送
的广播通知，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
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Notify()被调用。

44

onNotify()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与客户端未连接，
客户端无法接收广播，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Notify()未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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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发生跨进程访问，服
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任意一方法。

45

ImultiScreenCallBac
k

onTransact()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Transact()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发生跨进程访问，服
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任意一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Transact()未被调用。

A.10 DRM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App()后，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MessageListener()方法，设置
1

setOnMessageListener()

有效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播放由标识为注册的 drmId 的 DRM 系统
保护 DRM 节目时，消息通知回调函数被调用，得到通知消
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设置 licensereq_commmandId 为 0 调用
registerApp()后，成功注册 DRM APP。

2

setOnLicense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LicenseListener ()方法，设
置有效的参数。
符合性测试结果：播放由标识为注册的 drmId 的 DRM

org.ngb.drm.service
s.ChinaDrmManager

系统保护 DRM 节目时，获取许可证回调函数被调用，得到
许可证请求消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设置 decrypt_commandId 为 0 调用
registerApp()后，成功注册 DRM APP。

3

setOnDecryp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setOnDecryptListener ()方法，设
置有效的参数。
符合性测试结果：播放由标识为注册的 drmId 的 DRM
系统保护 DRM 节目时，数据解密的回调函数被调用，得到
解密请求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4

registerApp()

前置条件： DRM 组件正常工作。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App()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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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0 。
registerApp()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DRM 组件正常工作。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App()方法，设置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App()后，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 调用 unRegisterApp()方法。

5

unRegisterApp()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0 。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不调用 registerApp()，不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 调用 unRegisterApp()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App()后，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 调用 sendCommandToTEE()方法，设置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ChinaDrmTeeRetVal对象，调

6

org.ngb.drm.service
s.ChinaDrmManager

用 ChinaDrmTeeRetVal对象的getReturnCode()方法得到
sendCommandToTEE()

返回值为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App()后，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 调用 sendCommandToTEE()方法，设置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ChinaDrmTeeRetVal对象，调
用 ChinaDrmTeeRetVal对象的getReturnCode()方法得到
返回值为非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App()后，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 调用 sendMessageToPlayer ()方法，设
置有效参数。

7

sendMessageToPlayer()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App()后，注册 DRM APP。
测试方法： 调用 sendMessageToPlayer()方法，设置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 1:

8

org.ngb.drm.service
s.ChinaDrmTeeRetVal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后，调用
getData()

ChinaDrmTeeRetVal 的 getDatalen()方法返回大于 0 的整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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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getData()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DRM Tapp返回的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getData()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 ()后，调用
ChinaDrmTeeRetVal 的 getDatalen()方法返回 0。
测试方法：调用 getData()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 ()后，调用
ChinaDrmTeeRetVal 的 getReturnCode ()方法返回 0。
测试方法： 调用 getDatalen ()方法。

9

getDatalen()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大于或等于0 的整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 ()后，调用
ChinaDrmTeeRetVal 的 getReturnCode ()方法返回非 0。
测试方法： 调用 getDatalen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0 。

org.ngb.drm.service
s.ChinaDrmTeeRetVa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 ()后，调用
ChinaDrmTeeRetVal 的 getReturnCode ()方法返回 0。
测试方法： 调用 getOriginCode ()方法。

10

getOriginCod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 ()后，调用
ChinaDrmTeeRetVal 的 getReturnCode ()方法返回非 0。
测试方法： 调用 getOriginC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endCommandToTEE()，返回
ChinaDrmTeeRetVal 对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ReturnCode ()方法。

11

getReturnCod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sendCommandToTEE()，设置无效参数，
返回 ChinaDrmTeeRetVal 对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ReturnCod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0。

A.11 DCAS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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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DCAS
软件成功调用
1

startDescrambling()

CASModuleManager.registerCASModule()
。把 CASModule 传递给平台。
测试方法： 平台调用
startDescrambling ()。
符合性结果： 开始解扰节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DCAS
软件成功调用

2

updateDescrambling()

CASModuleManager.registerCASModule()
。把 CASModule 传递给平台。
测试方法： 平台调用
updateDescrambling ()。
符合性结果： 解扰节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DCAS
软件成功调用
CASModuleManager.registerCASModule()

3

CASModule

stopDescrambling()

。把 CASModule 传递给平台，平台成功调
用 startDescrambling ()后。
测试方法： 调用 updateDescrambling
()。
符合性结果： 停止解扰节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DCAS
软件成功调用

4

getCAInfo()

CASModuleManager.registerCASModule()
。把 CASModule 传递给平台，平台成功调
用 setCAInfo()。
测试方法： 调用 getCAInfo()。
符合性结果： 获取 CA 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CAS 软件成功调用
CASModuleManager.registerCASModule()
。把 CASModule 传递给平台。

5

setCAInfo()

测试方法： 调用 setCAInfo ()，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设置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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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DCAS 软件成功调用
CASModuleManager.registerCASModule()
CASModule

setCAInfo()

。把 CASModule 传递给平台。
测试方法： 调用 setCAInfo ()，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错误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6

getCAInfo()

调用 setCAInfo ()。
测试方法： 调用 getCAInfo ()
符合性结果：获取 CA 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
DCASAPP 已经注册。
测试方法： 调用 setCAInfo ()，输入
有效参数。

7

setCAInfo()

符合性结果： 设置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调用 setCAInfo ()。
测试方法： 调用 setCAInfo ()，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错误值。

CASDataUtil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8

getData()

调用 setData()。
测试方法： 调用 getData ()。
符合性结果： 获取指定类型数据。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
DCASAPP 已经注册。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ata ()，输入有
效参数。

9

setData()

符合性结果： 设置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
DCASAPP 已经注册。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ata ()，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错误值。

196

GY/T 303.7—2018
序号

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10

getCASystemId()

调用 getCADescriptor()。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ystemId ()。
符合性结果：得到 CASystem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11

CADescripter

getPid()

调用 getCADescriptor ()。
测试方法：调用 getPid ()。
符合性结果：得到 CA 描述中的 P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12

getPrivateData()

调用 getCADescriptor()。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ivateData()。
符合性结果：得到 CA 描述中的私有数
据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
startDescrambling()。

13

getDescramblerContext()

测试方法：DCASAPP 调用
getDescramblerContext()。
符合性结果：得到 DCAS 应用装载 CW
的 DescramblerContex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

14

getCADescriptor()

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DCASAPP 调用
getCADescriptor()。
符合性结果：得到 CA 描述。

CAServiceComponentInfo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
startDescrambling()。
15

getComponentStreamPIDs()

测试方法：DCASAPP 调用
getComponentStreamPIDs()。
符合性结果：得到 CA 描述中的私有数
据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

16

getComponentStreamTypes()

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DCASAPP 调用
getComponentStream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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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omponentStreamTypes()

符合性结果：返回 ES PID 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

17

CAServiceComponentInfo

getServiceIdentifiers()

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DCASAPP 调用
getServiceIdentifi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 ES 流类型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了

18

CASPacketListener

casPacketArrived()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测试方法：
调用 casPacketArrived ()。
符合性结果：获得 CAS 包。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19

getType()

调用 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调用 ge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操作类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了
startDescrambling()。

20

测试方法：调用

getNetworkInterface()

getNetworkInterface()。
符合性结果：返回 NetworkInterfac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CASSession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了
21

getAssociatedService()

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调用
getAssociatedService()。
符合性结果：返回 Servic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了
startDescrambling()。

22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Context()

getServiceContext()。
符合性结果：返回 ServiceContext 对
象。
符合性要求:
23

CAStatus

isSuccess()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startDescrambling，且知道解扰结果。
测试方法：调用 isSu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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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ccess()

符合性结果：设置解扰结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24

CAStatus

getCAToken()

registerCATListener，注册了
CA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Token()。
符合性结果：可以接收到更新通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25

CATListener

catUpdate()

registerCATListener，注册了
CA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catUpdate ()。
符合性结果：可以接收到更新通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经获取了 CATNotifier

26

registerCATListen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CATListener
()。
符合性结果：注册 CATListener。
符合性要求:

CATNotifier

前置条件：已经获取了 CATNotifier
对象，且已经调用了
27

unregisterCATListener()

registerCA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unregisterCATListener()。
符合性结果：取消注册 CATListen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安全策略启动，DCASAPP 有
调用权限。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
符合性结果：获取 CASModuleManager

28

getInstance()

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安全策略启动，DCASAPP 无

CASModuleManagr

调用权限。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nce()。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Security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1:
29

registerCASModule()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调用 get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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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registerCASModule()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
调用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再次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
调用 updateCASystemId ()。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30

updateCASystem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
调用 updateCASystemId ()。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CASModuleManagr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31

sendDescramblingEven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32

测试方法：调用
unregisterCASModule()

unregisterCASModule()。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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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未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un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unregisterCASModule()。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APP 运行正常。

33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芯片控制器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currentController()。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34

setcurrentController()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CASModuleManagr

测试方法：调用
setcurrentController()。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35

setCCIBits()

测试方法：调用 setCCIBits()。
符合性结果：向平台设置了 CCI 比特
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36

setServiceListFilter()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rviceListFilter()。
符合性结果：向平台设置了过滤参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37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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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测试方法：再次调用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un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未抛出异常。

38

un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有调用
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
测试方法：调用
unregisterCASPacket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符合性要求 1:

CASModuleManagr
39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getDetachableSecurityDevices()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tachableSecurityDevices()。
符合性结果：返回
DetachableSecurityDevic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40

receiveOsdMsg()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OsdMsg()。
符合性结果：把 OSD 发送给平台。
符合性要求 1:

41

showFingerMsg()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测试方法：调用 showFingerMsg()。
符合性结果：把指纹发送给平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42

receiveTuningAlert()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TuningAlert()。
符合性结果：把应急广播发送给平台。
符合性要求 1:

43

getCATNotifier()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Instance ()。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TNo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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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ATNotifier()

符合性结果：获取 CATNotifi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44

测试方法：调用 CASPermission ()。

CASPermission()

符合性结果：创建一个
CASPermission。

CASPermiss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CASPermission(String name,
String actions)

45

测试方法：调用 CASPermission ()。
符合性结果：java.security.Policy
对象实例化一个新 Permission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DescramblerContext()。
测试方法：调用 loadCW()，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装载成功，节目可以观

46

loadCW()

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DescramblerContext()。
测试方法：调用 loadCW()，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装载失败，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DescramblerContext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DescramblerContext()。
测试方法：调用
overrideChipController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装载成功，节目可以观

47

overrideChipController()

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DescramblerContext()。
测试方法：调用
overrideChipController ()，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装载失败，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48

ChipController

SCHEME_TDES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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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authenticate()，参
数输入 SCHEME_TDES。
符合性结果：返回握手应答数组。
SCHEME_TDE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loadCW ()，参数输入
SCHEME_TDES。
符合性结果：装载成功。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authenticate()，参
数输入 SCHEME_AES。

49

SCHEME_AES

符合性结果：返回握手应答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loadCW ()，参数输入

ChipController

SCHEME_AES。
符合性结果：装载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50

PROCESSING_MODE_REGULAR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authenticate()，参
数输入 PROCESSING_MODE_REGULAR。
符合性结果：返回握手应答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51

PROCESSING_MODE_POST_PROCESSIN
G

测试方法：调用 authenticate()，参
数输入
PROCESSING_MODE_POST_PROCESSING。
符合性结果：返回握手应答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52

getPublic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Public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ipID。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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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getPublic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PublicId()，驱动
通讯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Type ()。
符合性结果：返回芯片类型。

53

getChipTyp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Type ()，驱
动通讯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ControllerProperty()。

ChipController

符合性结果：返回属性值。
54

getChipControllerProperty()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ControllerProperty()，驱动通讯
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authentic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应答数据。

55

authenticat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authenticate()，驱
动通讯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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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encryptData ()。
符合性结果：得到加密数据。
56

encryptData()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encryptData ()，驱
动通讯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ChipControll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decryptData ()。
符合性结果：得到解密数据。

57

decryptData()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hipControllers()。
测试方法：调用 decryptData ()，驱
动通讯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58

Key()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Key()。
符合性结果：构造 Key。
符合性要求:

59

getKeyValue()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key()。
测试方法：调用 getKeyValue ()。
符合性结果：返回密钥值。
符合性要求 1:

Key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key()，参数的密
钥值是不加密的。
测试方法：调用 isEncrypted ()。
符合性结果：返回不加密的密钥。

60

isEncrypte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key()，参数的密
钥值是加密的。
测试方法：调用 isEncrypted ()。
符合性结果：返回加密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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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CWKey()，参数的
61

PARITY_EVEN

CW 值是偶属性的。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rity ()。
符合性结果：返回 PARITY_EVE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CWKey()，参数的

62

PARITY_ODD

CW 值是奇属性的。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rity ()。
符合性结果：返回 PARITY_ODD。
符合性要求:

63

CWKey

CWKey()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CWKey ()。
符合性结果：构造 CWKey。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CWKey()，参数的
CW 值是奇属性的。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rity ()。

64

getParity()

符合性结果：返回 PARITY_OD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CWKey()，参数的
CW 值是偶属性的。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rity ()。
符合性结果：返回 PARITY_ EVE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CASAPP 注册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sendCommandToTEE()。
符合性结果：得到 TEE 返回数据。

65

CASTEEManager

sendCommandToTE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CASAPP 注册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sendCommandToTEE ()，
驱动通讯错误。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APP 实现此函数。

66

receiveCASEvent()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receiveCASEvent()。

CASEventListener

符合性结果：得到 CAS 事件。
符合性要求:

67

receiveCASOSDEvent()

前置条件：DCASAPP 实现此函数。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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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得到 OSD 事件。
符合性要求:
CASEventListener
68

前置条件：DCASAPP 实现此函数。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receiveCASFingerEvent()

receiveCASFingerEvent ()。
符合性结果：得到指纹事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69

getAID()

receiveCASEvent() 。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AID()。
符合性结果：得到 DCASAPP ID。

CASAppInfo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70

getOID()

receiveCASEvent() 。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OID ()。
符合性结果：得到 DCAS 厂商 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receiveCASEvent()，DCASAPP 参数传递

71

TYPE_PRESENTATION

TYPE_PRESENTATION。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Type()。
符合性结果：得到 TYPE_PRESENTATION
类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receiveCASEvent()，DCASAPP 参数传递

72

TYPE_RECORDING

TYPE_RECORDING。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Type()。

CASEventInfo

符合性结果：得到 TYPE_RECORDING 类
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receiveCASEvent()，DCASAPP 参数传递

73

TYPE_BUFFERING

TYPE_BUFFERING。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Type()。
符合性结果：得到 TYPE_BUFFERING 类
型。
符合性要求:

74

getType()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receiveCAS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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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pe()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Type()。
符合性结果：得到事件类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receiveCASEvent()。

75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NetworkInterface()

getNetworkInterface ()。
符合性结果：得到 NetworkInterfac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CASEventInfo
76

getAssociatedService()

receiveCASEvent()。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AssociatedService ()。
符合性结果：得到 Servic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成功调用了
receiveCASEvent()。

77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ServiceContext()

getServiceContext ()。
符合性结果：得到 ServiceContext 对
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APP 实现此函数。
78

getInstance()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Instance()。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EventManager
实例。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APP 实现此函数。

79

CASEventManager

addListener()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addListener ()。
符合性结果：DCASAPP 获得一个
CASEventListener，用于传递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APP 实现此函数，平台

80

removeListener()

成功调用了 addListener。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remove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注销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1:

81

DetachableSecurityDevice

open()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
测试方法：调用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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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没有抛出异常。
ope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open()。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
测试方法：调用 close()。

82

close()

符合性结果：没有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close()。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
测试方法：调用 reset()。

83

reset()
DetachableSecurityDevice

符合性结果：没有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reset()。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

84

sendData()

符合性结果：没有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
符合性结果：抛出异常。
符合性要求:

85

registerListen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
调用 registerListener ()。
符合性结果：注册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86

removeListen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Listener()。
符合性结果：删除了监听器。
符合性要求:

87

DetachalbeSecurityDeviceLis
tener

DEVICE_IN

前置条件：智能卡插入。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Device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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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接口

流程说明

常量域/方法
DEVICE_IN

符合性结果：状态为 DEVICE_I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智能卡拔出。

88

DEVICE_OUT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DeviceStatus()。
符合性结果：状态为 DEVICE_OU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坏智能卡插入。

89

DEVICE_ERROR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DeviceStatus()。

DetachalbeSecurityDeviceLis
tener

符合性结果：状态为 DEVICE_ERRO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90

receiveDeviceStatus()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DeviceStatus
()。
符合性结果：得到设备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receiveDeviceStatus

91

receiveData()

得到 DEVICE_IN 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receiveData ()。
符合性结果：得到智能卡返回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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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TVOS-H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符合性测试
B.1 单向广播网络接入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cTuningParameters

frequency

1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读/写成功，单位 kHz。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cTuningParameters

symbol_rate

2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symbol_rate。
符合性结果： 读/写成功，单位 KSymbol/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cTuningParameters

3

DvbcTuning

Modulation

Parameters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Modulation。
符合性结果： 读/写成功，后缀为“ QAM”
（有空格）
，例如：64 QAM。
符合性要求:

DvbcTuningParameters()

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new DvbcTuningParamet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cTuningParameter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DvbcTuningParameters(f
requency, symbolRate,

5

modul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DvbcTuningParameters(frequency, symbolRate,
modulation)。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cTuningParameters 对象，频点为 frequency,
符号率为 symbolRate, 调制方式为 modula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AbsssTuningParameters
frequency

6
AbsssTunin

测试方法：读写 frequency。

gParameter

符合性结果：读/写成功，单位 kHz。

s
7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symbol_rate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AbsssTuningParameters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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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symbol_rate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读写 symbol_rate。
符合性结果：读/写成功，单位 KSymbol/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获取 AbsssTuningParameters

polarization

8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polarization。
符合性结果： 读/写成功，极化方式。

AbsssTunin
9

符合性要求 1:

gParameter

AbsssTuningParameters(

前置条件：无。

s

)

测试方法：调用 new AbsssTuningParamet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 AbsssTuningParameter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AbsssTuningParameters(
frequency,

10

symbol_rate,
polarization)

前置条件： 无。
测试方法： 调用 AbsssTuningParameters(frequency, symbolRate,
modulation)。
符合性结果： 返回指定 AbsssTuningParameters 对象，频点为
frequency, 符号率为 symbolRate, 极化方式为 polariza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tmbTuningParameters

frequency

11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 读/写成功，单位 kHz。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tmbTuningParameters

modulation

12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modulation。
符合性结果： 读/写成功，后缀为“ QAM”
（有空格）
，例如：64 QAM。
符合性要求 1:

DtmbTuning
13

Parameters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tmbTuningParameters
codingRatio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codingRatio。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值为“0.4”
，
“0.6”
，
“0.8”之一。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tmbTuningParameters

14

PNMode

对象。
测试方法： 读写 PNMode。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获取帧头模式。
符合性要求 1:

15

DtmbTuningParameters()

前置条件： 无。
测试方法： 调用 new DtmbTuningParameters()。
符合性结果： 返回 DtmbTuningParameters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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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DtmbTuning
16

Parameters

DtmbTuningParameters(f
requency)

前置条件：无 。
测试方法：调用 DtmbTuningParameters(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 AbsssTuningParameters 对象，频点为
frequency。
符合性要求 1:

tune(deliveryType，

17

paramsObj)

前置条件： 参数 deliveryType、paramsObj 符合当前环境。
测试方法： 调用 tune(deliveryType，paramsObj)。
符合性结果： 锁频成功，向页面发送 10001(MSG_DVB_TUNE_SUCCESS)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tune(deliveryType，paramsObj)并返回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TunerSignalInfo()。

18

DvbTune

getTunerSignalInfo()

符合性结果： 返回字符串，为 Tuner 信息，包含信号质量、信号强
度、误码率、信号电平、信噪比，格式为：
{signalQuality:XXX,signalStrength:XXX,errorRate:XXX,signalLeve
l:XXX,signalNoiseRatio:XXX}。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getAllTunerInfos()

19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TunerInfos()。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TunerInfo 对象数组，其中包含所有
DvbTunerInfo。
符合性要求 1:

tunerId

20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TunerInfo 对象。
测试方法：读写 tunerId。
符合性结果：读/写成功，且参数类型为整型。

DvbTunerIn

符合性要求 1:

fo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TunerInfo 对象。
tunerType

21

测试方法：读写 tunerType。
符合性结果：读/写成功，且参数类型为整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cTuningParameters()。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can(scanType, deliveryType, objArray[])。

22

DvbScan

startScan(scanType,
deliveryType,
objArray[])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消息
搜索开始，将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START；
当前频点搜索完毕，若发现业务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IND_SERVICES；
所有频道全部搜索完毕，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INISHED；
若没有搜到任何频道，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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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创建 DvbcTuningParameters()。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can(pid, tableid, deliveryType,

startScan(pid,
23

objArray[])。

tableid, deliveryType,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消息

objArray[])

搜索开始，将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START；
所有频道全部搜索完毕，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INISHED；
若没有搜到任何频道，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jsonSIInfo 数据格式正确。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can(jsonSIInfo)。
符合性结果：返回 0，并发送消息
搜索开始，将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START；
当前频点搜索完毕，若发现业务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startScan(jsonSIInfo)

24

MSG_DVB_SCAN_FIND_SERVICES；
所有频道全部搜索完毕，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INISHED；
若没有搜到任何频道，则向页面发送消息 MSG_DVB_SCAN_FAILED。
符合性要求 2：

DvbScan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jsonSIInfo 数据格式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can(jsonSIInfo)。
符合性结果：返回-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调用 startScan()。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can()。

25

stopScan()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10029(MSG_DVB_SCAN_STOP_SUCCESS)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未成功调用 startScan()。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can()。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10030(MSG_DVB_SCAN_STOP_FAILED)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收到 10028(MSG_DVB_SCAN_FIND_SERVICES)消息。

26

update()

测试方法：调用 update()。
符合性结果：更新频道列表，返回 Number 型， 1 表示更新成功， 0
表示更新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调用 startScan()。

27

save()

测试方法：调用 save()。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消息 10101(MSG_DVB_SCAN_SAVE_SUCCESS)
或者 10102(MSG_DVB_SCAN_SAVE_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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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成功调用 update()。

save()

测试方法：调用 save()。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消息 10101(MSG_DVB_SCAN_SAVE_SUCCESS)
或者 10102(MSG_DVB_SCAN_SAV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28

DvbScan

测试方法：调用 revert()。

revert()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消息
10103(MSG_DVB_SCAN_REVERT_SUCCESS)或者
10104(MSG_DVB_SCAN_REVERT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All()。

deleteAll()

29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消息
10105(MSG_DVB_SCAN_DELETE_SUCCESS)或者
10106(MSG_DVB_SCAN_DELETE_FAILED)。

B.2 广播协议处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正在播放单向直播节目。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Network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播放频道对应 DvbNetwork 对象。

currentDvbNetwork

1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调用过播放单向频道或者播放单向频道
失败。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Network 属性接口。

DvbBroadcast

符合性结果：返回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正在播放单向直播节目。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Bouquets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播放频道对应的 DvbBouquet 对

2

currentDvbBouquets

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调用过播放单向频道或者播放单向频道
失败。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Bouquets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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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正在播放单向直播节目。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TS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播放频道对应的 DvbTS 对象。

currentDvbTS

3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调用过播放单向频道或者播放单向频道
失败。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TS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正在播放单向直播节目。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Service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当前播放频道对应 DvbService 对象。

currentDvbService

4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调用过播放单向频道或者播放单向频道
失败。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Service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正在播放单向直播节目。

DvbBroadcast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Mosaic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播放频道对应 DvbMosaic 对象。

5

currentDvbMosaic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调用过播放单向频道或者播放单向频道
失败。
测试方法：读 currentDvbMosaic 属性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自动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Networks()方法。
符合性结果：
返回长度大于 0 的 DvbNetwork 对象数组。

6

getAllNetwork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执行过自动搜索，或者执行过自动搜索
失败。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Network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自动搜索，并成功。

7

getAllNetworks(sortOrder)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Networks(sortOrder)方法传
入指定的排序 sortOrder 类型。
符合性结果：按指定方式排序返回长度大于 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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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DvbNetwork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执行过自动搜索，或者执行过自动搜索

getAllNetworks(sortOrder)

失败。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Networks(sortOrder)方法传
入指定的排序 sortOrder 类型。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自动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Network(network_id)方法传入指
定的 network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 network_id 的 DvbNetwork 对

getNetwork(network_id)

8

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执行过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调用 getNetwork(network_id)方法传入指
定的 network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DvbBroadcast

前置条件：执行过自动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Bouquet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Bouquet 对象数组。若不存在业

9

getAllBouquets()

务群对象（例如流中未发现 BAT 表）
，则返回的数组长度
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自动搜索。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Bouquet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Bouquet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getAllBouquets(sortTypeArray[],
10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排序 DvbBouquet 对象数组。若
不存在业务群对象（例如流中未发现 BAT 表）
，则返回的
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执行过搜索，或者执行过搜索失败。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Bouquet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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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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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getAllBouquets(sortTypeArray[],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直播码流要包含 Bouquet 信息，执行过搜
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getBouquet(network_id, bouquet_id)
getBouquet(network_id,

11

bouquet_id)

方法传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Bouque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搜索。
测试方法：
调用 getBouquet(network_id, bouquet_id)
方法传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TS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组长度大于 0。 的 DvbTS 对象数

getAllTSs()

12

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搜索。

DvbBroadcast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TS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TS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13

getAllTS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排序 DvbTS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执行过搜索，或者执行过搜索失败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TS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getTS(network_id,
14

测试方法： 调 getTS(network_id,

original_network_id,

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方法传入指

transport_stream_id)

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TS 对象。若指定的传送流对象
不存在，则返回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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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2:

getTS(network_id,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搜索。

original_network_id,

测试方法：调 getTS(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方法传入指
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Servi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组长度大于 0 的 DvbService 对象

getAllServices()

15

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搜索，或执行过可失败了。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Servi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DvbBroadcast
16

number 型数组。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结果：
返回符合指定排序 DvbService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执行过搜索，或者执行过自动搜索失败。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17

getAllMosaics()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Mosaic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所有 DvbMosaic 对象。如无马赛克
对象，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getService
(network_id,
18

测试方法： 调 getService
(network_id,original_network_id,

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service_id)方法传入指定的值。

transport_stream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TS 对象。若指定的传送流对象

service_id)

不存在，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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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 getService (network_id,

(network_id,

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方法传入指

original_network_id,

定的值。

transport_stream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service_i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执行过搜索，并成功。
DvbBroadcast

测试方法： 调用 getEntryMosaic(network_id)方法传
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Mosaic 对象。如无马赛克对象，
getEntryMosaic(network_id)

19

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执行过搜索。
测试方法：调用 getEntryMosaic(network_id)方法传
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获取到 DvbNetwork 对象。

network_id

20

测试方法： 读 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number 类型的单向广
播网络的网络标识。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network_name

21

测试方法： 读 network_na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string 类型的单向广
播网络的网络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22

DvbNetwork

network_type

测试方法： 读 network_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number 类型的单向广
播网络的传送类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23

getNetworkName()

测试方法： 调用 getNetwork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string 类型的网络名
称全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24

getShortNetworkName()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hortNetwork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string 型，表示网
络名称简称，若无网络名称简称则返回 un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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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TSs()

25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TS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没排序的长度大于 0 的 DvbTS 对象
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TSs(sortTypeArray[],

26

sortOrderArray[])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TS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指定排序 DvbTS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TS(original_network_id,

27

transport_stream_id)

测试方法： 调 getTS(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方法传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DvbTS 对象。若指定的传送流对象不存
在，则返回 NULL。

DvbNetwork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Services()

28

测试方法： 调 getAllServices()方法传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DvbService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29

sortOrderArray[])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指定排序 DvbService 对象数
组。
符合性要求 1:

getService(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30

service_id)

前置条件：
DvbNetwork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调 getService(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service_id)方法传入指定的值。
符合性结果：DvbService 对象。若指定的传送流对象
不存在，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network_id

31

测试方法： 读 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且为 number 类型的单向广播

DvbBouquet

网络标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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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读 bouquet_id 属性。

bouquet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且为 number 类型的单向广播
业务群标识。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bouquet_name

33

测试方法： 读 bouquet_na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且为 number 类型的单向广播
业务群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调用 getBouque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string 类型的业务群
名称全称。业务群名称全称从 bouquet_name_descriptor

getBouquetName()

34

描述符或从
multilingual_bouquet_name_descriptor 描述符中获取。
相匹配的业务群名称全称，若从 bouquet_name_descriptor
或 multilingual_bouquet_name_descriptor 描述符中无
法获得该语种编码的业务群名称全称，则默认返回
bouquet_name_descriptor 中携带的业务群名称全称。
符合性要求 1:

DvbBouquet
35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ShortBouquetName()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hortBouque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正确值而且为 string 类型的业务群
名称简称，若业务群名称简称不存在则返回 undefin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36

getAllTSs()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TS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业务群对象中的所有 DvbTS 对
象，不进行排序的 DvbTS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37

getAllTS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TS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方法传入指定的排序类型和具体值
number 型数组。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指定排序 DvbTS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38

getTS(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传入的参数在 bouquet 下存在。
测试方法： 调用 getTS(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设置值的 DvbTS 对象。

223

GY/T 303.7—2018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Services()

39

此对象下描述有频道列表。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Servi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获取当前业务群中所有 DvbService 对
象，不进行排序的 DvbService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40

DvbBouquet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此对象下描述有频道列表。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设置值的 DvbT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getService(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41

service_id)

前置条件：
DvbBouque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此传入的参数在对象下描述有频道。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ervice(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service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设置值的 DvbT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network_id

42

测试方法： 读 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传送流所属的网络 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original_network_id

43

测试方法： 读 original_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传送流的原始网络 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44

DvbTS

transport_stream_id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transport_stream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传送流 ID，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45

deliveryType

测试方法： 读 delivery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表示传送系统类型，取值见 “DVB
传送系统类型”常量定义。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46

dvbsTuningParams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dvbsTuningParams 属性。
符合性结果：表示 DVB-S 调谐解调参数。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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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yType=DVB_DELIVERY_TYPE_DVB_S 时，此属性有效。

dvbsTuningParams

类型为：dvbsTuningParams，返回值为：dvbsTuningParam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dvbtTuningParams 属性。

dvbtTuningParams

47

符合性结果：表示 DVB-T 调谐解调参数。注：当
deliveryType=DVB_DELIVERY_TYPE_DVB_T 时，此属性有效。
类型为：dvbtTuningParams，返回值为：dvbtTuningParam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dvbcTuningParams 属性。

dvbcTuningParams

48

符合性结果：表示 DVB-C 调谐解调参数。注：当
deliveryType=DVB_DELIVERY_TYPE_DVB_C 时，此属性有效。
类型为：dvbcTuningParams，返回值为：dvbcTuningParam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absssTuningParams 属性。

49

DvbTS

absssTuningParams

符合性结果：表示 ABS-SS 调谐解调参数。注：当
deliveryType=DVB_DELIVERY_TYPE_ABS_SS 时，此属性有
效。类型为：absssTuningParams，返回值为：
absssTuningParam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dtmbTuningParams 属性。

50

dtmbTuningParams

符合性结果：表示 DTMB 调谐解调参数。
注：当 deliveryType=DVB_DELIVERY_TYPE_DTMB 时，
此属性有效。类型为：dtmbTuningParams，返回值为：
dtmbTuningParam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已
经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Quality 属性。

51

signalQuality

符合性结果：传送流所在频点的信号质量，取值范围
为 0～100，0 表示信号最差，100 表示信号最好。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没
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Quality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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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已
经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Strength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传送流所在频点的信号强度，取值

signalStrength

52

范围为 0～100，0 表示信号最弱，100 表示信号最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没
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Strength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已
经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errorRate 属性。

errorRate

53

符合性结果：返回传送流所在频点的误码率。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没
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DvbTS

测试方法：读 errorRat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已
经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Level 属性。

54

signalLevel

符合性结果：返回传送流所在频点的信号电平。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没
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Level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已
经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NoiseRatio 属性。

55

signalNoiseRatio

符合性结果：返回传送流所在频点的信噪比。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以及
没锁中当前 DvbTS 的频点。
测试方法： 读 signalNoiseRatio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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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NoiseRatio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Services()

56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Services()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传送流中的所有 DvbService
对象，不进行排序的 DvbService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57

sortOrderArray[])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Services(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结果：返回符合设置排序规则的 DvbTS 对象数
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填
写该 DvbTS 下正确的 service_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ByID(service_id)。

DvbTS
getServiceByID(service_id)

58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Servic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填写
一个不是该 DvbTS 下的 service_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ByID(service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填
写属于该 DvbTS 下频道的 service_typ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sByType(service_type)。

getServicesByType(service_type)

59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Service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vbT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填写
不属于该 DvbTS 下频道列表的 service_typ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sByType(service_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network_id

60

测试方法：读 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业务所在的网络 ID，类型为：
number。

DvbService

符合性要求:
61

original_network_id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original_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所在的原始网络 ID，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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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transport_stream_id

62

测试方法： 读 transport_stream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所在传送流 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service_id

63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service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 ID，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service_name

64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service_na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名称，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service_type

65

测试方法： 读 service_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务类型取值，见 “业务类型”常量
定义，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DvbService
66

service_provider_name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service_provider_na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业务提供者名称，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running_status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下列任一业务运行状态，取值：
——0 未定义；

67

running_status

——1 未运行；
——2 几秒后开始（例如录像）
；
——3 暂停；
——4 运行；
——5～7 预留使用。
注：对于 NVOD 业务，running_status=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EIT_present_following_flag 属性。

68

EIT_present_following_flag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的当前/后续信息是否存在于当
前传送流中，取值：
——true 表示业务的 EIT 当前/后续信息存在于当
前传送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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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 表示业务的 EIT 当前/后续信息不在当前传
送流中。类型为：boolea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EIT_schedule_flag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的 EIT 时间表信息是否存在于

EIT_schedule_flag

69

当前传送流中，取值：
——true 表示业务的 EIT 时间表信息存在于当前传
送中。
——false 表示业务的 EIT 时间表信息不在当前传
送流中。类型为：boolea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free_CA_mode 属性。

free_CA_mode

70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是否被加扰，取值：
——true 一路或多路码流的接收由 CA 系统控制；
——false 业务的所有组件都未被加扰。类型为：
boolea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71

DvbService

bouquetIDs

测试方法：读 bouquetIDs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所属的所有业务群 ID 数组，
并按照 bouquet_id 升序排列。类型为：number Array。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bouquetIDs 属性。

72

referServiceID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参考业务的 service_id。若
service_type = ERVICE_TYPE_NVOD_SHIFT，可通过该属性
获取对应的参考业务的 service_id，否则该属性返回
undefined。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bouquetIDs 属性。

73

timeShiftServiceIDs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获取对应的所有时移业务的
service_id。若 service_type= SERVICE_TYPE_NVOD_REF，
可通过该属性获取对应的所有时移业务的 service_id，否
则该属性返回undefined。类型为：numberArray。
符合性要求:

74

curVideoObj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而且在播放此频道。
测试方法：读 curVideoObj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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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VideoObj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当前正在播放的视频 ES。类型
为：DvbVideoE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而且在播放此频道。

curAudioObj

75

测试方法：读 curAudioObj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当前正在播
放的音频 ES。类型为：DvbAudioES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PCRPID

76

测试方法：读 PCRP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参考的 PCR P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ServiceName()

77

而且在播放此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Name()方法。
性结果：返回业务名称全称。类型为：string 型。
符合性要求:

DvbService
78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ShortServiceNam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ortServiceName ()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业务名称简称，类型为：string 型。
若业务名称简称不存在，则返回 undefine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79

getLocati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Locat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以 original_network_id、
transport_stream_id 和 service_id 三要素描述的业务
路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而且传入的 start,end（start：string 型，表示起始时间，

80

getEvents(start, end)

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end：string 型，表示终
止时间，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
）时间段覆盖。
测试方法：调用 getEvents(start,end)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Event 对象数组。若指定的对象
不存在，则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81

getVideoESs()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调用 getVideoESs()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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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业务包含的所有视频流（包含任

getVideoESs()

意的视频格式类型）DvbVideoES 对象数组。若无此对象，
则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调用 getAudioESs()方法。

getAudioESs()

82
DvbService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业务包含的所有音频流（包含任
意的音频格式类型
）DvbAudioES 对象数组。若无此对象，则返回的数组长度
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Service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调用 getOtherESs()方法。

getOtherESs()

83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业务包含的所有非视音频流的
DvbOtherES 对象数组。若无此对象，则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Vide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stream_type 属性。

stream_type

84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视频基本流的类型，取值：
——0x01 GB/T 17191.2—1997 视频；
——0x02 GB/T 17975.2—2000 视频或 GB/T 17191.2
—1997 受限参数视频流。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85

DvbVideoES

前置条件：
DvbVide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elementary_PID

测试方法： 读 elementary_P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承载该视频基本流的传送流 PID。
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Vide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component_tag

86

测试方法： 读 component_tag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视频流组件标识。系统应从与该
基本流相关的 stream_identifier_descriptor 获取信息，
若无可用信息，则默认置为-1。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Audi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87

DvbAudioES

stream_type

测试方法：读 stream_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音频基本流的类型，取值：
——0x03 GB/T 17191.3—1997；
——0x04 GB/T 17975.3—2002。类型为：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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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Audi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elementary_PID

88

测试方法： 读 elementary_P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承载该音频基本流的传送流 PID。
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Audi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 读 component_tag 属性。

89

DvbAudioES

component_tag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音频组件标识。
系统应从与该基本流相关的
stream_identifier_descriptor 获取信息，若无可用信
息，则默认置为-1。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Audio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lingual

90

测试方法： 读 lingual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音频语种，语种三字母代码遵循
GB/T 4880.2—2000 标准。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Other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stream_type

91

测试方法：读 stream_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基本流的类型，取值除 0x01、
0x02、0x03 和 0x04 以外其它允许的值。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Other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92

DvbOtherES

elementary_PID

测试方法：读 elementary_P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承载该基本流的传送流 PID。类型
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DvbOtherES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component_tag

93

测试方法：读 component_tag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组件标识。系统应从与该基本流相
关的 stream_identifier_descriptor 获取信息，若无可
用信息，则默认置为-1。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network_id

94

测试方法：读 network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事件所属的网络 ID。类型为：

DvbEvent

number。
符合性要求:
95

original_network_id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original_network_id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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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_network_id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事件所属的原始网络 ID。类型
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transport_stream_id

96

测试方法：读 transport_stream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事件所属的传送流 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service_id

97

测试方法：读 service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事件所属的业务 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event_id

98

测试方法：读 event_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事件所属的业务 ID。类型为：
number。
符合性要求:

event_name

99
DvbEvent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event_na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事件名称。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100

event_description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event_description 属性。
符合性结果：节目事件描述。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running_status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节目事件运行状态，取值：
——0 未定义；

101

running_status

——1 未运行；
——2 几秒后开始（例如录像）
；
——3 暂停；
——4 运行；
——5～7 预留使用。
注：对于 NVOD 参考节目事件，running_status=0。类型
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102

startDate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startDat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事件播放的起始日期，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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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Date

流程说明
"YYYY-MM-DD"。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startTime

103

测试方法：读 startTi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事件播放的起始时间，格式为
"hh:mm:ss"。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duration

104

测试方法：读 duration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事件播放的持续时间，单位为秒。
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endDate

105

测试方法：读 endDat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事件播放的结束日期，格式为
"YYYY-MM-DD"。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endTime

106

测试方法：读 endTi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事件播放的结束时间，格式为

DvbEvent

"hh:mm:ss"。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content_nibble 属性。

107

content_nibble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表示该事件分类值（8 比特）
，其
中高 4 位为一级节目内容分类值
(content_nibble_level_1)，低 4 位为二级节目内容分类
值
(content_nibble_level_2)。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user_nibble 属性。

108

user_nibble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表示该事件运营商定义的分类值
（8 比特）
，其中高 4 位为一级节目内容分类值
(content_nibble_level_1)，低 4 位为二级节目内
容分类值(content_nibble_level_2)。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109

minAge

测试方法：读 minAg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返回该事件可以收看的最小年龄。类型
为：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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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读 free_CA_mode 属性。

free_CA_mode

110

符合性结果：返回表示该事件是否被加扰，取值：
——true 已加扰；
——false 未加扰。
类型为：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EventName()

111

测试方法：调用 getEven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表示该事件节目事件名称全称。类
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ShortEventName()

112
Dvb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ortEventName()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表示该事件节目事件名称简称。类
型为：string。若事件名称简称不存在则返回 undefine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测试方法：调用 getEventDescription()方法。

getEventDescription()

113

符合性结果：返回表示该节目事件描述信息。节目事
件描述信息从 short_event_descriptor 描述中获取，本
方法应返回与用户设置的偏好语种相匹配的节目事件描述
信息。类型为：string。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vbEvent 对象不为 undefined 或者 NULL。

getLocation()

114

测试方法：调用 getLocation()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表示该节目以
original_network_id、transport_stream_id、service_id
和 event_id 四要素描述的事件定位符。类型为：string。

B.3 双向宽带网络接入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getAllEthernets()

1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Ethernets()接口
符合性结果：返回 Ethernet 对象数组，接收终端所有

Broadband

的 Ethernet 对象获取成功,且个数与实际相符。
2

ping(address, paramet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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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ping(address, parameter)接口，其
中 address 赋值正确的 IP 地址或域名，parameter 为 ping
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每隔一段时间(不停止)能够收到响应消息
且获取到 Ping 成功的消息描述字符串。

ping(address, parameter)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调用 ping(address, parameter)接口，其
中 address 赋值错误的 IP 地址或域名，parameter 为 ping
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隔一段时间(不停止)能够收到响应消息且
获取到 Ping 失败的消息描述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尚未调用 ping
方法。
测试方法：调用 cancelPing()函数。
符合性结果：cancelPing 返回 0，表示当前 ping 操作

3

Broadband

cancelPing()

已经结束或当前无 ping 操作。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已调用 ping
方法。
测试方法：调用 cancelPing()函数。
符合性结果：cancelPing 返回 1，表示停止了正在执行
的 ping 操作。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使用正确的目标网络地址(ipv4 或 ipv6 类
型的地址)调用 queryNetworkState(targetAddress)函数。
符

合

性

结

果

：

MSG_BROADBAND_GET_NETWORK_STATE

能

够

收

到

消 息 ， 通 过

Utility.getEventInfo(id)获得消息描述字符串，消息描述
4

queryNetworkState(targetAddress)

为当前网络与目标网络连通的状况。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使用错误的目标网络地址(ipv4 或 ipv6 类
型的地址)调用 queryNetworkState(targetAddress)函数。
符

合

性

结

果

：

MSG_BROADBAND_GET_NETWORK_STATE

能

够

收

到

消 息 ， 通 过

Utility.getEventInfo(id)获得消息描述字符串，消息描述
为当前网络不连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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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正确选择设备类型，调用
getDeviceState(device)函数。
符合性结果：getDeviceState 返回状态值，返回值符

getDeviceState(device)

5

合当前设备实际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选择不存在的设备类型，调用
getDeviceState(device)函数。
符合性结果：getDeviceState 返回状态值，返回值符
合当前设备实际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向前修改系统显示时间，调用 NTPUpdate()
函数。
符合性结果：NTPUpdate 返回成功，应用收到同步网络

NTPUpdate()

6

时间成功消息，系统时间显示为正确的时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Broadband

测试方法：向后修改显示时间，调用 NTPUpdate()函数。
符合性结果：NTPUpdate 返回成功，应用收到同步网络
时间成功消息，系统时间显示为正确的时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修改 IP 设置参数，调用 save()函数。
符合性结果：应用收到保存成功消息，重启后查看修改

7

save()

的参数与实际修改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修改其他相关设置参数，调用 save()函数。
符合性结果：应用收到保存成功消息，重启后查看修改
的参数与实际修改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环境中存
在门户服务器。

8

portalIP

测 试 方 法 ： 获 取 门 户 服 务 器 的 IP 地 址
Broadband.portalIP 变量。
符合性结果：门户服务器地址 portalIP 能获取成功，
且与实际的值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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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环境中存
在门户服务器。

portalPort

9

测试方法：获取门户服务器的服务端口号
Broadband.portalPort 变量。
符合性结果：门户服务器服务端口 portalPort 属性能
获取成功，且与实际的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环境中存
在应用下载服务器。

appServerIP

10

测试方法：获取应用下载服务器的 IP 地址
Broadband.appServerIP 变量。
符合性结果：应用服务器 IP 地址 appServerIP 属性能
获取成功，且与实际的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环境中存
在应用下载服务器。

appServerPort

11

测试方法：获取应用下载服务器服务端口
Broadband.appServerPort 变量。

Broadband

符合性结果：应用下载服务器服务端口 appServerPort
属性能获取成功，且与实际的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12

host

测试方法：获取终端设备识别主机名 Broadband.host
变量。
符合性结果：终端设备识别主机名 host 属性能获取成
功，且与实际的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13

workGroup

测试方法：获取网络所属工作组 Boradband.workGroup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络所属工作组 workGroup 属性能获取成
功，且与实际的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14

enableFlag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是否可用 Ethernet.enableFlag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状态变量 enableFlag 获取成功且与
实际值相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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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获取网卡 DHCP 状态 Ethernet.DHCPflag 变

DHCPflag

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 DHCP 状态变量 DHCPflag 获取成功且
与实际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DHCPAutoGetDNS

16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自动获取 DNS 的状态
Ethernet.DHCPAutoGetDNS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自动获取 DNS 状态变量
DHCPAutoGetDNS 获取成功且与实际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description

17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描述信息 Ethernet.description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描述信息 description 属性获取成
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网卡信息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MACAddress

18
Ethernet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物理地址 Ethernet.MACAddress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物理地址 MACAddress 属性读取成功，
且属性值与实际网卡物理地址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19

IPs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 IP 地址组 Ethernet.Ips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地址组 IPs 属性读取成功，且他的属
性值与实际 IP 地址组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 DNS 服务器地址组 Ethernet.DNSs

20

DNSs

变量。
符合性结果：DNS 服务器地址组 DNSs 属性获取成功，
且得到的 DNS 服务器 IP 地址数组个数和其 IP 地址均与实际
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21

DHCPIP

测 试 方 法 ： 获 取 网 卡 动 态 分 配 到 的 IP 对 象
Ethernet.DHCPIP 变量。
符合性结果：动态分配到的 IP 对象 DHCPIP 属性读取成
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值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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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communicateWay

22

测试方法：获取表示网络带宽和通信方式的
Ethernet.communicateWay 变量。
符合性结果：表示网络带宽和通信方式的
communicateWay 属性读取成功且与实际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LANStatus

23

测试方法：获取网络连接状态 Ethernet.LANStatus 变
量。
符合性结果：网络正常连接时 LANStatus 的值为 1；网
络没有连接时 LANStatus 的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sentPackages

24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发送的网络数据包数
Ethernet.sentPackages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发送网络数据包 sentPackages 属性
读取成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发送包数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25

Ethernet

receivedPackages

测试方法：获取网卡接收的网络数据包数
Ethernet.receivedPackages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卡接收网络数据包 receivedPackages
属性读取成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接收包数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26

currentConnectionType

测试方法：获取当前网卡网络连接类型
Ethernet.currentConnectiongType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络连接类型 currentConnectionType
属性读取成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填写正确的 address、mask、gateway，调
用 addIP(ip)函数。
符合性结果：addIP 返回成功，IP 对象成功添加到网

27

addIP(ip)

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填写错误的 address、mask、gateway，调
用 addIP(ip)函数。
符合性结果：addIP 返回失败，IP 对象添加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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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选择 DNS 服务器索引 index,填写正确的 DNS
IP 地址 dns，调用 setDNS(index, dns)函数。
符合性结果：DNS 的 IP 数组中对应被修改的那个 DNS

setDNS(index, dns)

28

服务器地址与填写的一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选择 DNS 服务器索引 index,填写错误的 DNS
IP 地址 dns，调用 setDNS(index, dns)函数。
符合性结果：DNS 的 IP 数组中对应被修改的那个 DNS
服务器地址仍然为修改之前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填写正确的 IP 数组下标 index，调用
deleteIPByIndex(index)函数。
符合性结果：deleteIPByIndex 返回成功，IP 对象能

deleteIPByIndex(index)

29

够删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Ethernet

测试方法：填写错误的 IP 数组下标 index，调用
deleteIPByIndex(index)函数。
符合性结果：deleteIPByIndex 返回失败，IP 对象删
除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填写正确的 IP 地址，调用
deleteIPByAddress(address)函数。
符合性结果：deleteIPByAddress 返回成功，IP 对象

30

deleteIPByAddress(address)

能够删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测试方法：填写错误的 IP 地址，调用
deleteIPByAddress(address)函数。
符合性结果：deleteIPByAddress 返回失败，IP 对象
删除失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31

submitParameters()

测试方法：修改网络设置参数，调用
submitParameters()函数。
符合性结果：能够接收到提交配置参数成功的消息，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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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Parameters()

流程说明
读取出来的网络参数与提交修改的一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中存在
DHCP 服务器。

DHCPLeaseObtained

32

测试方法：网卡启用 DHCP 模式，获取租用 IP 地址开始
时间 Ethernet.DHCPLeaseObtained 变量。
符合性结果：DHCP 租用 IP 地址开始时间
DHCPLeaseObtained 读取成功，且其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中存在
DHCP 服务器。

DHCPLeaseExpires

33

测试方法：网卡启用 DHCP 模式，获取租用 IP 地址结束
时间 Ethernet. DHCPLeaseExpires 变量。
符合性结果：读取租用 IP 地址结束时间
DHCPLeaseExpires 属性成功，且其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中存在
DHCP 服务器。

DHCPServer

34
Ethernet

测试方法：获取网络中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域名
Ethernet.DHCPServer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络中 DHCP 服务器地址 DHCPServer 属性
读取成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网络中存在
DHCP 服务器。

35

DHCPPort

测试方法：获取网络中 DHCP 服务器提供服务的端口号
Ethernet.DHCPPort 变量。
符合性结果：DHCP 服务器服务端口 DHCPPort 属性读取
成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36

HTTPProxy

测试方法：获取网页代理服务对象
Ethernet.HTTPProxy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页代理对象 HTTPProxy 属性读取成功，
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37

HTTPSProxy

测试方法：获取网页代理服务对象
Ethernet.HTTPSProxy 变量。
符合性结果：网页代理对象 HTTPSProxy 属性读取成功，
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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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FTPProxy

38

测试方法：获取 FTP 代理服务对象 Ethernet.FTPProxy
变量。
符合性结果：FTP 代理服务器对象 FTPProxy 属性获取
成功，且他的属性值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在无线网络环境中。

getAPs()

39

测试方法：调用 getAPs()函数。
符合性结果：getAPs 返回实际 ap 信息数组，且与实际
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在无线网络环境中。

scanAP(maxCount, timeOut)

40

测试方法：填写最大扫描数和扫描超时时间，调用
scanAP(maxCount,timeOut)函数。
符合性结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到不超出最大数的周
围 AP 信息，且与实际相符。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在无线网络环境中。

Ethernet

测试方法：使用准备接入的 AP 信息，调用
connectAP(essId, keyType, key)函数。
符合性结果：收到连接成功消息，连接 AP 成功，且能

41

connectAP(essId, keyType, key)

够进行双向通信。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在无线网络环境中。
测试方法：使用错误的信息，调用 connectAP(essId,
keyType, key)函数。
符合性结果：收到连接失败消息，连接 AP 失败，无法
进行双向通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无线网络环境中。

42

disconnectAP()

测试方法：调用 disconnectAP()函数。
符合性结果：disconnectAP 返回成功，网络连接断开
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无线网络环境中。

43

getConnectedAP()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nectedAP()函数，获取连接 AP
信息。
符合性结果：getConnectedAP 返回 AP 对象，获取已经
连接的 AP 信息，且与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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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接入无线网

essId

44

络。
测试方法：获取连接热点的 AP.essId 变量。
符合性结果：AP 的 essID 属性获取成功且与实际值相
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接入无线网
络。

signalStrength

45

测试方法：获取热点信号强度 AP.signalStrength 变
量。
符合性结果：信号强度 signalStrength 获取成功且与
实际值相同。

AP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接入无线网
linkQuality

46

络。
测试方法：获取热点连接质量 AP.linkQuality 变量。
符合性结果：连接质量 linkQuality 获取成功且与实际
值相同。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且接入无线网

encType

47

络。
测试方法：获取热点认证加密类型 AP.encType 变量。
符合性结果：热点认证加密类型 encType 读取成功且与
实际情况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address

48

测试方法：获取 IP.address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IP 对象的属性 address，与
系统实际的 IP 地址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49

IP

mask

测试方法：获取 IP.mask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IP 对象的属性 mask，与系统
实际的网络掩码值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50

gateway

测试方法：获取 IP.gateway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IP 对象的属性 gateway，与
系统实际的网关地址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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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

51

IP

IP(address, mask, gateway)

测试方法：使用地址、掩码、网关数值，调用
IP(address, mask, gateway)函数构造 IP 对象。
符合性结果：IP 对象能够创建成功，且属性与使用的
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接入代理服务
器。

userName

52

测试方法：获取当前代理服务器接入方式的用户名
proxy. userName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proxy 对象的属性 userName，
与当前接入代理服务器用户名实际值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接入代理服务
器。

password

53

测试方法：获取当前代理服务器接入方式的用户名
proxy.password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proxy 对象的属性 password，
与当前接入代理服务器密码实际值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接入代理服务
器。

54

proxy

enable

测试方法：获取当前代理服务器是否生效
proxy.enable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Proxy 属性 enable，与当前
代理服务器生效与否的实际值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接入代理服务
器。

55

unusedProxyURLs

测试方法：获取不使用代理的网络连接
proxy.unusedProxyURLs 变量组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proxy 对象的属性
unusedProxyURLs 字符串组，与系统实际不需要代理的 URL
地址组相同。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接入代理服务

56

Server

器。
测试方法：获取代理服务器 IP 地址或者域名地址
proxy.server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 proxy.server 字符串，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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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流程说明
际使用的代理服务器网络地址或域名相同。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接收终端接入双向宽带网络，接入代理服务

proxy

器。
port

57

测试方法：获取代理服务器提供代理服务的端口号
proxy. port 变量并打印。
符合性结果：能够读取出代理服务端口 port 字符串，
与实际代理服务器代理服务的端口相同。

B.4 人机交互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具备前面板的显示设备

displayText(str)

1

测试方法：使用要显示的字符串作为参数，调用
displayText(str)方法。
符合性结果：displayText 返回成功，前面板以水平居
中对齐方式显示输入的字符串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的显示设备
测试方法：填写待显示的字符串 str，选择指定对齐方

displayText(str,align)

2

式 align，调用 displayText(str,align)方法。
符合性结果：displayText 返回成功，前面板以指定的
对齐方式显示输入的字符串，若终端不支持所选的对齐方式，
则缺省以水平居中方式显示

FrontPane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的指示灯

3

setStatus(type, status)

测试方法：选择指示类型 type 和指示状态 status，调
用 setStatus(type, status)方法。
符合性结果：setStatus 返回成功，可以正常设置开启
和关闭，指示灯随之亮和灭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的指示灯

4

getStatus(type)

测试方法：选择指示类型 type，调用 getStatus(type)
方法。
符合性结果：getStatus 返回正确的指示状态(有效类型
返回关闭/开启，无效类型返回未知)
符合性要求:

5

displayDate(date)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的显示设备
测试方法：调用 displayDate(date)方法显示当前时间
符合性结果：若终端支持，则 displayDate 返回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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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Date(date)

流程说明
前面板显示对应时间；若终端不支持，则 displayDate 返回
失败，前面板无显示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的显示设备

6

FrontPanel

clear()

测试方法：前面板处于信息显示状态，调用 clear()方
法
符合性结果：clear 返回成功，前面板显示内容全部清
除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具备前面板的显示设备

getMaxChars()

7

测试方法：调用 getMaxChars()方法获取前面板显示字
符串个数
符合性结果：getMaxChars 返回终端能够支持的显示最
大字符个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输入设备触发输入事件

event.type

8

测试方法：捕获到输入事件后，获取事件类型
event.type 变量
符合性结果：event.type 与实际输入事件类型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输入设备触发输入事件

event.source

9

测试方法：捕获到输入事件后，获取事件来源
event.source 变量
符合性结果：event.source 事件来源与实际输入事件设
备类型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输入设备触发输入事件

Event
10

event.which

测试方法：捕获到输入事件后，获取事件键码值
event.which 变量
符合性结果：event.which 事件键码值与实际输入事件
设备的按键码值相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输入设备触发输入事件
测试方法：捕获到输入事件后，获取事件扩展属性
event.modifiers 变量

11

event.modifiers

符合性结果：扩展属性 event. Modifiers 如果为 0 表示
扩展属性为空；如果扩展属性为 number 型则该变量为数值；
如果扩展属性为字符串，则该变量为 ID 值，该 ID 值由系统
内部定义生成，用于字符串的索引值，调用
Utility.GetEventInfo(ID)可以获取到对应的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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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1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有可用的音频输
出端口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por

2

t)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参数指定的系统音频
输出端口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返回值为 false。
符合性要求 1:

AudioSetting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音频输出

3

disableOutputInterface(port)

端口关闭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音频输出端口状态不
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4

enableOutputInterface(port)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音频输出
端口打开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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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enableOutputInterface(port)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音频输出端口状态不
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Volume()

5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Volum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音量大小值在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Volum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
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音量

setOutputVolume(volume)

6
AudioSetting

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Volum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
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音量设置为有效范围
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7

getOutputChannelMode()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输出声道类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为

8

setOutputChannelMode(audioCh
annel)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输出
声道类型,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HDMI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
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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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OutputChannelMode(audioCh
annel)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为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输出声道类型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SPDIFMode()

9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spdif 接口连接 AV 功放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SPDIF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 spdif 输出接口
数据格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spdif 接口连接 AV 功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输出

setOutputSPDIFMode(mode)

10

声音格式,并和 AV 功放显示声音格式一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spdif 接口连接 AV 功放

AudioSetting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hannelMode 方法,,参数为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输出声音格式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调用 mute 接口静音
测试方法：调用 is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是否静音的状态

11

isMute()

为 true,并和实际效果相符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调用 unmute 接口解除静音
测试方法：调用 is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系统是否静音的状态
为 false,并和实际效果相符
符合性要求 1:

12

mute()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mut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系统静音
符合性要求 1:

13

unMute()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unMut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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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ut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系统解除静音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HDMI 端口连接 AV 功放输入, AV 功放 HDMI
输出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HDMI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

getOutputHDMIFMode()

14

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HDMIF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 HDMI 输出接口
数据格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HDMI 端口正常连接 AV 功放, AV 功放 HDMI

AudioSetting

输出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HDMI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
setOutputHDMIMode(mode)

15

HDMI 输出声音类型,并和 AV 功放实际显示值一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HDMI 端口正常连接 AV 功放, AV 功放 HDMI
输出连接电视,系统启动成功, 音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HDMI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 HDMI 输出声音类型
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16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有可用的视频频
输出端口名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VideoSetting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17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por
t)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参数指定的系统视频
输出端口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InterfaceStatus 方法,参数
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返回值为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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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视频输出

disableOutputInterface(port)

18

端口关闭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视频输出端口状态不
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参数指定的系统视频输出

19

VideoSetting

enableOutputInterface(port)

端口打开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OutputInterface 方法,参数为
getOutputInterfaceList 方法调用返回参数之外的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视频输出端口状态不
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20

getOutputBrightness()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Brightness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亮度大小值在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21

getOutputContrast()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Contra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对比度大小值在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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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Saturation()

22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Saturation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饱和度大小值在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对于高清系统调用 getOutputStandard 方
法,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的 VOUT_HD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型号格式值在接

getOutputStandard(device)

23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对于标清系统调用 getOutputStandard 方
法,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的 VOUT_SD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型号格式值在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VideoSetting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24

getOutputTransparency()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Transparency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透明度大小值在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Brightness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亮度

25

setOutputBrightness(value)

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Brightness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音量设置为有效范围
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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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ontrast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对比

setOutputContrast(value)

26

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Contrast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对比度设置为有效范
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Saturation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对比

27

VideoSetting

setOutputSaturation(value)

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Saturation 方法,,参数为接
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对比度设置为有效范
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高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H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

setOutputStandard(device,
28

standard)

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信号格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标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S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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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信号格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高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法,

setOutputStandard(device,

device 参数为 VOUT_H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

standard)

之外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 系统视频信号格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标清系统,调用 setOutputStandard 方法,,
device 参数为 VOUT_SD, standard 参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
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系统视频信号格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Transparency 方法,,参数为

VideoSetting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透明

29

setOutputTransparency(value)

度大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Transparency 方法,,参数为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透明度设置为有效范
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MatchMethod 方法,,参数为

30

setOutputMatchMethod(mode)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输出长宽比适配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255

GY/T 303.7—2018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MatchMethod 方法,,参数为

setOutputMatchMethod(mode)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盒长宽比适
配模式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MatchMethod()

31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MatchMethod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长宽比
适配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utputAspectRatio()

32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utputAspectRatio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长宽比
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AspectRatio 方法,,参数为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VideoSetting
33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setOutputAspectRatio(mode)

输出长宽比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utputAspectRatio 方法,,参数为
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盒长宽比模
式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34

GetColorSpaceMode()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lorSpace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色彩空
间模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35

GetDeepColorMode()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epColor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色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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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DeepColorMode()

流程说明
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lorSpaceAndDeepColor 方法,,参
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36

SetColorSpaceAndDeepColor( c

输出色彩空间,色深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olorSpace, deepColor)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lorSpaceAndDeepColor 方法,,参
数为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视频输出色彩空间,色深模
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HDRType()

37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HDRType 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获取到当前正确的 HDR 模
式。

VideoSetting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HDRTyp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定
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38

SetHDRType(type)

输出 HDR 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HDRTyp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定
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机顶视频输出 HDR 模式值
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39

GetStereoOutMode()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ereoOut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立体模
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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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Out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SetStereoOutMode(mode, fps)

40

输出立体 R 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Out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
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视频输出立体模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RightEyeFirst()

41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RightEyeFirs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立体模
式的是否右眼在前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VideoSetting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RightEyeFirst 方法,,参数为接口
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42

SetRightEyeFirst(Outpriority

输出立体右眼在前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RightEyeFirst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
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视频输出立体模式右眼在
前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43

GetStereoDepth()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ereoDepth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立体模
式深度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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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Depth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
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输出立体模式深度值,并实际起作用

SetStereoDepth(depth)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StereoDepth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
准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视频输出立体模式深
度值设置为有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PictureMode()

45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PictureMod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图像模
式值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VideoSetting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cture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46

setPictureMode(mode)

输出图像模式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ctureMod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 视频输出图像值不变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47

getDisplayHue()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DisplayHu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获取系统视频输出色调值
在接口标准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要求 1:

48

setDisplayHue(hue)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DisplayHu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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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范围之内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按照参数值设置系统视频
输出色调值,并实际起作用
符合性要求 2:

setDisplayHue(hue)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DisplayHue 方法,,参数为接口标准
定义范围之外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视频输出色调值设置
为有效范围之内的最接近设定参数的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49

VideoSetting

SaveDisplayFmt()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aveDisplayFmt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 系统保存视频输出参数配
置, 系统掉电重启后视频输出参数配置能保持不丢失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setOptimalFormatEnable()

50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setOptimalFormatEnabl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所有 AV 端口正常连接电视, 系统启动成功,

getOptimalFormatEnable()

51

视频输出端口处于打开状态。
测试方法：调用 getOptimalFormatEnable 方法。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获取到当前正确的自动化
视频输出格式使能状态。

B.6 媒体处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tMediaSource()函数，url 有效

1

MSG_MEDIA_URL_VALID

测试方法：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 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URL_VALID
符合性要求 1:

2

MediaPlayer

前置条件：调用 setMediaSource()函数，url 无效
MSG_MEDIA_URL_INVALID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URL_INVALID
符合性要求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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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调用 play()函数，播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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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_MEDIA_PLAY_SUCCESS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PLAY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play()函数，播放失败

4

MSG_MEDIA_PLAY_FAILED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PLAY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tPace()函数，设置成功

5

MSG_MEDIA_SETPACE_SUCCESS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SETPAC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tPace()函数，设置失败

6

MSG_MEDIA_SETPACE_FAILED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SETPAC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ek()函数，调用成功

7

MSG_MEDIA_SEEK_SUCCESS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SEEK_SUCCESS

MediaPlayer
8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eek()函数，调用失败
MSG_MEDIA_SEEK_FAILED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SEEK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pause()函数，暂停成功

9

MSG_MEDIA_PAUSE_SUCCESS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PAUS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10

前置条件：调用 pause()函数，暂停失败
MSG_MEDIA_PAUSE_FAILED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PAUS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resume()函数，恢复播放成功

11

MSG_MEDIA_RESUME_SUCCESS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RESUM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12

MSG_MEDIA_RESUME_FAILED

前置条件：调用 resume()函数，恢复播放失败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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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_MEDIA_RESUME_FAILED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RESUM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op()函数，停止成功

13

MSG_MEDIA_STOP_SUCCESS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STOP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op()函数，停止失败

14

MSG_MEDIA_STOP_FAILED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消息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EDIA_STOP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MediaPlayer()

15

前置条件：window.MediaPlayer 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MediaPlayer()。
符合性结果：生成 media play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getPlayerInstanceID()

16

测试方法：调用 getPlayerInstanceID ()。
符合性结果：获取接收终端本地可用的播放器实例 ID，
该 ID 由系统内部自动分配

MediaPlay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getPlayerInstanceID()获取 id。
测试方法：调用 bindPlayerInstance ()。
符合性结果：MediaPlayer 对象与播放器实例绑定，返

17

bindPlayerInstance(playerIns

回 0。

tance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有调用 getPlayerInstanceID()获取 id。
测试方法：调用 bindPlayerInstance ()。
符合性结果：MediaPlayer 对象与播放器实例不能绑定，
返回-1.
符合性要求 1:

18

unbindPlayerInstance(playerI
nstanceID)

前置条件：调用 bindPlayerInstance ()
测试方法：调用 unbindPlayerInstance ()。
符合性结果：MediaPlayer 对象和当前播放器实例解除
绑定，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URL 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 setMediaSource ()。

19

setMediaSource(mediaURL)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URL_VALI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URL 不合法
测试方法：调用 setMedia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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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MediaSource(mediaURL)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URL_INVALI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设置了 URL
测试方法：读取 location

location

20

符合性结果：媒体文件位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没有设置 URL
测试方法：读取 location
符合性结果：值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bindPlayerInstance()。
测试方法：读取 playerInstanceID
符合性结果：当前 MediaPlayer 对象所绑定的播放器实

playerInstanceID

21

例 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在调用 bindPlayerInstance()方法之前，或
在调用 unbindPlayerInstance()方法之后
测试方法：读取 playerInstanceID
符合性结果：值为-1
符合性要求 1:

MediaPlayer

前置条件：页面接收到 MSG_MEDIA_URL_VALID 消息后
测试方法：调用 play ()。

22

play()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PLAY_SUCCESS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页面没有收到 MSG_MEDIA_URL_VALID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play ()。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PLAY_FAILE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视频在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pause ()。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PAUSE_SUCCESS 消

23

pause()

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视频没有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pause ()。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PAUSE_FAILE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视频暂停播放

24

resume()

测试方法：调用 resume ()。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RESUME_SUCCESS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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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视频没有暂停

resume()

测试方法：调用 resume ()。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RESUME_FAILED 消
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视频在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top ()。

stop()

25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STOP_SUCCESS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视频没有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top ()。
符合性结果：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STOP_FAILE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媒体源支持特技模式
测试方法：
调用 enableTrickMode ()。
再调用 setPace()。

enableTrickMode(flag)

26

符合性结果：有特技效果。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媒体源不支持特技模式
测试方法：
调用 enableTrickMode ()。
再调用 setPace()。

MediaPlayer

符合性结果：无特技效果。
符合性要求 1:

27

getTrickModeFlag()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TrickModeFlag ()。
符合性结果：获取特技设置值，与设置时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VideoDisplayMode ()，再调用
refresh ()。

28

setVideoDisplayMode(mode)

符合性结果：设置视频显示模式成功，并在调用 refresh
()后生效。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VideoDisplayMode()，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不能改变视频显示模式
符合性要求 1:

29

getVideoDisplayMode()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VideoDisplayMode ()。
符合性结果：获取视频显示模式与实际播放一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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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T 303.7—2018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setVideoDisplayArea ()，再调用
refresh ()。
符合性结果：设置视频显示区域成功，并在调用 refresh

setVideoDisplayArea(rect)

()后生效。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VideoDisplayArea ()，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不能改变视频显示区域
符合性要求 1:

getVideoDisplayArea()

31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VideoDisplayArea ()。
符合性结果：获取视频显示区域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Volume()，参数有效。

setVolume(volume)

32

符合性结果：设置音量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tVolume()，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不能改变音量

MediaPlayer
33

符合性要求 1:
getVolume()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Volume ()。
符合性结果：获取音量
符合性要求 1:

34

getCurrentLanguage()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getCurrentLanguage ()。
符合性结果：获取当前所用的语种与实际播放的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35

listAvailableLanguages()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listAvailableLanguages ()。
符合性结果：获取当前所有可用的音频语种
符合性要求 1:

36

getMediaDuration()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getMediaDuration ()。
符合性结果：获取当前播放媒体的总时长
符合性要求 1:

37

getCurrentPlayTime()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getCurrentPlayTime ()。
符合性结果：获取媒体播放的当前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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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getPlaybackMode()

38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getPlaybackMode ()。
符合性结果：获取播放器当前的播放模式
符合性要求 1:

getServiceLocation(flag)

39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Location ()。
符合性结果：根据节目标志对象获取指定节目的定位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视频正在播放。

setPauseMode(mode)

40

测试方法：调用 setPauseMode ()。再调用 pause()方法。
符合性结果：设置暂停状态时视频的输出模式成功。调
用 pause()时，视频状态为相应的设置模式。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调用

getPauseMode()

41

setPauseMode()设置暂停模式。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useMode ()。
符合性结果：获取暂停状态时视频的输出模式，与之前
调用 setPauseMode 方法时一致。
符合性要求 1:

MediaPlayer
42

前置条件：调用 setVideoDisplayMode()、
refresh()

setVideoDisplayArea()
测试方法：调用 refresh ()。
符合性结果：视频模式、区域生效。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有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seek ()。
符合性结果：调用成功，则发送

43

seek(type,timestamp)

MSG_MEDIA_SEEK_SUCCESS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实时播放的电视广播
测试方法：调用 seek ()。
符合性结果：调用失败，则发送 MSG_MEDIA_SEEK_FAILE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支持快速播放的媒体源
测试方法：调用 setPace ()。

44

setPace(pace)

符合性结果：设置成功，则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SET_PACE_SUCCESS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实时播放的电视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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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setPace ()。

setPace(pace)

符合性结果：设置失败，则向页面发送
MSG_MEDIA_SET_PACE_FAILED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45

MediaPlayer

selectDefaultLanguage()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lectDefaultLanguage ()。
符合性结果：将音频语种设置为缺省语种
符合性要求 1:

selectLanguage(language)

46

前置条件：已有 media play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electLanguage ()。
符合性结果：设置当前音频所用的语种

B.7 应用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author

1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读 author。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开发者名称。
符合性要求:

description

2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读 description。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详细信息。
符合性要求:

name

3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读 name。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名称。

widget
4

符合性要求:
shortName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读 shortName。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短名称。
符合性要求:

5

version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读 version。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版本号。
符合性要求:

6

id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读 id。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唯一标识号。

7

authorEmai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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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Email

测试方法：读 authorEmail。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开发者邮箱。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authorHref

8

测试方法：读 authorHref。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开发者信息位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preferences

9

测试方法：读 preferences。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引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height

10

测试方法：读 height。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高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width

11

测试方法：读 width。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宽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widget

测试方法：调用 launchWidget ()。

launchWidget(DOMString
12

widgetname, DOMString src,
DOMString type)

符合性结果：启动到指定应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launchWidget ()。
符合性结果：不能启动指定应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应用商店服务器准备好应用。
测试方法：调用 installWidget ()。

installWidget(DOMString
13

widgetname, DOMString id,
DOMString url)

符合性结果：触发页面 ondownloadsize 下载进度回调
函数、ondownloadsuccess 下载成功回调函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商店服务器未准备好应用。
测试方法：调用 installWidget ()。
符合性结果：触发页面 ondownloadfail 下载失败回调函
数。
符合性要求 1:

14

updateWidget(DOMString

前置条件：应用商店服务器准备好应用，应用需要升级。

widgetname, DOMString id,

测试方法：调用 updateWidget ()。

DOMString url)

符合性结果：应用升级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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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Widget(DOMString

前置条件：应用商店服务器未准备好应用。

widgetname, DOMString id,

测试方法：调用 updateWidget ()。

DOMString url)

符合性结果：应用不能升级。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成功安装应用。

checkWidget(DOMString
widgetname, DOMString id,

15

DOMString url)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Widget()。
符合性结果：页面 获取已安装应用版本号。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Widget ()。
符合性结果：页面 不能获取安装应用版本号。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成功安装应用。

widget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Widget ()。
符合性结果：触发页面 onuninstallsuccess 卸载成功

16

uninstallWidget(DOMString

回调函数。

widgetname, DOMString 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Widget ()。
符合性结果：触发页面 onuninstallfail 卸载失败回调
函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成功安装应用。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Package ()。

deletePackage(DOMString

17

widgetname, DOMString id)

符合性结果：删除用户缓存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Package ()。
符合性结果：没有删除用户缓存数据。

B.8 消息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event 对象为内置对象。

1

event

event.source

测试方法： 任意按遥控按键或前面板按键
符合性结果： 能够捕获到按键消息，且若是遥控按键，
则 event.source 为 1002；若是前面板按键，则 event.source
为 1003；若是系统消息，则 event.source 为 1001；

2

event.which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event 对象为内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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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任意按遥控按键或前面板按键，然后调用

event.which

event.which 属性。
符合性结果： 返回消息的代码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event 对象为内置对象。
测试方法： 任意按遥控按键或前面板按键，然后调用只
读 event.modifiers 属性
符合性结果： 返回消息的扩展属性。若该消息的扩展属

event.modifiers

3

性为空，则 modifiers 返回 0；若该消息的扩展属性为
number 型，则 modifiers 返回该数值；若该消息的扩展属

event

性为字符串，则 modifiers 返回一个 ID 值，该值由系统内
部 生 成 ，作 为 具 体 字 符 串 内 容 的 指 针 ，应
用 可 调 用 Utility.getEventInfo(ID)方法取出字符串内
容。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event 对象为内置对象。
测试方法： 任意按遥控按键或前面板按键，然后调用
event.type

4

event.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 返回发生的事件的类型，即当前 event 对
象表示的事件的名称，它与注册的事件句柄同名，例如
“onclick”
；或者是事件句柄属性删除前缀“on”
，例如
“click”
。同 W3C 定义。

B.9 系统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接口与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创建用户数据表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创建用户

1

DataConfig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1，要创建的用户数据表已经存在。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传入参数
为 NULL 或空的字符串。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2，要创建的用户数据表名无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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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getUserPropertyTable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用以表示全局唯一的数据
表标识。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deleteUserPropertyTable()删除数据表。

getUserPropertyTable()

测试方法：调用 getUserPropertyTable ()。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值 -1，获取用户数据表失败。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getUserPropertyTable ()传入参数为
NULL 或空的字符串。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值-2，要获取的用户数据表名称无
效；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getUserPropertyTable ()。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UserPropertyTable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删除用户数据表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3

DataConfig

deleteUserPropertyTable()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UserPropertyTable ()传入参数
为不存在的数据表标识。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1，要删除的用户数据表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UserPropertyTable ()传入参数
为 NULL 或空的字符串。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2，要删除的数据表名称无效。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ata/app/data_access_default.json 文
件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SystemPropertyTable()。

4

getSystemPropertyTabl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1，获取的系统数据表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此文件需要存在：
/data/app/data_access_default.js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SystemPropertyTabl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获取系统数据表成功。
符合性要求1：

5

createItem()

前置条件：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It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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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创建数据项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Item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1，创建数据表失败。
符合性要求 3：

createItem()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createItem ()。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Item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2，数据项名称在数据表中已存在。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createItem ()传入参数数据项名称为
NULL 或空的字符串。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3，数据项名称无效。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createItem ()。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Item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删除成功。

DataConfig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6

deleteItem()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Item ()参数传入不存在的数据表
标识。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0，未知原因导致删除数据项失败。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Item ()参数传入不存在的数据项
名称。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1，数据项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createItem ()。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 ()。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ing 型字符串，获取数据项值为成

7

getProperty()

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perty ()参数传入不存在的数据
项名称。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获取的数据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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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createItem ()。
测试方法：调用 setProperty ()。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大于 0，修改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8

setProperty()

测试方法：调用 setProperty ()参数传入不存在的数据
项名称。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值 0，未知原因导致修改内容失
败。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setProperty ()参数传入不存在的数据
项名称。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值-1，数据项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文件夹：
/data/db 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saveToNvm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执行成功可捕获

9

DataConfig

saveToNvm()

消息 MSG_SAVE_DATA_SUCCESS，表示数据写入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saveToNvm ()传入参数为不存在的数据
表标识。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执行不成功通过
捕获 MSG_SAVE_DATA_FAILED 消息，表示数据写入失败。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saveToNvm ()。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FromNvm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执行成功可捕获
消息 MSG_REMOVE_DATA_SUCCESS，表示数据表删除成功。

10

removeFromNvm()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FromNvm ()传入参数为不存在的
数据表标识。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执行不成功通过
捕获 MSG_REMOVE_DATA_FAILED 消息，表示数据表删除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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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createUserPropertyTable()、
saveToNvm()。
测试方法：调用 revertFromNvm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执行成功可捕

11

revertFromNvm()

获消息 MSG_REVERT_DATA_SUCCESS，表示数据覆盖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revertFromNvm()。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执行不成功通过

DataConfig

捕获 MSG_REVERT_DATA_FAILED 消息，表示数据覆盖失败。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未创建用户数据表。
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Default()。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执行成功通过捕
获 MSG_RESTORE_TO_DEFAULT_SUCCESS 消息，表示数据恢复

12

restoreDefault()

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系统无缺省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Default()。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执行不成功通过
捕获 MSG_RESTORE_TO_DEFAULT_FAILED 消息，表示数据恢复
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uninstallDeviceByID 函数，url 有效

13

MSG_DEVICE_UNINSTALL_SUCCESS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DEVICE_UNINSTALL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uninstallDeviceByID 函数，url 无效

14

MSG_DEVICE_UNINSTALL_FAILED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StorageDeviceM

MSG_DEVICE_UNINSTALL_FAILED

anager

符合性要求：
15

getAllStorageDevice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orageDevice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16

uninstallDeviceByID(id)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DeviceBy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执行成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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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 MSG_UNINATALL_DEVICE_SUCCESS 消息，表示卸载成
功。

StorageDeviceM
anager

符合性要求 2：
uninstallDeviceByID(i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DeviceBy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执行不成功通过
捕获 MSG_UNINATALL_DEVICE_FAILED 消息，表示卸载失败。
符合性要求：

17

id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Device.id。
符合性结果：值有定义，获取存储设备唯一标识成功。
符合性要求：

18

name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Device.name。
符合性结果：值不为空，获取存储设备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9

status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Device.status。
符合性结果：值有定义，获取存储设备的状态信息成功。

StorageDevice
20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

符合性要求：
serialNumber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Device.serialNumber。
符合性结果：值有定义，获取存储设备序列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

21

getAllPartition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AllPartitions()。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oragePartition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2

getPartitionByID(id)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StorageDevices ()。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rtitionBy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oragePartition 对象。
符合性要求：

23

id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id。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分区 ID 成功。

StoragePartiti
24

on

符合性要求：
name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存储设备分区名称成功。

25

totalSiz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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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total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存储设备分区空间大小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26

freeSize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free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存储设备分区空闲空间大小成
功。
符合性要求：

27

StoragePartiti
on

path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path。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存储设备分区访问路径成功。
符合性要求：

28

fsType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fsTyp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分区文件系统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29

fsStatus

前置条件：调用 getAllParitions()。
测试方法：判断 StoragePartition.fsStatus。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存储设备分区状态成功。
符合性要求 1:

30

MSG_COPYFILE_SUCCESS

前置条件：调用 copyFile 函数，参数有效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OPYFIL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31

MSG_FILE_NOT_EXIST

前置条件：调用 copyFile 函数，源文件不存在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FILE_NOT_EXIST
符合性要求 1:

32

MSG_MOVEFILE_SUCCESS
FileManager

前置条件：调用 moveFile 函数，url 有效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OVEFIL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33

MSG_DELETEFILE_SUCCESS

前置条件：调用 deleteFile 函数，url 有效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DELETEFIL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copyDirectory 函数，url 有效

34

MSG_COPYDIRECTORY_SUCCESS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 合 性 结 果 ： 网 页 收 到 消 息 为
MSG_COPYDIRECTORY_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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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moveDirectory 函数，url 有效

35

MSG_MOVEDIRECTORY_SUCCESS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OVEDIRECTORY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deleteDirectory 函数，url 有效

36

MSG_DELETEDIRECTORY_SUCCESS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DELETEDIRECTORY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1:

37

MSG_COPYFILE_FAILED

前置条件：调用 copyFile 函数，目标路径不存在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OPYFIL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38

MSG_SPACE_SHORTAGE

前置条件：调用 copyFile 函数，目标文件系统存储满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SPACE_SHORTAGE
符合性要求 1:

39

FileManager

MSG_MOVEFILE_FAILED

前置条件：调用 moveFile 函数，源文件只读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OVEFIL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40

MSG_CANNOT_DELETE_FILE

前置条件：调用 deleteFile 函数，源文件只读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ANNOT_DELETE_FILE
符合性要求 1:

41

MSG_DELETEFILE_FAILED

前置条件：调用 deleteFile 函数，源文件不存在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DELETEFILE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copyDirectory 函数，目标目录不存在

42

MSG_COPYDIRECTORY_FAILED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OPYDIRECTORY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copyDirectory 函数，源目录不存在

43

MSG_DIRECTORY_NOT_EXIST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 合 性 结 果 ： 网 页 收 到 消 息 为
MSG_DIRECTORY_NOT_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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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moveDirectory 函数，源目录不存在

44

MSG_MOVEDIRECTORY_FAILED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MOVEDIRECTORY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deleteDirectory 函数，源目录不存在

45

MSG_DELETEDIRECTORY_FAILED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DELETEDIRECTORY_FAIL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deleteDirectory 函数，源目录只读

46

MSG_CANNOT_DELETE_DIRECTORY

测试方法：获取事件消息 event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ANNOT_DELETE_DIRECTORY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copy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COPYFILE_SUCCESS，表示复制成功。

FileManager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文件不存在。

47

copyFile(path1, path2)

测试方法：调用 copy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FILE_NOT_EXIST，表示源文件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目标文件系统存储满。
测试方法：调用 copy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SPACE_SHORTAGE，表示目标路径所在的存储区空间不足。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mov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MOVEFILE_SUCCESS，表示移动成功。

48

moveFile(path1, path2)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文件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mov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FILE_NOT_EXIST，表示源文件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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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目标文件系统存储满。

moveFile(path1, path2)

测试方法：调用 mov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SPACE_SHORTAGE，表示目标路径所在的存储区空间不足。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49

deleteFile(path)

MSG_DELETEFILE_SUCCESS，表示删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文件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DELETE_FAILED，表示删除失败。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existLocalFile()。

50

existLocalFile(path)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文件存在。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文件不存在。

FileManager

测试方法：调用 existLocal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文件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copy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COPYDIRECTORY_SUCCESS，表示复制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目录不存在。

51

copyDirectory(path1, path2)

测试方法：调用 copy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DIRECTORY_NOT_EXIST，表示源文件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目标文件系统存储满。
测试方法：调用 copy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SPACE_SHORTAGE，表示目标路径所在的存储区空间不足。
符合性要求1：

52

moveDirectory(path1, path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move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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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_MOVEDIRECTORY_SUCCESS，表示移动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目录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move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DIRECTORY_NOT_EXIST，表示源文件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3：

moveDirectory(path1, path2)

前置条件：目标文件系统存储满。
测试方法：调用 move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SPACE_SHORTAGE，表示目标路径所在的存储区空间不足。
符合性要求4：
前置条件：源目录只读
测试方法：调用 move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CANNOT_DELETE_DIRECTORY，表示无法删除源文件。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Directory()。

FileManager
53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开始执行，捕捉到消息
deleteDirectory(path)

MSG_DELETEDIRECTORY_SUCCESS，表示删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目录只读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未执行，捕捉到消息
MSG_DELETEDIRECTORY_FAILED，表示删除失败。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existDirectory()。

54

existDirectory(path)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目录存在。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源目录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exist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目录不存在。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55

downloadRemoteFile(path,endu

测试方法：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

reTime)

符合性结果：捕捉到消息
MSG_DOWNLOAD_REMOTE_FILE_SUCCESS 表示下载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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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传入异常参数。
符合性结果：捕捉到消息
MSG_DOWNLOAD_REMOTE_FILE_NOT_EXIST 表示前端不存在要
下载的文件。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无。

downloadRemoteFile(path,endu

测试方法：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传入异常参数。

reTime)

符合性结果：捕捉到消息
MSG_DOWNLOAD_REMOTE_FILE_FAILED 表示下载失败。
符合性要求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
符合性结果：捕捉到消息 MSG_DOWNLOAD_FILE_TIMEOUT
表示 endureTime 规定的时间已到，文件下载仍未完成。

FileManager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收到消息

56

getRemoteFile(maskId)

MSG_DOWNLOAD_REMOTE_FILE_SUCCESS。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mot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FileObj 类型，文件对象。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收到消息
MSG_DOWNLOAD_REMOTE_FILE_SUCCESS，然后调用
getRemoteFile()。
测试方法：调用 killObject()。

57

killObject(obj)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1 表示清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ownloadRemoteFile()收到消息
MSG_DOWNLOAD_REMOTE_FILE_SUCCESS，然后调用
getRemoteFile()。
测试方法：调用 killObject()。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0 表示清除失败。
符合性要求：

58

name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Directory()、getDirList()。
测试方法：判断 directory.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目录名称成功。

Directory
59

符合性要求：
path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Directory()、getDirList()。
测试方法：判断 directory.path。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目录成功。

60

Directory(path)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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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Direc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 Directory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Directory()。

61

getFileList()
Directory

测试方法：调用 getFileList()。
符合性结果：File 对象数组，若该目录下不含任何文件，
则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Directory()。

62

getDirList()

测试方法：调用 getDirList()。
符合性结果：Directory 对象数组，若该目录下不含任何
子目录，则返回的数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63

size

前置条件：调用 FileObj()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fileobj.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文件大小成功。
符合性要求：

64

name

前置条件：调用 FileObj()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fileobj.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文件名字成功。
符合性要求：

65

path

前置条件：调用 FileObj()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fileobj.path。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文件所在的绝对路径成功。
符合性要求：

66

FileObj

FileObj(locato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FileObj()。
符合性结果：返回 FileObj 对象。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FileObj()。
测试方法：调用 open()。

67

open(mod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1 表示打开成功。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FileObj()。
测试方法：调用 open()传入异常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0 表示打开失败。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FileObj()、open()。

68

close()

测试方法：调用 clos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1 表示关闭成功。
符合性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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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调用 FileObj()。

close()

测试方法：调用 clos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0 表示关闭失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FileObj()、open()。

69

readFile(len)
FileObj

测试方法：调用 read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ing 型，以字符串形式返回读取内
容。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依次调用 FileObj()、open()。

70

readAllFile()

测试方法：调用 readAll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ing 型，以字符串形式返回读取内
容。
符合性要求：

71

type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typ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文件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72

fileName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file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定位器成功。
符合性要求：

73

location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locat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文件名字成功。
符合性要求：

74

AudioFile

fileSize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file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文件成功。
符合性要求：

75

sampleRate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sampleRat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采样率成功。
符合性要求：

76

numberOfChannels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numberOfChannels。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声道数成功。
符合性要求：

77

Duration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durat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文件的播放时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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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78

AudioFile(pa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Audio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AudioFil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79

Date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dat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发行日期成功。
符合性要求：

80

AudioFile

title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til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音频标题成功。
符合性要求：

81

artist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artis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艺术家/表演者成功。
符合性要求：

82

album

前置条件：调用 Audi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audioFile.album。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专辑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83

VideoFile(pa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Video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VideoFil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84

typeContainer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typeContain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封装格式成功。
符合性要求：

85

VideoFile

typeVideo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typeVideo。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86

typeAudio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typeAudio。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伴音音频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87

location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loact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文件定位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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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88

fileName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file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文件名字成功。
符合性要求：

89

fileSize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file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文件大小成功。
符合性要求：

90

bitRate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bitRat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播放码率成功。
符合性要求：

91

duration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durat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文件播放时间成功。
符合性要求：

92

width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width。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宽度成功。

VideoFile
93

符合性要求：
height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heigh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高度成功。
符合性要求：

94

aspectRatio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aspectRatio。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宽高比成功。
符合性要求：

95

Fps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fps。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视频帧率成功。
符合性要求：

96

sampleRate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sampleRat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伴音音频采样率成功。
符合性要求：

97

numberOfChannels

前置条件：调用 Video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videoFile.numberOfChannel。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声道数成功。

285

GY/T 303.7—2018
序号

对象

接口与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98

ImageFile(pa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Image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ImageFile 对象。
符合性要求：

99

type

前置条件：调用 Image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imageFile.typ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图片文件的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100

Location

测试方法：判断 imageFile.locat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图片文件的定位器成功。

ImageFile
101

前置条件：调用 ImageFile()获取对象。

符合性要求：
filename

前置条件：调用 Image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imageFile.file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图片文件的名字成功。
符合性要求：

102

width

前置条件：调用 Image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imageFile.width。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图片文件的宽度成功。
符合性要求：

103

hight

前置条件：调用 ImageFile()获取对象。
测试方法：判断 imageFile.heigh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图片文件的高度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04

getEventInfo(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EventInfo()。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ing 型，表示消息的详细描述信
息。

Utility

符合性要求：
105

println(st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printIn()。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06

setItemValue(key, value)

测试方法：调用 setItemValue()。
符合性结果：调用 getItemValue()返回值与

GlobalVarManag

setItemValue()设置全局变量参数值作对比相同则成功。

er

符合性要求：
107

getItemValue(key)

前置条件：调用 setItemValue()。
测试方法：调用 getItem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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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接口与属性
getItemValue(key)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 setItemValue()设置全局变量参
数值作对比相同则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08

setItemStr(key, str)

测试方法：调用 setItemStr()。
符合性结果：调用 getItemStr()返回值与 setItemStr()
设置全局变量参数值作对比相同则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etItemStr()。

109

GlobalVarManag

getItemStr(key)

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ItemStr()。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与 setItemStr()设置全局变量参数
值作对比相同则成功。
符合性要求：

110

removeItem(key)

前置条件：调用 setItemStr()。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Item()。
符合性结果：调用 getItemStr()返回值为 null 则成功。
符合性要求：

111

clearAll()

前置条件：调用 setItemStr()。
测试方法：调用 clearAll()。
符合性结果：调用 getItemStr()返回值为 null 则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12

left

测试方法：判断 Rectangel.lef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Rectangle 对象左上角 X 轴坐
标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13

top

测试方法：判断 Rectangel.top。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Rectangle 对象左上角 Y
轴坐标成功。

Rectangle
114

符合性要求：
width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Rectangel.lef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Rectangle 对象宽度成功。
符合性要求：

115

heigh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Rectangel.lef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Rectangle 对象高度成功。

Rectangel(left, top, width,
116

heigh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Rect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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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Rectangle

接口与属性
Rectangel(left, top, width,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

height)
符合性要求：
117

standBy()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tandBy()。
符合性结果：设备进入待机状态。
符合性要求：

118

sleep()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leep()。
符合性结果：设备进入休眠状态。
符合性要求：

119

wakeUp()

前置条件：sleep()。
测试方法：调用 wakeUp()。
符合性结果：唤醒设备。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SysTool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ndBySt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3 表示设备正常工作。
符合性要求 2：

120

getStandByState()

前置条件：调用 sleep()。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ndBySt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1 表示设备真待机。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调用 standBy()。
测试方法：调用 getStandBySt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 2 表示设备假待机。
符合性要求：

121

reboot()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reboot()。
符合性结果：重启设备。
符合性要求：

122

Flash.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Flash.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闪存的大小成功。
符合性要求：

123

HardwareInfo

RAM.siz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RAM.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内存的大小成功。
符合性要求：

124

RAM.typ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RAM.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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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接口与属性
RAM.type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内存的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125

SOC.mode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OC.model。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主芯片的型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26

SOC.frequency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OC.frequency。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主芯片的工作频率
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27

SOC.provider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OC.provid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主芯片的提供商名
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28

HW.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HW.vers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硬件版本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

HardwareInfo
129

前置条件：无。
STB.TPtype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TPtyp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传输模式类型成
功。
符合性要求：

130

STB.definit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definit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清晰度类型成功。
符合性要求：

131

STB.provid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provid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提供商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32

STB.brand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brand。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品牌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33

STB.model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model。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型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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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接口与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34

STB.serialnumb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serialnumb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序列号成功。

HardwareInfo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35

STB.returnPath

测试方法：判断 HardwareInfo.STB.returnPath。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接收终端的回传通道属性成
功。
符合性要求：

136

OS.na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OS.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操作系统软件的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37

OS.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OS.vers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操作系统软件的版本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38

OS.provider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OS.provid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操作系统软件的提供商名称
成功。
符合性要求：

139

SoftwareInfo

middleware.na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的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40

middleware.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vers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的版本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

141

middleware.provid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provid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的提供商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2

middleware.releaseDate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releaseDat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的发布日期成功。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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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象

接口与属性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判断

middleware.copyright

SoftwareInfo.middleware.copyright。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的版权信息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4

middleware.RAMSize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RAM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所占用的内存空间
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5

middleware.NVMSize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NVM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所占用的 NVM 空间
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6

middleware.platform_profile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middleware.platform_profil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系统软件所支持的平台档次
成功。
符合性要求：

SoftwareInfo
147

前置条件：无。
loader.name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loader.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软件更新模块（loader） 的
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8

loader.version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loader.vers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软件更新模块（loader） 的
版本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49

loader.provider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loader.provid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软件更新模块（loader） 的
提供商成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150

loader.size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loader.siz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软件更新模块（loader） 的
大小成功。

151

CA.nam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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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与属性
CA.name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CA.name。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CA 软件的名称成功。
符合性要求：

152

CA.ver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CA.vers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CA 软件的版本号成功。

SoftwareInfo
153

符合性要求：
CA.provider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CA.provider。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获取 CA 软件的提供商成功。
符合性要求：

154

Driver.vision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判断 SoftwareInfo.Driver.vision。
符合性结果：有赋值则接收终端驱动版本号成功。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前端升级服务部署新的 OTA 升级包。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OTA()。

155

checkOTA()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表示有 OTA 升级。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前端升级服务未部署新的 OTA 升级包。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OTA()。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表示无 OTA 升级。

Upgrade
156

符合性要求：
startOTA()

前置条件：前端升级服务部署新的 OTA 升级包。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OTA()。
符合性结果：开始 OTA 升级。
符合性要求：

157

getOTANam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OTAName()。
符合性结果：string 型，表示 OTA 升级事件名称。

B.10 应用引擎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连接 cable 线，并且网络频点存在 EIT
数据。

1

EPGManager

MSG_EPG_SEARCH_SUCCESS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搜索成功。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SEARCH_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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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2

mask, endureTime)

endureTime)。
符合性结果：搜索完成发送 MSG_EPG_SEARCH_SUCCESS
消息，搜到数据发送 MSG_EPG_SEARCH_REFRESH 消息，搜索超
时停止搜索并发送 MSG_EPG_SEARCH_TIMEOUT 消息
返回一个整型，表示系统为该次异步过程分配的唯一标识
(maskId)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3

searchProgramEventByService(

searchProgramEventByService(serviceLocator,mask,endu

serviceLocator, mask,

reTime)。

endureTime)

符合性结果：搜索完成发送 MSG_EPG_SEARCH_SUCCESS
消息，搜到数据发送 MSG_EPG_SEARCH_REFRESH 消息，搜索超
时停止搜索并发送 MSG_EPG_SEARCH_TIMEOUT 消息，返回一
个整型，表示系统为该次异步过程分配的唯一标识(maskId)。

EPGManag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serviceLocator 指定业
务可获取。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Program(serviceLocator)。

4

getPresentProgram(serviceLoc
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 ProgramEvent 对象，表示
serviceLocator 所描述的 service 当前的 ProgramEven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serviceLocator 指定业
务无法获取。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Program(serviceLoc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为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ProgramsByContentType(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包含分类类型为

5

getPresentProgramsByContentT

contentType 的全部当前 ProgramEvents。

ype(contentTyp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根据测试环境条件，contentType 指定业务
无法获取。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ProgramsByContentType(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数组长度为 0 的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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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EPG 的搜索接口并返回成功后，传
入 str 关键字在 EIT 列表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ProgramsByName(str)方法。

getPresentProgramsByName(str

6

)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包含节目名为
str 的全部当前 ProgramEvent 对象数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EPG 的搜索接口并返回成功后，传
入 str 关键字在 EIT 列表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ProgramsByName(str)方法。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EPG 的搜索接口并返回成功后，传
入的 serviceLocator 正确的地址。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serviceLocator)。

getFollowingProgram(serviceL

7

ocator)
EPGManager

符合性结果：返回表示 serviceLocator 指定业务的
ProgramEventd 对象数组的后续节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EPG 的搜索接口并返回成功后，传
入的 serviceLocator 地址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serviceLoc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EPG 的搜索接口并返回成功后，传
入的 contentType 在 EIT 列表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sByContentType(contentType)。

8

getFollowingProgramsByConten
tType(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包含分类类型为
contentType 的全部后续 ProgramEven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经调用 EPG 的搜索接口并返回成功后，传
入的 contentType 在 EIT 列表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sByContentType(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9

getFollowingProgramsByName(s
tr)

前置条件：传入的 str 关键字在 EIT 的
FollowingPrograms 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sByName(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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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包含节目名为
str 的全部后续 ProgramEvent。

getFollowingProgramsByName(s

符合性要求 2:

tr)

前置条件：传入的 str 关键字在 EIT 的
FollowingPrograms 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ProgramsByName(str)。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传入的 serviceLocator 定位符在 EIT 的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Service(serviceLoc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表示

10

getProgramsByService(service

serviceLocator 指定业务的所有节目。

Locator)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传入的 serviceLocator 定位符在 EIT 的不存
在。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Service(serviceLoc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EPGManager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Date(serviceLocator,
beginDate, endDate)。

11

getProgramsByDate(serviceLoc
ator, beginDate, endD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表示
serviceLocator 指定业务中，所有符合指定时间的节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不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Date(serviceLocator,
beginDate, endDat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Direction(serviceLocator, beginDate,

getProgramsByDirection(servi
12

ceLocator, beginDate, count,
isForward)

count, isForward)。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数组长度为
count，表示 serviceLocator 指定业务中，指定起始日期和
检索方向的节目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不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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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ProgramsByDirection(servi

getProgramsByDirection(serviceLocator, beginDate,

ceLocator, beginDate, count,

count, isForward)。

isForward)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ContentType(contentType)。

getProgramsByContentType(con

13

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包含分类类型为
contentType 的全部 ProgramEven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不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ContentType(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Name(str)。
符合性结果：返回 ProgramEvent 数组，包含节目名称为

getProgramsByName(str)

14

str 的全部 ProgramEvent。
符合性要求 2:

EPGManager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在 EIT 表节目不能找到节目。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ogramsByName(str)。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锁频正常。

15

MSG_EPG_SEARCH_EXCEED_MAX_CO
UNT

测试方法： 在数据管理模块中
EPGSetting.program_event_maxcount 指定。调用 EPG 搜索
接口。
符合性结果： 搜索结果达到最大值，搜索自动停止，网
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SEARCH_EXCEED_MAX_COUN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锁频正常。

16

MSG_EPG_SEARCH_REFRESH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接口传入相应参数进行搜索。
符合性结果： 当 EPG 搜索到部分数据时，网页收到消
息为 MSG_EPG_SEARCH_REFRESH。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锁频正常。

17

MSG_EPG_SEARCH_TIMEOUT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超出限定时间。
符合性结果： 在接口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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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段内没有搜索到任何节目信息时，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SEARCH_TIMEOU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锁频正常。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

18

E_SUCCESS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收到 NVOD 数据。
符合性结果： 向页面发送 NVOD 参考事件成功消息。网
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锁频正常。

MSG_EPG_RECEIVE_ALL_NVODREFE

19

RENCE_SUCCESS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收完 NVOD 数据。
符合性结果： 向页面发送全部的 NVOD 频点的数据接收
完毕的消息。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RECEIVE_ALL_NVODREFERENCE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

20

E_TIMEOUT
EPGManager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 NVOD 参考数据接收超过限定时间。
符合性结果： 向页面发送 NVOD 参考事件搜索超时消
息。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E_TIMEOU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系统能锁频成功。

21

MSG_EPG_RECEIVE_NVODTIMESHIF
T_SUCCESS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接收到时移事件数据。
符合性结果： 向页面发送接收某参考事件下的时移事件
成功消息。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RECEIVE_NVODTIMESHIFT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22

MSG_EPG_RECEIVE_NVODTIMESHIF
T_TIMEOUT

测试方法： 调用 searchProgramEvent(tsList, mask,
endureTime)并时移事件数据接收超过限定时间。
符合性结果： 向页面发送 VOD 时移事件接收超时消息。
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EPG_RECEIVE_NVODTIMESHIFT_TIMEOUT。
符合性要求:

23

searchNVODRefEvents(endureTi

前置条件：无。

me)

测试方法：调用 searchNVODRefEvents(endureTim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整型，表示系统为该次异步过程
分配的唯一标识(maskId)，并向页面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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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E_SUCCESS—搜索某个频点
上的 NVOD 数据成功，

searchNVODRefEvents(endureTi

MSG_EPG_RECEIVE_ALL_NVODREFERENCE_SUCCESS—全部的

me)

NVOD 频点的数据接收完毕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E_TIMEOUT—搜索时间达到
endureTim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earchNVODRefEvents(tsArray,
endureTim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整型，表示系统为该次异步过程

24

searchNVODRefEvents(tsArray,

分配的唯一标识(maskId)，并向页面发送消息

endureTime)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E_SUCCESS—搜索某个频点
上的 NVOD 数据成功，
MSG_EPG_RECEIVE_ALL_NVODREFERENCE_SUCCESS—全部的
NVOD 频点的数据接收完毕
MSG_EPG_RECEIVE_NVODREFERENCE_TIMEOUT—搜索时间达到
endureTim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传入的 serviceLocator 是正确的，而且对应

EPGManager

的频道有参考 programs。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ferencePrograms(serviceLocator)。

25

getReferencePrograms(service
Loc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 ReferenceEvent 对象数组，包含
serviceLocator 指定业务上的全部参考节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传入的 serviceLocator 是不正确的，或者对
应的频道有参考 programs。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ferencePrograms(serviceLocator)。
符合性结果：返回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正常，而且存在参考事件。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ferenceEvents(sortType,
26

getReferenceEvents(sortType,
sortOrder)

sortOrd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ReferenceEvent 对象数组，包含按
照指定方式排序完成后的搜索到的所有 ReferenceEven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传入的参数不正常，或者不存在参考事件。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ferenceEvents(sor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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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ReferenceEvents(sor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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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Order)。
符合性结果：返回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EPGManager

前置条件：调用了 searchNVODRefEvents(endureTime)
exitNVODMode()

27

或 searchNVODRefEvents(tsArray, endureTime)。
测试方法：调用 exitNVODMode()。
符合性结果：无。
符合性要求 1:

channelObj

28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 channel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属 Channel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29

ProgramEvent

eventObj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属 DvbEven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isBooked

30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Program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写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读写成功，0 表示未被预订，1 表示被预订。
符合性要求 1:

channelObj

3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Referenc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 channel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属 Channel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eventObj

3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Reference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属 DvbEven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ReferenceEvent 对象。

Reference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searchSchedules(endureTime)。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整型
1 —表示 cache 中无数据，底层会自动去锁定频点，

33

searchSchedules(endureTime)

如果接收数据成功，则发出消息
MSG_EPG_RECEIVE_NVODTIMESHIFT_SUCCESS；当搜索时
间达到 endureTime 时，系统自动停止搜索，并发出消
息 MSG_EPG_RECEIVE_NVODTIMESHIFT_TIMEOUT
2 —表示 cache 中已经存在想要收取的 NVOD 时移事
件信息并且是完整的，可以直接获取，这时不会再有消
息返回给页面。

34

getSchedule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此参考业务下存在时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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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get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TimeShiftEvent 对象数组，包含该参考事

getSchedules()

件从此时此刻起，若干天之内的所有时移事件列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此参考业务下不存在时移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当前参考业务下有正常播放的时移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TimeShiftEvent 对象数组，包含获取该参

35

ReferenceEvent

getPresentSchedules()

考事件所带的当前正播放的所有时移事件对象，数组中的元
素按照播放起始时间进行排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当前参考业务下没有正常播放的时移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当前参考业务下即将播放的时移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esent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TimeShiftEvent 对象数组，包含该参考事

getFollowingSchedules()

36

件所带的下一个播放的所有时移事件对象 ，数组中的元素按
照播放起始时间进行排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当前参考业务下没有即将播放的时移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Following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返回一个长度为 0 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1:

channelObj

37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 channel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属 Channel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38

TimeShiftEvent

refChannelObj

测试方法：读 refChannel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对应的参考业务 Channel
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39

eventObj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测试方法：读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属 DvbEvent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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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refEventObj

40

测试方法：读 ref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返回所对应的参考业务
DvbEvent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status

41

测试方法：读 status。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取成功，-1 表示已经播放完毕，
0 表示正在播出，1 表示还未播放。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42

TimeShiftEvent

orderIndex

测试方法：读 orderIndex。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取成功，-1 表示已经未被预订，
其余正整数表示再预订列表中的位置。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preEvent

43

测试方法：读 preEvent。
符合性结果：TimeShiftEvent 对象，只读，表示该时移
事件的前一个时移对象。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TimeShiftEvent 对象。

nextEvent

44

测试方法：读 nextEvent。
符合性结果：TimeShiftEvent 对象，只读，表示该时移
事件的后一个时移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ave()并成功写入。

MSG_CHANNEL_RAM_TO_NVM_SUCCE

45

测试方法： 通过页面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SS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HANNEL_RAM_TO_NVM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46

ChannelManager

前置条件：调用 restore()并成功恢复。

MSG_CHANNEL_NVM_TO_RAM_SUCCE

测试方法：通过页面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SS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HANNEL_NVM_TO_RAM_SUCCESS。
参数：
channelId: 整型，表示频道 ID，为大于 0 的十进制整

47

getChannelByChannelID(channe

数

l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annelByChannelID(channe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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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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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频道号的 Channel 对象，若不存
在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getChannelByServiceID(servic

48

eId)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annelByServiceID(serviceId)。
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业务号的 Channel 对象，若指定
serviceid 找不到 channel 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getChannelByLogicalID(logica

49

lId)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annelByLogicalID(logicalId)。
符合性结果：返回指定逻辑频道号的 Channel 对象，若
指定的 logicalId 对应的 channel 不存在，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而播放过单向的频道。

getLastChannel()

50

测试方法：调用 getLastChannel()。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annel 对象，为前一个打开播放的
频道。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而播放过单向的频道。

getLastChannel(serviceType)

51
ChannelManag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LastChannel(service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annel 对象，为指定类型的前一个
打开的频道，若找不到指定的 service_type 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播放过单向频道。

52

getShutDownChannel()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utDownChannel()。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annel 对象，为关机频道，若无关
机频道，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53

getShutDownChannel(serviceTy
pe)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播放单向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utDownChannel(service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annel 对象，为指定类型的关机频
道，若指定类型的关机频道没有则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54

filter(filterTypeArray[],
valueArray[])

测试方法：调用
filter(filterTypeArray[],valueArray[])。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annel 对象数组，为过滤后的
Channel 列表。若异常时，则返回一个空的数组。
符合性要求:

55

delChannel(obj)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delChannel(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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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Channel(obj)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注：该删除动作针对 RAM 操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deleteAll()

56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All()。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所有频道(注：该删除动作针对 RAM 操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deleteAllDelMarked()

57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AllDelMarked()。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所有带标记的频道(注：该删除动作针对 RAM 操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deleteAllFavorites()

58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AllFavorites()。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所有喜爱频道(注：该删除动作针对 RAM 操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59

ChannelManager

resetProperties()

测试方法：调用 resetProperties()。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成功，0 表示失败，重置
所有频道，设为非喜爱，非锁定，非隐藏(注：该删除动作针
对 RAM 操作)。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60

swap(obj1,obj2)

测试方法：调用 swap(obj1,obj2)。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值，查看交换两个 Channel 在频道
列表中的位置。
符合性要求:

61

sort(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测试方法：调用 sort(sortTypeArray[],
sortOrderArray[])。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按照指定方式给频道列表排序。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62

save()

测试方法：调用 save()。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将 RAM 的频道数保存到 NVM 中。
成功则发送消息 MSG_CHANNEL_RAM_TO_NVM_SUCCESS；失败则
发送消息 MSG_CHANNEL_RAM_TO_NVM_FAILED。

63

restor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搜索到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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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

restore()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将 NVM 的频道数导入到 RAM 中。
成功则发送消息 MSG_CHANNEL_NVM_TO_RAM_SUCCESS；失败则
发送消息 MSG_CHANNEL_NVM_TO_RAM_FAILED。
符合性要求:

64

ChannelManager

MSG_CHANNEL_RAM_TO_NVM_FAILE
D

前置条件：调用 save()并写入失败。
测试方法：通过页面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HANNEL_RAM_TO_NVM_FAILED。
符合性要求:

MSG_CHANNEL_NVM_TO_RAM_FAILE

65

D

前置条件：调用 restore()并失败。
测试方法：通过页面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CHANNEL_NVM_TO_RAM_FAILED。
符合性要求:

logicalId

66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测试方法：读写 logicalI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逻辑频道号。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supportPlayback

67

测试方法：读写 supportPlayback。
符合性结果：布尔型，读写成功，表示是否支持回看。
True 表示支持，false 表示不支持。
符合性要求:

channelId

68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测试方法：读写 channelI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频道编号。

Channe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69

isDeleted

测试方法：读写 isDelete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频道的删除标记。0
表示没有设置，1 表示设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70

isFavorite

测试方法：读写 isFavorit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频道的喜爱标记。0
表示没有设置，1 表示设置。
符合性要求:

71

isLocked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测试方法：读写 isLocke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频道的锁定标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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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没有设置，1 表示设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isHided

72

测试方法：读写 isHide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频道的隐藏标记。0
表示没有设置，1 表示设置。
符合性要求:

Channel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deltVolume

73

测试方法：读写 deltVolum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频道相对于全局音
量的音量偏移。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getService()

74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
符合性结果：返回 DvbService 对象，表示该 Channel
对应的 DvbService。
符合性要求:

MSG_REMIND_RAM_TO_NVM_SUCCES

75

S

前置条件：调用 save()并成功。
测试方法： 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REMIND_RAM_TO_NVM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ave()并失败。

MSG_REMIND_RAM_TO_NVM_FAILED

76

测试方法：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REMIND_RAM_TO_NVM_FAILED。
符合性要求:

77

OrderManager

MSG_REMIND_NVM_TO_RAM_SUCCES
S

前置条件：调用 restore()并失败。
测试方法：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REMIND_NVM_TO_RAM_SUCCES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restore()并失败。

78

MSG_REMIND_NVM_TO_RAM_FAILED

测试方法：通过 document.onsystemevent 获取。
符合性结果：网页收到消息为
MSG_REMIND_NVM_TO_RAM_FAILE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79

advanceRemind

测试方法：读写 advanceRemin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预订节目弹出提示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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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conflictInterval

80

测试方法：读写 conflictInterval。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预订节目冲突的门
限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Channel 对象。
测试方法：读写 isLocked。

remindType

81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冲突方式。0 表示
以 conflictInterval 为冲突判断条件；1 表示以节目播放时
长为冲突判断条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addEvent(type,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

addEvent(type, eventObj)

82

1：表示添加成功；
0：表示节目已播；
-1：表示添加冲突；
-2：表示没有对应的业务；

OrderManager

-3：表示预定空间已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83

getPlayingList()

测试方法：调用 getPlayingList()。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数组，表示所有正在播放
的 Ord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84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mindList()。

getRemindList()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数组，表示所有将要播放
的 Ord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85

测试方法：调用 getOrders(type)。

getOrders(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数组，表示所有指定类型
的 Ord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86

getOrderByID(order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OrderByID(order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为指定标识的 Order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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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getOrderByEvent(type,

87

eventObj)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getOrderByEvent(type,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为指定事件对应的 Order
对象，或者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getConflictOrders()

88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flictOrd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数组，为有冲突的所有
Order 列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getDelMarkedList()

89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lMarkedList()。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der 对象数组，为有删除标记的所
有 Order 列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deleteOrder(orderObj)

90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Order(orderObj)。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指定的 Order 对象。

Order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91

deleteAll()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All()。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所有 Ord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92

deleteAllDelMarked()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AllDelMarked()。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所有被标记删除的 Ord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93

delConflictOrders()

测试方法：调用 delConflictOrders()。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删除成功，0 表示删除失
败。删除所有有冲突的 Ord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94

save()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测试方法：调用 save()。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将 RAM 的数据保存到 NVM 中。

95

restor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Manager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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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

OrderManager

restore()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1 表示恢复成功，0 表示恢复失
败。将 NVM 中的数据恢复到 RAM 中。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 对象。

orderID

96

测试方法：读 orderI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取成功，表示预订节目的标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 对象。

channelObj

97

测试方法：读 channelObj。
符合性结果：Channel 对象，读取成功，表示当前预订
节目对应的 Channe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 对象。

98

Order

deleteFlag

测试方法：读写 deleteFlag。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删除标记。0 表示
没有标记，1 表示有标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 对象。

type

99

测试方法：读 typ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取成功，表示 eventObj 对象类型。
0 表示 ProgramEvent，1 表示 TimeShiftEvent。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Order 对象。

eventObj

100

测试方法：读 eventObj。
符合性结果：读取成功，类型由 type 指定，表示预订对
应的事件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101

(autoCompleteFit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autoCompleteFit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AutoCompleteSearchSession 对象，
匹配搜索过滤器为 autoCompleteFiter。

SearchManag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102

getGlobalSearchSession(globa
lFilter,sortCriteria)

getGlobalSearchSession(globalFilter,sortCriteria
)。
符合性结果：返回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表示全
局回话对象，过滤器和排序准则分别为 globalFilter 和
sort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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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getSearchHistory()

103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History()
符合性结果：返回获取。SearchHistoryItem 对象数组，

SearchManager

表示历史搜索记录。
符合性要求:
clearSearchHistory()

10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clearSearchHistory()。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清除所有历史记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 GlobalSearchSession 对象。

pageSize

105

测试方法：读写 pageSiz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返回搜索结果时每页包
含的结果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并开始搜索。

onGlobalSearchStart

106

测试方法：读写 onGlobalSearchStart。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全局搜索会话开始
时的事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opSearch()。

onGlobalSearchStop

107

测试方法：读写 onGlobalSearchStop。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全局搜索会话停止
时的事件处理。

GlobalSearchSe

符合性要求:

ssion

前置条件：调用 dispose()。
108

onGlobalSearchDestroy

测试方法：读写 onGlobalSearchDestroy。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全局搜索会话销毁
时的事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并获取到搜索

109

onGlobalSearchRetrieval

结果。
测试方法：读写 onGlobalSearchRetrieval。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全局搜索会话获取
到结果时的事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并搜索异常。

110

onGlobalSearchError

测试方法：读写 onGlobalSearchError。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全局搜索会话出错
时的事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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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startSearch(searchStr)

111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启动全局会话搜索，并触发
onGlobalSearchStart 通知启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

stopSearch()

112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earch()。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终止全局会话搜索，并触发
onGlobalSearchStop 通知终止。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等待事件触发。

getSearchResultList()

113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ResultList()。
符合性结果：返回 GlobalSearchResultItem 对象数组，
表示全局搜索结果，或者返回的长度为 0。
符合性要求:

GlobalSearchSe
114

ssion

前置条件：等待事件触发。

getResultCou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ResultCount()。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表示搜索结果的长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等待事件触发。

dispose()

115

测试方法：调用 dispose()。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销毁全局会话对象，并触发事件
onGlobalSearchDestroy。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retrievePage(retrieveDirecti

116

测试方法：retrievePage(retrieveDirection)。

on)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从搜索结果中取出数据，等待事
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saveRecentSearchQuery()

117

测试方法：saveRecentSearchQuery()。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保存最新一次搜索结果到历史记
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并开始搜索。

118

AutoCompleteSe

onAutoCompleteSearchStart

测试方法：读写 onAutoCompleteSearchStart。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匹配搜索会话开始

archSession

时的事件处理。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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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读写 onAutoCompleteSearchStop。

onAutoCompleteSearchStop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匹配搜索会话停止
时的事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dispose()。

onAutoCompleteSearchDestroy

120

测试方法：读写 onAutoCompleteSearchDestroy。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匹配搜索会话销毁
时的事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并获取到搜索

onAutoCompleteSearchRetrieva

121

l

结果。
测试方法：读写 onAutoCompleteSearchRetrieval。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匹配搜索会话获取
到结果时的事件处理。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并搜索异常。

onAutoCompleteSearchError

122

测试方法：读写 onAutoCompleteSearchError。
符合性结果：函数指针，读写成功，匹配搜索会话出错
时的事件处理。

AutoCompleteSe

符合性要求 1:

archSession

前置条件：无。
startSearch(searchStr)

123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启动匹配会话搜索，并触发
onAutoCompleteSearchStart 通知启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Search(searchStr)。

stopSearch()

124

测试方法：调用 stopSearch()。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终止匹配会话搜索，并触发
onAutoCompleteSearchStop 通知终止。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等待事件触发。

dispose()

125

测试方法：调用 dispose()。
符合性结果：无返回，销毁匹配会话对象，并触发事件
onAutoCompleteSearchDestroy。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等待事件触发。

getSearchResultList()

126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ResultList()。
符合性结果：返回字符串数组，表示搜索到的与用户输
入字符串匹配的结果。

127

GlobalSearchFi
lter

GlobalSearchFilt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311

GY/T 303.7—2018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GlobalSearchFilter()

测试方法：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GlobalSearchFilter 对象，构造函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source

128

测试方法：读写 sourc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搜索源，默认
SourceType.A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contentType

129

测试方法：读写 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内容类型，默认
SearchContentType.A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contentNibble

130

测试方法：读写 contentNibbl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过滤节目的分类。
符合性要求:

GlobalSearchFi
131

lter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searchField

测试方法：读写 searchFiel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搜索字段，默认
SearchFields.ALL_STRING_FIELD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132

searchLanauage

测试方法：读写 searchLanauage。
符合性结果：字符串型，读写成功，表示系统语种，默
认”zho”。
符合性要求:

133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criteriaFlags

测试方法：读写 criteriaFlags。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过滤条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134

测试方法：读写 maxResults。

maxResults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最大结果数，默认
GlobalSearchFilter.DEFAULT_MAX_GLOBAL_SEARCH_RESULTS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135

threshold

测试方法：读写 threshol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搜索查询结果的阈
值，默认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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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GlobalSearchFi
136

lter

前置条件：调用 GlobalSearchFilter()。
timeLimit

测试方法：读写 timeLimit。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超时时间，默认为
0，单位秒。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137

测试方法：调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对象，构
造函数。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source

138

测试方法：读写 sourc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搜索源，默认
SourceType.A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searchField

139

测试方法：读写 searchField。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搜索字段，默认
SearchFields.ALL_STRING_FIELDS。

AutoCompleteSe

符合性要求:

archFilter

前置条件：调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searchLanauage

140

测试方法：读写 searchLanauage。
符合性结果：字符串型，读写成功，表示系统语种，默
认”zho”。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maxResults

141

测试方法：读写 maxResults。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最大结果数，默认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DEFAULT_MAX_AOTU_COMPLETE_S
EARCH_RESULT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调用 AutoCompleteSearchFilter()。

timeLimit

142

测试方法：读写 timeLimit。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超时时间，默认为
0，单位秒。
符合性要求:

143

SortCriteria

SortCriteria()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ortCriteria()。
符合性结果：返回 SortCriteria 对象，构造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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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SortCriteria(field，order)

144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SortCriteria(field，ord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SortCriteria 对象，构造函数。
符合性要求:

145

SortCriteria

sortOrder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ortCriteria。
测试方法：读写 sortOrder。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排序方式。
符合性要求:

sortType

146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ortCriteria。
测试方法：读写 sortTyp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写成功，表示排序依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GlobalSearchResultItem。

getContent()

147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ent()。
符合性结果：返回对象，对象类型由 contentType 指定，

GlobalSearchRe

可为 DvbEvent 对象和 PVREvent 对象。

sultItem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GlobalSearchResultItem。
contentType

148

测试方法：读 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整型，读取成功，可取值为
CONTENT_DVBEVENT 或 CONTENT_PVREVENT。
符合性要求:

getContentType()

149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earchHistoryItem。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获取该历史记录的内容类型。
符合性要求:

getCriteriaFlags()

150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earchHistoryItem。
测试方法：调用 getCriteriaFlags()。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获取该历史记录的过滤符。

SearchHistoryI
151

tem

符合性要求:
getSearchField()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earchHistoryItem。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Field()。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获取该历史记录的搜索字段。
符合性要求:

152

getSearchString()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earchHistoryItem。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archString()。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获取该历史记录的搜索关键字。
符合性要求:

153

getSortCriteria()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earchHistoryItem。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rt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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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ortCriteria()
SearchHistoryI
154

tem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获取该历史记录的排序信息。
符合性要求:

getSource()

前置条件：成功构建 SearchHistoryItem。
测试方法：调用 getSource()。
符合性结果：返回整型，获取该历史记录的搜索源。

B.11 广播信息服务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广播信息服务业务，系

startServer()

1

统锁频。
测试方法： 调用 startServer()。
符合性结果： 函数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广播信息服务业务，系统

stopServer()

2

锁频，调用过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 调用 stopServer()。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业务，系统锁

getADFinishStatus()

3

频，开机第一次调用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 循环调用 getADFinishStatus()。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从 0 变为 1。

DthManag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业务，系统锁
频，调用 startServer()，再调用 getADFinishStatus()
等待其返回值从 0 变为 1。
测试方法： 根据广告位和当前节目的 service id
调用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

4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码流中当前广告位的广告
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未包含开机广告。
测试方法：根据广告位和当前节目的 service id
调用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未包含广告信息。
符合性要求 1:

5

getOsdXmlFile()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 osd 文本提示信息业务，
系统锁频，调用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Xml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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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 osd 文本存储的路径。
符合性要求 2:

getOsdXmlFile()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包含 osd 文本提示信息。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XmlFile()。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 osd 文本存储路径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 osd 文本提示信息业务，
系统锁频，调用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选择不同的 tag 值，调用
getOsdInfo(tag)。

getOsdInfo(tag)

6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测试码流播发的 tag 对应
的 osd 文本提示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未包含 osd 文本提示信息业务。
测试方法：选择不同的 tag 值，调用
getOsdInfo(tag)。
符合性结果：
返回值返回默认的 osd 文本提示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实时广告业务，调用

7

DthManager

startAdPCT(transport_stream_id)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根据当前节目的 tsid 调用
startAdPCT(transport_stream_id)。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应急广播触发业务，调用
startServer() ， 此 时 应 在 不 断 上 报
DTH_EVENT_EMBD_TRIG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MBDAction()。
符合性结果：
不再收到 DTH_EVENT_EMBD_TRIG 消息。

8

stopEMBDAct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应急广播取消业务，调用
startServer()，此时应在不断上报
DTH_EVENT_EMBD_CANCEL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MBDAction()。
符合性结果：不再收到 DTH_EVENT_EMBD_CANCEL 消
息。
符合性要求:

recordAVBEvent(event_id,
9

event_param)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收视率业务，调用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根据收视类型调用
recordAVBEvent(event_id,event_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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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AVBEvent(event_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值为 0。

event_param)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信息服务业务，调用
startServer()。
dataBDStart(file_path)

10

测试方法： 调用 dataBDStart(file_path)。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为 0，同时通过调用
getDATABDFinishPercent()能获取到下载进度
（0-100）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信息服务业务，调用

dataBDStop()

11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 调用 dataBDStop()。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信息服务业务，调用
startServer()，调用 dataBDStart(file_path)。
测试方法： 循环调用 getDATABDFinishPercent()。

getDATABDFinishPercent()

12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从 0 到达 100。
符合性要求 2:

DthManager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不包含信息服务。
测试方法：循环调用 getDATABDFinishPercent()。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值不变一直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信息服务业务，调用
startServer()，调用 dataBDStart(file_path)。
测试方法：调用
getDataBDXmlFileData(file_name)。

13

getDataBDXmlFileData(file_name)

符合性结果：返回信息服务文本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包含信息服务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DataBDXmlFileData(file_name)。
符合性结果：返回信息服务文本信息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USB 插入 GPRS 模块，GPRS 模块插入 SIM

GPRSTransmit(conn_type, addr,
14

port, data, timeout,retry_count)

卡。
测试方法：选择正确的 IP 地址和端口，调用
GPRSTransmit(conn_type, addr, port, data,
timeout, retry_count)发送测试数据。
符合性结果：收到 DTH_EVENT_GPRS_SEND_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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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携带参数为 1，发送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USB 插入 GPRS 模块，GPRS 模块未插入

GPRSTransmit(conn_type, addr,

SIM 卡。

port, data, timeout,retry_count)

测试方法：选择错误的 IP 地址和端口，调用
GPRSTransmit(conn_type, addr, port, data,
timeout, retry_count)发送测试数据。
符合性结果：收到 DTH_EVENT_GPRS_SEND_STATUS
消息，携带参数为 0，发送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USB 插入 GPRS 模块，GPRS 模块插入 SIM
卡。
测试方法：调用 getGPRSStatus()。
符合性结果：收到 DTH_EVENT_GPRS_STATUS 消息，

getGPRSStatus()

15

携带参数为 0，表示 GPRS 工作正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USB 插入 GPRS 模块，GPRS 模块未插入
SIM 卡。
测试方法：调用 getGPRSStatus()。
符合性结果：收到 DTH_EVENT_GPRS_STATUS 消息，

DthManager

携带参数非 0，表示 GPRS 工作异常。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USB 插入 GPRS 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getGprsBaseStationInfo()。
符合性结果：收到 DTH_EVENT_GPRS_BASE_STATION

16

getGprsBaseStationInfo()

消息，参数携带基站信息不为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USB 未插入 GPRS 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getGprsBaseStationInfo()。
符合性结果：收到 DTH_EVENT_GPRS_BASE_STATION
消息，参数携带基站信息为空。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节目更新描述符，调用

17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调用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播发包含 bouquet id 业务的

18

GetBouquetId()

码流。
测试方法：调用 GetBouquetId()。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系统播发的 bouquet id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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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节目更新描述符，调用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19

startServer()。
测试方法： 调用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DthManager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信息服务，并正常下载下
dataBDdeleteFiles()

20

来。
测试方法：调用 dataBDdeleteFiles()。
符合性结果：删除掉下载下来的信息服务文件。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adPath

21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获取 adPath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所在路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startDate

22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获取 startDat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要求的开始日期。

A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23

startTime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获取 startTi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要求的开始时间。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24

endDate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获取 endDat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要求的结束日期。

25

endTime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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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endTime

象。
测试方法：获取 endTim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要求的结束日期。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duration

26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获取 duration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要求的持续显示时间（单
位：秒）
。

A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tableExtId

27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获取 tableExt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广告要求的扩展 ID(当收到多
个广告时，根据此 ID 大小依次显示广告图片)。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下
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getAllAdServices()

28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llAdServices()。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包含该广告的 AdService
数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
下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onId

29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调用 getAllAdServices()获取 AdService 对象。
测试方法：获取 onId 属性。

AdService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 on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
30

tdId

下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调用 getAllAdServices()获取 AdService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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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Id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获取 td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 td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
下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serviceId

31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调用 getAllAdServices()获取 AdService 对象。

AdService

测试方法：获取 serviceId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 service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 测试码流包含开机广告，并正常下载
下来。根据广告位调用
associateType

32

getAllAds(epgInfoType,serviceid)函数得到广告对
象，调用 getAllAdServices()获取 AdService 对象。
测试方法：获取 associateType 属性。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当前 associateType。

B.12 多屏互动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与服务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spName 服务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
长度

b)
startMultiScreenServer (String
spName, String spDeviceType, String
1

MultiScreen

spVersion 服务端版本，大小为 1～20000 字
符长度

c)

spDeviceType 服务端设备类型，大小为 1～

spVersion,String ipAddress, int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1024-65535

port, String hostname)

e)

5、spServiceInfo 服务端服务信息，大小为

spServiceInfo, String

20000 字符长度

1～20000 字符长度
f)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g)

hostname 设备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
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与服务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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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MultiScreenServer (String
spName, String spDeviceType, String

流程说明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spServiceInfo, String
spVersion,String ipAddress, int
port, String hostnam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MultiScreenServer()方法，
成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stopMultiScreenServer()

2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启动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参数有效性如下：

3

startMultiScreenClient(String
MultiScreen

clientName)

1、clientName 客户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Client ()方法，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
成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4

stopMultiScreenClient()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成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服务组件设备与服务端、客户端已连接

5

findSPs()

至同一局域网，服务组件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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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spName 服务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
长度。

b)

spVersion 服务端版本，大小为 1～20000 字
符长度

c)

spServiceInfo 服务端服务信息，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connect(String spName, String
spDeviceType, String
spServiceInfo, String

6

spVersion,String ipAddress, int
port, String hostname)

d)

spDeviceType 服务端设备类型，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e)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f)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1024～65535

g)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
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不能被发现。
MultiScreen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queryInfo(String ipAddress, int
port, String hostname,String

7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cmdid,String atrribute,String
params)

cmdid 请求信息的指令 id，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atrribute 请求信息的指令名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c)

params 请求信息的指令参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d)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e)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1024～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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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
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建立
queryInfo(String ipAddress, int
port, String hostname,String
cmdid,String atrribute,String
params)

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MultiScreen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cmd 按键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按键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c)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8

execCmd(String ipAddress, int port,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1024～65535

String hostname,String cmd,String

e)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

param)

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建立
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无效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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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Cmd(String ipAddress, int port,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String hostname,String cmd,String
param)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多屏互动客户端成功调用 execCmd()方
法，服务端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action 按键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b)

param 按键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c)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9

inputKeyCode(String ipAddress, int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1024-65535

port, String hostname,String

e)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

action,String param)

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MultiScreen

前置条件：服务端未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多屏互动客户端成功调用 execCmd()方
法，服务端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已连接成功。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参数有效
boardCastAllDevice(String

10

cmd,String param)

性如下：
a)

cmd 广播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广播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
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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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MultiScreen

boardCastAllDevice(String
cmd,String param)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已连接成功。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findSPs()方法发现，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
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方法。

onSpFounded()

11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pFound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无法发现多屏互动组件服务，服
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
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pFounded()方法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connect()方法连接，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

EventHandler

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
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12

onConnect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能被连接，
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当前为拒绝连
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

13

onConnectRefused()

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Refus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能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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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onConnectRefused()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Refused()未被调
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能断开连接，
当前处于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
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onDisconnected()

14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Disconnec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当前处于未连
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
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Disconnect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connect()方法连接，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

EventHandler

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
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Activited()被调

15

onServiceActivited()

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能被连接，
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Activited()未被调
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能被关闭，当前处
于启动状态；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16

onServiceDeactived()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Deactived()被调
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当前处于未启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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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
回调实例。

onServiceDeactived()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Server()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Deactived()未被调
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与客户端已连
接，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Info()方法。

onQueryInfo()

17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Info()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与客户端未连
接，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Info()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能响应客户端数
据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

EventHandler

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Result()方法。

18

onQueryResponse()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Response()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不能响应客户端
数据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
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Resul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Respons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对服务端发送
指令执行请求，当前处于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execCmd()方法。

19

onExecute()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Execute()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
接，服务端无法接收指令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execCmd()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Execute()未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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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对服务端发送
按键注入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
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InputKeyCode()被调用。

onInputKeyCode()

2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
接，服务端无法接收按键注入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
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
例。
测试方法：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EventHandler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InputKeyCod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接收服务端发
送的广播通知，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
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 ()方法。
onNotify()

21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Notify()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与客户端未连
接，客户端无法接收广播，服务启动并创建
EventHandler 对象实例，通过 Event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boardCastAllDevice ()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Notify()未被调用。

B.13 DRM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RM 组件正常工作。

ChinaDrm_RegisterApp (DrmSystemID，
TAUUID
register_commandid,register_prida

1
ChinaDrmManag

ta,enflag,licensereq_commandId,de

er

crypt_commandId)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RM 组件正常工作。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输
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 1:

2

ChinaDrm_UnRegisterApp()

前置条件：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成
功，注册 DRM APP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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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UnRegisterApp()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ChinaDrm_UnRegisterApp()

前置条件：未成功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
方法，DRM APP 未注册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UnRegisterApp()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成
功，注册 DRM APP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SendCommandToTA()方
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JSON 格式的 TEE

3

ChinaDrm_SendCommandToTA(commandI

处理结果，描述处理成功。

d，sendData)

符合性要求 2:

ChinaDrmManag

前置条件：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成

er

功，注册 DRM APP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SendCommandToTA()方
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JSON 格式的 TEE 处理结果，描
述调用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成
功，注册 DRM APP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SendMessageToPlayer()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ChinaDrm_SendMessageToPlayer(type

4

,message)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ChinaDrm_RegisterApp()方法成
功，注册 DRM APP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inaDrm_SendMessageToPlayer()
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非 0。

B.14 DCAS管理单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终端已经激活。

1

EPG_DCAS

getActivationStatus()

测试方法：调用 getActivationStatus()。
符合性结果：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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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终端未激活。

getActivationStatus()

测试方法：调用 getActivationStatus()。
符合性结果：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getBeidouInfo()

2

前置条件：终端已经激活。
测试方法：调用 getBeidouInfo ()。
符合性结果：返回北斗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有 CA。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Version()。

getCASVersion()

3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 版本。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CA。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Version()。
符合性结果：返回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有 CA。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VenderId ()。

getCASVenderId()

4
EPG_DCAS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 厂商 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CA。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Vender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芯片中有 chip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ID ()。

5

getChip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CHIP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芯片中无 chipid。
测试方法：调用 getChip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有 HSM。
测试方法：调用 getHSMID()。

6

getHSM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HSM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HSM。
测试方法：调用 getHSMID()。
符合性结果：返回空。

7

getValidPosition()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激活。

331

GY/T 303.7—2018
序号

对象

消息/接口/属性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getValidPosition()。
符合性结果：返回有效位置。

getValidPosit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激活。
测试方法：调用 getValidPosition ()。
符合性结果：返回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终端有 PersonalBits。
测试方法：调用 getPersonalBits ()。

8

EPG_DCAS

getPersonalBits()

符合性结果：返回 PersonalBit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终端无 PersonalBits。
测试方法：调用 getPersonalBits ()。
符合性结果：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终端设置了 ZipCode。
测试方法：调用 getZipCode()。

getZipCode()

9

符合性结果：返回 zipcod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终端没有设置 ZipCode。
测试方法：调用 getZipCode()。
符合性结果：返回空。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CasId()

10

CASSession.GetCasDescriptor。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ID。
符合性要求:

11

JSDCAS.CASDes
criptor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Pid()

CASSession.GetCasDescriptor。
测试方法：调用 getP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P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getPrivateData()

12

CASSession.GetCasDescriptor。
测试方法：调用 getPrivateData ()。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 私有数据。
符合性要求 1:

13

JSDCAS.CASEcm
Event

getEcmData()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EcmEvent，DCAS 得到 ECM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Ecm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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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 ECM 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getEcmData()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EcmEvent，平台传递 null
的 ECM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EcmData ()。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EcmEvent，DCAS 得到 null

getError()

14

的 ECM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Error ()。
符合性结果：返回过滤器的错误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EcmEvent，DCAS 得到 ECM

15

JSDCAS.CASEcm

getTableId()

Event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Table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ableI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设定了超时时长，DCAS
调用 onEcmEvent，超时没有得到 ECM 数据。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isTimeout ()。

isTimeout()

16

符合性结果：返回 tur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设定了超时时长，DCAS
调用 onEcmEvent，其他错误没有得到 ECM 数据。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isTimeout ()。
符合性结果：返回 fla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DCAS 得
到 EMM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EmmData ()。

17

JSDCAS.CASEmm

getEmmData()

符合性结果：返回 EMM 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平台传递

Event

null 的 EMM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EmmData ()。
符合性结果：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8

getError()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DCAS 得
到 null 的 EMM 事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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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Error ()。
符合性结果：返回过滤器的错误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DCAS 得

getTableId()

19

到 EMM 事件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Table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ableID。

JSDCAS.CASEmm

符合性要求 1:

Event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DCAS 得
到 null 的 EMM 事件对象，CAT 更新引起的 null。
测试方法：
DCAS 调用 isCatUpdateNotification()。
isCatUpdateNotification()

20

符合性结果：返回 tur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DCAS 得
到 null 的 EMM 事件对象，内部错误引起的 null。
测试方法：
DCAS 调用 isCatUpdateNotification()。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平
台得到 CAS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BitmapMask ()。

getBitmapMask()

21

符合性结果：返回过滤掩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startInbandLoading 得到
CAS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BitmapMask ()。
符合性结果：返回过滤掩码。
符合性要求 1:

JSDCAS.CASFil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 得到

ter

CAS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BitmapValue ()。

22

getBitmapValue()

符合性结果：返回 bitmap 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startInbandLoading 得到
CAS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BitmapValue ()。
符合性结果：返回 bitmap 值。
符合性要求 1:

23

getOffset()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 得到
CAS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Off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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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偏移量。
符合性要求 2:

JSDCAS.CASFil

getOffset()

ter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startInbandLoading 得到
CASFilter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Offset ()。
符合性结果：返回偏移量。
符合性要求:

getCASModuleManager()

24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ModuleManag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ModuleManager 对象。

JSDCAS.CASM

符合性要求:
getTeeController()

25

前置条件：无。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getTeeControll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TeeController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注册 registerCASModule()，平台

getCasId()

26

得到 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getCasId()。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 成功调用

onCasPacketEvent(casPacketEvent)

27

startCasPacketLoading()，平台收到 CAS 数据包。
测试方法：调用 onCasPacketEvent ()。
符合性结果：平台把数据给 DCAS。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 成功调用 startEcmLoading，平台

28

JSDCAS.CASMod

onEcmEvent(casSession,ecmEvent)

收到新的 ECM 包。
测试方法：调用 onEcmEvent()。

ule

符合性结果：平台把 ECM 相关信息给 DCAS。
符合性要求:

29

onInbandEmmEvent(casSessionForEMM
,emmEvent)

前置条件：
DCAS 成功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
平台收到新的 EMM 包。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onInbandEmmEvent ()。
符合性结果：平台把 EMM 相关信息给 DCAS。
符合性要求:

30

onStartDescrambling(casSession,fi
rstEcmEvent)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平台收到 ECM 包后。
测试方法：调用 onInbandEmmEvent ()。
符合性结果：平台把收到的 ECM 给 DCAS。

31

onStopDescrambling(casSessio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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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topDescrambling(casSession)

ule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onStopDescrambling ()。
符合性结果：平台通知 DCAS 停止解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DescrambingRequests (),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注册成功，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isableDescrambingRequests(casMod

32

ule)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DescrambingRequests(),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底层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disableDescrambingRequests(),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JSDCAS.CASMod
uleManag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casMod

33

ule,firstEcmTimeout,autoLoadFirst
Ecm,isFastMode,ecmTableIds)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底层
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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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casMod

流程说明
输入参数命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ule,firstEcmTimeout,autoLoadFirst
Ecm,isFastMode,ecmTableIds)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fetchDataFromCasHeadend (),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fetchDataFromCasHeadend (),输
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底层

fetchDataFromCasHeadend(casModule

34

驱动错误。

,inputData,casHeURI)

测试方法：调用 fetchDataFromCasHeadend (),输
入有效参数。

JSDCAS.CASMod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uleManag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fetchDataFromCasHeadend (),输
入参数命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5: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fetchDataFromCasHeadend (),网
络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NETWORK。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实现了 getCasId()，DCASAPP 有权限。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CASModule(),输入有效参
registerCASModule(vendorId,casMod

35

数。

ule,networkPriority,applicationCo
ntext)

符合性结果：注册成功，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实现了 getCasId()，DCASAPP 有权限。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CASModule(),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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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registerCASModule(vendorId,casMod

符合性要求 3:

ule,networkPriority,applicationCo

前置条件：实现了 getCasId()，DCASAPP 无权限。

ntext)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CASModule(),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SECURITY。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CASAPP 有权限。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CASModule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CASAPP 有权限。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CASModule (),输入无效参
数。

removeCASModule(vendorId,casModul

36

e,applicationContext)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DCASAPP 无权限。

JSDCAS.CASMod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CASModule (),输入有效参

uleManager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SECURITY。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DCASAPP 有权限，底层驱动错误。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CASModule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CommandToSTB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37

sendCommandToSTB(casModule,inputD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ata)

测试方法：调用 sendCommandToSTB (),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底层
驱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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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sendCommandToSTB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sendCommandToSTB(casModule,inputD
ata)

测试方法：调用 sendCommandToSTB (),输入参数命
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5: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ToHeadend(),网络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NETWORK。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ToHeadend(),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JSDCAS.CASMod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uleManager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ToHeadend(),输入无效参
数。
符

合

性

结

果

：

返

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底层
38

sendDataToHeadend(casModule,input

驱动错误。

Data)

测试方法：调用 sendCommandToSTB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ToHeadend(),输入参数命
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符

合

性

结

果

：

返

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5: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ataToHeadend(),网络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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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escrambingEvent(),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sendDescrambingEvent(casModule,ca

39

sSession,casStatus)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escrambingEvent(),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调用 sendDescrambingEvent(),输入参
数命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JSDCAS.CASMod

测试方法：调用 sendFreeTextOSD (),输入有效参

uleManager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40

sendFreeTextOSD(casModule,inputDa
ta,flags)

测试方法：调用 sendFreeTextOSD (),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ndFreeTextOSD (),输入参数命
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41

setCCIBits(casModule,casSession,c

测试方法：调用 setCCIBits (),输入有效参数。

ciBits)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CCIBits (),输入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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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CCIBits (),底层驱动错误。

setCCIBits(casModule,casSession,c
ciBits)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CCIBits (),输入参数命令不在
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setData(casModule, propertyId,

42
JSDCAS.CASMod

propertyType, propertyValue)

uleManager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输入参数命令不在定义
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nCode(),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43

setPinCode(casModule, pinCode)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nCode(),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nCode(),底层驱动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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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nCode(),输入参数命令不在

setPinCode(casModule, pinCode)

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rviceListFilter(),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setServiceListFilter(casModule,fi

44

lterData)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rviceListFilter(),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etServiceListFilter(),输入参
数命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JSDCAS.CASMod

符合性结果：返回

uleManager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输入无
startCasPacketLoading(casModule,c

45

ableModemFilter,sourceURL,casFilt
er)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底层驱
动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输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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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CasPacketLoading(casModule,c

流程说明
数命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ableModemFilter,sourceURL,casFilt
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EcmLoading (),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startEcmLoading(casModule,casSess

46

ion)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EcmLoading (),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EcmLoading (),底层驱动错
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JSDCAS.CASMod

符合性要求 1:

uleManager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输入无
效参数。
startInbandEmmLoading(casModule,e

47

mmTableIds,casFilter,includeCatNo
tifications)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底层驱
动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registerCASModul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输入参
数命令不在定义的范围。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ACTION_NOT_SU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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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CasPacketLoading(),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

stopCasPacketLoading(casModule,ca

48

bleModemFilter,sourceURL)

测试方法：调用 stopCasPacketLoading(),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CasPacketLoading()。
测试方法：调用 stopCasPacketLoading(),底层驱
动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EcmLoading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cmLoading (),输入有效参

JSDCAS.CASMod

数。

uleManag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EcmLoading ()。

49

stopEcmLoading(casModule,casSessi
on)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cmLoading (),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EcmLoading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cmLoading (),底层驱动错
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InbandEmmLoading (),输入有
效参数。

50

stopInbandEmmLoading(casModule)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InbandEmmLoading (),输入无
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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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INVALID_PARAMETERS。

JSDCAS.CASMod
uleManager

符合性要求 3:
stopInbandEmmLoading(casModule)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tartInbandEmmLoading ()。
测试方法：调用 stopInbandEmmLoading (),底层驱
动错误。
符合性结果：返回 ACTION_ERROR_DRIVER。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CasPacketEvent，没使用
Cable 模式。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CableModemFilter()。
符合性结果：返回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平台调用 onCasPacketEvent，
使用 Cable

getCableModemFilter()

51

模式。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CableModemFilter()。
符合性结果：返回 TunnerID。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CasPacketEvent，使用 BDSG
模式。

JSDCAS.CASPac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CableModemFilter()。

ketEvent

符合性结果：返回虚拟 MAC 地址。
符合性要求:
getPacketData()

52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CasPacketEvent。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PacketData ()。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据包中数据。
符合性要求:

getPacketHeader()

53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CasPacketEvent。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PacketHeader ()。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据包中包头。
符合性要求:

getSourceURL()

54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CasPacketEvent。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SourceURL ()。
符合性结果：返回数据包源地址。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55

JSDCAS.CASSes

getCasDescriptor()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CasDescriptor()。

sion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Descriptor 实例。
56

getChannelNumber()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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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getChannelNumber()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ChannelNumber ()。
符合性结果：返回频道号。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NetworkId()

57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Network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Network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OperationType()

58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OperationType ()。
符合性结果：返回操作类型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ProgramNumber()

59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ProgramNumber ()。
符合性结果：返回节目号。
符合性要求:

JSDCAS.CASSes
60

sion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ServiceIdentifier()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ServiceIdentifier ()。
符合性结果：返回服务标识符。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61

getSessionId()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Session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Session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62

getStreamPath()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StreamPath ()。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eamPath。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63

getStreamPIDs()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StreamPIDs ()。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eam PIDs 列表。
符合性要求:

64

getStreamTypes()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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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StreamTypes()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StreamTypes ()。
符合性结果：返回 Stream Types 列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TransmitterScrambingMode()

65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TransmitterScrambingMode ()。
符合性结果：返回加扰模式。

JSDCAS.CASSes

符合性要求:

sion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TransportStreamId()

66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TransportStream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S 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平台调用 onStartDescrambling，DCAS

getTunerId()

67

得到 CASSession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TunerId ()。
符合性结果：返回当前 Tuner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平

getCasToken()

68

台得到 CASStatus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CasToken ()。
符合性结果：返回 CAS token。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平

getMajorContentProblem()

69

台得到 CASStatus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MajorContentProblem ()。
符合性结果：返回不能观看的主要错误。

JSDCAS.CASSta

符合性要求:

tus
70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平
getStatusData()

台得到 CASStatus 对象。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getStatusData ()。
符合性结果：返回解扰状态扩展数据。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平
台得到 CASStatus 对象，节目解扰正常。

71

isSuccess()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isSuccess ()。
符合性结果：返回 tur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DCAS 调用 sendDescramblingEvent，平
台得到 CASStatus 对象，节目解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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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DCAS.CASSta

消息/接口/属性
isSuccess()

tus

72

JSDCAS.TeeCon
troller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平台调用 isSuccess ()。
符合性结果：返回 false。

sendCommandToTEE(teeAppUUID,comma
ndId,inputData,applicationContext
)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sendCommandToTEE ()，参数。
符合性结果：返回 TeeRetVal 对象。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 成功调用 sendCommandToTEE，返

getOriginCode()

73

回 TeeRetVal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OriginCode ()。
符合性结果：返回 Origin code。
符合性要求:

74

JSDCAS.TeeRet
Val

前置条件：DCAS 成功调用 sendCommandToTEE，返
getResponseData()

回 TeeRetVal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ResponseData ()。
符合性结果：得到 TA 返回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DCAS 成功调用 sendCommandToTEE，返

75

getReturnCode()

回 TeeRetVal 对象。
测试方法：DCAS 调用 getReturnCode ()。
符合性结果：返回 return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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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硬件抽象接口符合性测试
C.1 媒体处理专用硬件抽象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模块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aout_open 打开音频输出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aout_close()

1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调用 aout_open 打开音频输出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clos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含有音频输出硬件。

aout_open()

2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音频
输出硬件句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Aout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音频输出实

3

*aout_close()

例已关闭。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一
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clos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

4

*aout_get_capability()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频输出实例的音频输出能力。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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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

*aout_get_capability()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channel_mod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aout_get_channel_mode()

5

频声道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channel_mode 函数，对
设备类型输入参数填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digital_mode 函数，输

Aout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6

*aout_get_digital_mode()

频输出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digital_mode 函数，输
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mute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7

*aout_get_mut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当
前被测设备是否在静音。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mute 函数，输入无效参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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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ut_get_mute()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无效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volum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当

*aout_get_volume()

8

前被测设备的系统音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volume 函数，输入无效
参数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

*aout_init()

9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ini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音频输出模
块完成初始化 。
符合性要求 1:

Aout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完成音频
输出模块的初始化。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0

*aout_open()

回一个音频输出实例的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完成音
频输出模块的初始化。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channel_mod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11

*aout_set_channel_mod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正确设置声
道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channel_mode 函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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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ut_set_channel_mode()

流程说明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digital_mod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正确设置数

*aout_set_digital_mode()

12

字输出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get_digital_mode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mute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Aout
13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根据 mute
*aout_set_mute()

查看是否已静音。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mute 函数，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volum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查看系统音

14

*aout_set_volume()

量是否已改变。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打开音
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set_volume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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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ter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所有的
音频输出实例。

*aout_term()

15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重复调用 aout_term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所有的
音频输出实例。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create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获

16

Aout

*track_create()

取到一路非空的音轨输出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打开
一个音频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多次调用 track_create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多次获取到
非空的音轨输出句柄，多个音轨混音后输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destroy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对应的音轨

17

*track_destroy()

输出句柄销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destroy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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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buf_avail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track_get_buf_avail()

18

回剩余的可用缓存空间大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buf_avail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latency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当

*track_get_latency()

19

前缓存的音频数据可播放的时长。
符合性要求 2:

Aout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buf_latency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mix_params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20

*track_get_mix_params()

回音轨混音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mix_params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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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params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track_get_params()

回当前音轨的属性。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params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mix_params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track_set_mix_params()

22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mix_params 函数，输

Aout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params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23

*track_set_param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params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24

*track_start()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tar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音频开始从
音频输出硬件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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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track_start()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tart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top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音频停止从

*track_stop()

25

音频输出硬件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top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已开始该音轨的输出。

Aout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flush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且清空缓存

26

*track_flush()

区的音频后恢复音频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flush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mut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27

*track_set_mut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且对该音轨
完成是否静音。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mute 函数，输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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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mut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回

*track_get_mute()

28

该音轨是否静音，该值需与 track_set_mute()接口中的
设置保持一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mute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channel_mod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Aout
29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设置该音
*track_set_channel_mode()

轨的声道输出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channel_mode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channel_mod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30

*track_get_channel_mod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回
该音轨的声道输出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channel_mode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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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weigh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该音轨的

*track_set_weight()

31

输出占总输出的权重。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set_weight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weigh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回

*track_get_weight()

32
Aout

该音轨的输出占总输出的权重。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weight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
测试方法：
调用 track_get_render_position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回

33

*track_get_render_position()

当前该音轨的已输出的帧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
调用 track_get_render_position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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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pts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回

*track_get_pts()

34

当前该音轨的 PT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pts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adjust_speed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对当前音轨的

*track_adjust_speed()

35

播放速度进行调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Aout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adjust_speed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writ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当前音轨输

36

*track_write()

出句柄写入音频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writ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37

*track_pause()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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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pau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暂停对当前音
轨的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track_pause()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paus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resume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恢复对当前

*track_resume()

38

音轨的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Aout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resume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且已创建
一个音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default_attr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获取当前音
*track_get_default_attr()

39

轨输出句柄的默认属性。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音
轨输出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track_get_default_attr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av_open 打开音视频模块。

40

Av

av_close()

测试方法：调用 av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设置前置条件或未调用 av_open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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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模块。

av_close()

测试方法：调用 aout_clos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含有音视频硬件。

av_open()

41

测试方法：调用 av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音视
频硬件的硬件句柄。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音
视频播放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clear_vide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清空音视频

*av_clear_video()

42

播放器中缓存的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未创建音
视频播放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clear_vide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Av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av_creat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43

*av_create()

回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av_creat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decode_iframe 函数，输入有

44

*av_decode_iframe()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解码一帧 I
帧视频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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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av_decode_iframe 函数，输入参

*av_decode_iframe()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destroy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播放器

*av_destroy()

45

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destroy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evt_config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Av
46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播放器
*av_evt_config()

的事件通知回调函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evt_config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freeze_vide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音视频继续

47

*av_freeze_video()

解码，但冻结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freeze_vide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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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av_get_capability()

48

视频播放器的能力。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config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av_get_config()

49
Av

视频播放器的配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config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evt_config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50

*av_get_evt_config()

视频播放器的事件回调函数的配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evt_config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51

*av_get_status()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363

GY/T 303.7—2018
序号

模块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status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音
视频播放器的状态。

*av_get_statu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get_status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i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初始化音视

*av_init()

52

频播放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it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Av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abor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中止对播放

53

*av_inject_abort()

器注入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abort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54

*av_inject_data()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data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播放器注
入音视频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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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av_inject_data()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data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es_data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播放器注

*av_inject_es_data()

55

入 ES 音视频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es_data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Av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get_buf_status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播放器

56

*av_inject_get_buf_status()

当前的缓存空间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get_buf_status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get_freebuf 函数，输

57

*av_inject_get_freebuf()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播放器
当前的剩余缓存空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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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get_freebuf 函数，输

*av_inject_get_freebuf()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reset_buf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重置播放器

*av_inject_reset_buf()

58

当前的缓存空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reset_buf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set_es_params 函数，

Av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ES 播放

59

*av_inject_set_es_params()

器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set_es_params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set_pcm_params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60

*av_inject_set_pcm_param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PCM 参
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set_pcm_params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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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write_complet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写数据

*av_inject_write_complete()

61

完成，播放器把缓存的音视频数据解码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write_complete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attach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音视频

62

Av

*av_injecter_attach()

播放器与音视频注入器的关联。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attach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close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音视频

63

*av_injecter_close()

注入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close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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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detach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音视频

*av_injecter_detach()

64

播放器与音视频注入器的解关联。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detach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open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av_injecter_open()

65

回一个音视频注入器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Av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er_open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pause_audi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暂停播放器

66

*av_pause_audio()

的音频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pause_audi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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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pause_vide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暂停播放器
的视频播放。

*av_pause_video()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pause_vide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ume_audi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恢复播放器

*av_resume_audio()

68

的音频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Av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ume_audi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ume_vide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恢复播放器

69

*av_resume_video()

的视频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ume_vide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70

*av_set_config()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et_config 函数，输入有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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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播放器
的播放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av_set_config()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et_config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ar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开始播放。

*av_start()

71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art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Av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art_audi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开始音频播

72

*av_start_audio()

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art_audi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73

*av_start_video()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art_video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开始视频播
放。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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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av_start_video()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art_vide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op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停止音视频

*av_stop()

74

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op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op_audio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Av
75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停止音频播
*av_stop_audio()

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op_audio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op_video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76

*av_stop_video()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停止视频播
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stop_video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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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_stop_video()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ter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音视频

*av_term()

77

播放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term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pau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暂停音视频

*av_pause()

78

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Av

测试方法：调用 av_paus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um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恢复音视频

79

*av_resume()

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um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80

*av_reset()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e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重置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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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av_reset()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set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lease_iframe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释放一幅 I

*av_release_iframe()

81

帧。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Av

测试方法：调用 av_release_iframe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且已创建一
个音视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get_setting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av_inject_get_setting()

82

回音视频注入器的设置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音视频硬件句柄，未创建音视
频播放器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av_inject_get_setting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已调用 demux_close 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83

Demux

demux_close()

测试方法：调用 demux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emux_clos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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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含有 demux 硬件。
测试方法：调用 demux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demux_open()

84

回 demux 硬件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demux_open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clos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85

Demux

*dmx_avfilter_clos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close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disabl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去使能过滤

86

*dmx_avfilter_disable()

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disable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87

*dmx_avfilter_enable()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enable 函数，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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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去使能过滤
器。
符合性要求 2:

*dmx_avfilter_enable()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enable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get_esfram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携

*dmx_avfilter_get_esframe()

88

带 ES 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过滤
器。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get_esframe 函数，

Demux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open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携

89

*dmx_avfilter_open()

带过滤去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open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过滤
器。

90

*dmx_avfilter_release_esframe()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release_esfram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释放一帧 ES
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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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过滤
器。

*dmx_avfilter_release_esframe()

测试方法：调用 dmx_avfilter_release_esfram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过滤
器，已创建数据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add_filter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为数据通道

*dmx_channel_add_filter()

91

添加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过滤
器，未创建数据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add_filter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Demux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close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指定的

92

*dmx_channel_close()

数据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close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config_callback 函

93

*dmx_channel_config_callback()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数据通
道的回调函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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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config_callback 函

*dmx_channel_config_callback()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estroy_all_filter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该数据

*dmx_channel_destroy_all_filter()

94

通道的所有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estroy_all_filter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estroy_filter 函

Demux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该数据

95

*dmx_channel_destroy_filter()

通道特定的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estroy_filter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isabl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96

*dmx_channel_disabl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去使能该数
据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isable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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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isable_filter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去使能该数

*dmx_channel_disable_filter()

97

据通道的某一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disable_filter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enabl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使能该数据

98

Demux

*dmx_channel_enable()

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enable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
调用 dmx_channel_enable_filter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该数据

99

*dmx_channel_enable_filter()

通道的某个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
调用 dmx_channel_enable_filter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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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该

*dmx_channel_get()

100

数据通道的配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_buf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该数据

*dmx_channel_get_buf()

101

通道的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Demux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_buf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_filter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过

102

*dmx_channel_get_filter()

滤器的过滤条件。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_filter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103

*dmx_channel_get_info()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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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_info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数
据通道的配置信息。

*dmx_channel_get_info()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get_info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open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出参返回数

*dmx_channel_open()

104

据通道的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open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Demux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query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查询某一 PID

105

*dmx_channel_query()

是否有数据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query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106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filt
er_data()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filter_data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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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根据过滤条
件查询是否有该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filt
er_data()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filter_data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table_id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tabl

107

e_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根据表 ID
查询是否有匹配的过滤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emux

dmx_channel_query_filter_by_table_id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register_callback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为该数据通

108

*dmx_channel_register_callback()

道注册回调函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register_callback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109

*dmx_channel_release_buf()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release_buf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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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释放数据包
所占用的缓存空间。
符合性要求 2:

*dmx_channel_release_buf()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release_buf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rese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数据通

*dmx_channel_reset()

110

道的重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reset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Demux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se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数据通

111

*dmx_channel_set()

道的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set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112

*dmx_channel_set_filter()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set_filter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数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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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过滤条件。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dmx_channel_set_filter()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set_filter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set_pid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数据通

*dmx_channel_set_pid()

113

道的 P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数据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channel_set_pid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Demux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cas_get_nonc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14

*dmx_dcas_get_nonce()

回 NONCE 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cas_get_nonce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115

*dmx_dcas_keyladder_config()

测试方法：
调用 dmx_dcas_keyladder_config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解扰参
数。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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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dmx_dcas_keyladder_config()

测试方法：
调用 dmx_dcas_keyladder_config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
调用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联某一 PID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

116

或数据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
调用 dmx_descrambler_associate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Demux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clos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指定的

117

*dmx_descrambler_close()

解扰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close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disable 函数，

118

*dmx_descrambler_disable()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去使能指定
的解扰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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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disable 函数，

*dmx_descrambler_disable()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enabl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使能指定的

*dmx_descrambler_enable()

119

解扰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enable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get_associate_info 函数，输入有效

Demux

120

参数。
*dmx_descrambler_get_associate_in
fo()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该解扰通道关联的通道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get_associate_info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open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121

*dmx_descrambler_ope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解扰通道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open 函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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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open_ex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dmx_descrambler_open_ex()

122

回解扰通道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open_ex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iv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该解扰通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iv()

123
Demux

道设置偶密钥对应的初始向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iv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key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24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key()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偶密钥。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even_key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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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iv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该解扰通
道设置奇密钥对应的初始向量。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iv()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iv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已创建解扰
通道。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key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该解扰通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key()

126

道设置奇密钥。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未创建解扰
通道。

Demux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escrambler_set_odd_key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isconnec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断开 demux

127

*dmx_disconnect()

硬件与数据源的连接。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disconnect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128

*dmx_get_capability()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 demux 的硬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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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dmx_get_capability()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解扰通道已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dmx_g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129

回解扰器的属性。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source_params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Demux
13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dmx_get_source_params()

回 demux 硬件句柄的数据源类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source_params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status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31

*dmx_get_status()

回 demux 的资源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status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132

388

*dmx_init()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GY/T 303.7—2018
序号

模块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dmx_ini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demux
硬件初始化。

*dmx_ini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init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PCR 通道已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pcr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 PCR 通

*dmx_pcr_close()

133

道。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PCR 通道未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pcr_close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Demux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PCR 通道已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pcr_ge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134

*dmx_pcr_get()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PCR 通道未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pcr_get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pcr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135

*dmx_pcr_ope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 PCR 的值。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pcr_open 函数，输入参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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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reconnect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恢复 demux

*dmx_reconnect()

136

与数据源之间的连接。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reconnect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解扰通道已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s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dmx_s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137

回解扰通道的属性。
符合性要求 2:

Demux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解扰通道未
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set_descrambler_attribute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set_source_params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demux

138

*dmx_set_source_params()

的数据源。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set_source_params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139

*dmx_term()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er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终止 dem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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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需重新调用 dmx_init()之后才能恢复使用。
符合性要求 2:

*dmx_term()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erm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creat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通道返

*dmx_tsbuffer_create()

140

回一个 TS 通道的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create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TS 通道已创
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destroy 函数，输

Demux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一个 TS

141

*dmx_tsbuffer_destroy()

通道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TS 通道未创
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destroy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TS 通道已创
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ge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142

*dmx_tsbuffer_ge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一个 TS 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TS 通道未创
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get 函数，输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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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TS 通道已创
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pu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 TS 通道返

*dmx_tsbuffer_put()

143

还一个 TS 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TS 通道未创
建。
测试方法：调用 dmx_tsbuffer_put 函数，输入参

Demux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streampath_param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返回流对应
*dmx_get_streampath_param()

144

的通道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demux 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dmx_get_streampath_param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具有 Frontend 硬件，已获取

frontend_close()

145

到 Frontend 的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Fronten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具有 Frontend 硬件。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146

frontend_ope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返回 Frontend
的硬件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open 函数，输入参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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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abor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终止 Frontend

*frontend_abort()

147

硬件的一系列操作，如 Tuner 锁频等。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abort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atv_fineTun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Frontend
148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调整 Tuner
*frontend_atv_fineTune()

的频率。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atv_fineTune 函数，输
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atv_get_lock_status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49

*frontend_atv_get_lock_status()

回 Tuner 的锁频情况。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atv_get_lock_status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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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 Frontend

*frontend_close()

150

的一个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close 函数，输入参数
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config_callback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 Frontend

*frontend_config_callback()

151
Frontend

实例的回调函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config_callback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config_channel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 Frontend

152

*frontend_config_channel()

的属性。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config_channel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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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atvsignalinfo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frontend_get_atvsignalinfo()

回信号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atvsignalinfo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ber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frontend_get_bert()

154

回误码率。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bert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capability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55

*frontend_get_capability()

回 Frontend 的能力。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capability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156

*frontend_get_channel_info()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
调用 frontend_get_channel_info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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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 Frontend 的通道能力。
符合性要求 2:

*frontend_get_channel_info()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
调用 frontend_get_channel_info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channel_num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frontend_get_channel_num()

157

回该 Frontend 所支持的通道个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channel_num 函数，

Frontend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connect_status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58

*frontend_get_connect_status()

回锁频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connect_status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159

*frontend_get_info()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info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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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Frontend 的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_get_info()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info 函数，输入参
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lnb_pwr_status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frontend_get_lnb_pwr_status()

160

回高频头的供电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lnb_pwr_status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Fronten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scan_info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61

*frontend_get_scan_info()

回当前扫描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scan_info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162

*frontend_get_signal_quality()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signal_quality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当前信号质量。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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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frontend_get_signal_quality()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signal_quality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signal_strength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frontend_get_signal_strength()

163

回当前信号强度。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get_signal_strength
函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

Frontend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init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Frontend

164

*frontend_init()

硬件的初始化。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init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lock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165

*frontend_lock()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锁频。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lock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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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end_lock()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 。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frontend_open()

166

回创建的 Frontend 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open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register_callback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 Frontend

*frontend_register_callback()

167
Frontend

实例注册回调函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register_callback 函
数，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sat_config_lnb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168

*frontend_sat_config_lnb()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高频头。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sat_config_lnb 函数，
输入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169

*frontend_start_scan()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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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start_scan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开始扫描。
符合性要求 2:

*frontend_start_scan()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start_scan 函数，输入
参数取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Fronten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已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term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 Frontend
*frontend_term()

170

的一个实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获取到 Frontend 硬件句柄，未创建
Frontend 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rontend_term 函数，输入参数取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system_close()

171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close 函数，pstDevice
参数传输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成功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未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172

System

system_open()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open 函数，pstModule 和
ppstDevice 参数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模块句
柄有效。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173

*system_get_chip_id()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get_chip_id 函数，参数
pstDev/pstChipId 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pstChipId
内容正确。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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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未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system_get_chip_id()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get_chip_id 函数，参数
pstDev/pstChipId 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ERROR_NOT_INI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参数
pstDev/pstInitParams 均有效。

*system_init()

174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两次 system_init 函数，参数
pstDev/pstInitParams 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两次函数调用均成功，均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witch_standby 函数，参

System

数 pstDev/ pstPara/ pstWakeupInfo 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未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witch_standby 函数，参
数 pstDev/ pstPara/ pstWakeupInfo 均有效。
*system_switch_standby()

175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ERROR_NOT_INITED。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witch_standby 函数，参
数 pstDev/pstWakeupInfo 均有效，参数 pstPara 为
NUL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ERROR_INVALID_PARAM。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witch_standby 函数，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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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pstDev/pstPara 均有效，参数 pstWakeupInfo 为

*system_switch_standby()

NUL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ERROR_INVALID_PARAM。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ys_halt 函数，参数
pstDev 有效，参数 u32TimeMs 为 300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系统 3 秒后

*system_sys_halt()

176

自动关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未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ys_halt 函数，参数
pstDev 有效，参数 u32TimeMs 为 300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ERROR_NOT_INI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System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ys_reboot 函数，参数
pstDev 有效，参数 u32TimeMs 为 300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系统 3 秒后

177

*system_sys_reboot()

自动重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未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sys_reboot 函数，参数
pstDev 有效，参数 u32TimeMs 为 300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ERROR_NOT_INITED。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term 函数，参数 pstDev/

178

*system_term()

pstTermParams 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调用 system_open 打开 system 模块。
已调用 system_init 函数初始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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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system_term 函数，参数 pstDev

System

*system_term()

有效，参数 pstTermParams 为 NUL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clos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视频输

vout_close()

179

出硬件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close 函数，输入参数选无
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被测系统具有视频输出硬件。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ope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open()

180

回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open 函数，输入参数选无效
值。

Vout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autodetect3dformat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自动视
181

*vout_autodetect3dformat()

频输出自动检测 3D 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autodetect3dformat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182

*vout_close_channel()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close_channel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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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指定的
视频输出通道。
符合性要求 2:

*vout_close_channel()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close_channel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display_ge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display_get()

183

回视频显示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display_get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Vout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display_se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视频显

184

*vout_display_set()

示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display_set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185

*vout_evt_config()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evt_config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视频输
出事件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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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vout_evt_config()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evt_config 函数，输入参数
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3dmod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get_3dmode()

186

回视频输出的 3D 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3dmode 函数，输入参数
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Vout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bg_color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87

*vout_get_bg_color()

回视频输出的背景颜色。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bg_color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

188

*vout_get_capability()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视频输出的能力。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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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实例。

*vout_get_capability()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capability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edid 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get_edid()

189

回扩展显示标识数据（EDID）的能力。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edid 函数，输入参数选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Vout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evt_config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190

*vout_get_evt_config()

回事件回调的配置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evt_config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hdcp_status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191

*vout_get_hdcp_statu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 HDCP 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get_hdcp_status 函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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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ini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视频输

*vout_init()

192

出硬件的初始化。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init 函数，输入参数选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open_channel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open_channel()

193

回视频输出窗口实例的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

Vout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open_channel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outputchannel_mut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对应的

194

*vout_outputchannel_mute()

窗口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outputchannel_mute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195

*vout_outputchannel_unmute()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
调用 vout_outputchannel_unmut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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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恢复对应视
频窗口的视频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vout_outputchannel_unmute()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
调用 vout_outputchannel_unmute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3d_lr_switch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3D 左右

*vout_set_3d_lr_switch()

196

互换。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3d_lr_switch 函数，输
入参数选无效值。

Vout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3dmode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3D 的输

197

*vout_set_3dmode()

出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3dmode 函数，输入参数
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198

*vout_set_bg_color()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bg_color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输出窗
口的背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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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vout_set_bg_color()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bg_color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hdcp_params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HDCP

*vout_set_hdcp_params()

199

的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set_hdcp_params 函数，输
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Vout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ter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对应的

200

*vout_term()

视频输出窗口。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term 函数，输入参数选无效
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cgms_start 函数，输入

201

*vout_vbi_cgms_start()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开始窗口拷
贝。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409

GY/T 303.7—2018
序号

模块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cgms_start 函数，输入

*vout_vbi_cgms_start()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cgms_stop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停止窗口拷

*vout_vbi_cgms_stop()

202

贝。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cgms_stop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microvision_enable 函

Vout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使能

203

*vout_vbi_microvision_enable()

macrovis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microvision_enable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microvision_setup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204

*vout_vbi_microvision_setup()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创建
macrovisio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vbi_microvision_setup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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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attach_input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联视频输

*vout_window_attach_input()

205

出窗口与数据源。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attach_input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creat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206

Vout

*vout_window_create()

回一个现实窗口的句柄。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create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
调用 vout_window_dequeue_fram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回收视频输

207

*vout_window_dequeue_frame()

出窗口的一帧画面。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
调用 vout_window_dequeue_frame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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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destroy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对应的

*vout_window_destroy()

208

视频输出窗口。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destroy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detach_input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视频输出窗

*vout_window_detach_input()

209

口与输入源解绑定。
符合性要求 2:

Vout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detach_input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enable_filmmode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打开或关闭

210

*vout_window_enable_filmmode()

电影模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enable_filmmode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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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enable_panorama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使能或去使
能全景模式。

*vout_window_enable_panorama()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enable_panorama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freez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暂停该窗口

*vout_window_freeze()

212

的视频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Vout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freeze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213

*vout_window_get()

回该视频窗口的配置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 函数，输入参数
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214

*vout_window_get_input_rect()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input_rect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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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回该视频输入窗口的大小。
符合性要求 2:

*vout_window_get_input_rect()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input_rect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output_rect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window_get_output_rect()

215

回该视频输出窗口的大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output_rect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Vout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playinfo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216

*vout_window_get_playinfo()

回视频输出的时延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playinfo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217

*vout_window_get_status()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status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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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视频输出窗口的状态。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vout_window_get_status()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status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virtual_siz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返

*vout_window_get_virtual_size()

218

回视频虚拟输出窗口的尺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virtual_size
函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Vout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mute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暂停视频输

219

*vout_window_mute()

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mute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220

*vout_window_queue_frame()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queue_frame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往该视频输
出窗口送一帧画面。
符合性要求 2: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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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vout_window_queue_frame()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queue_frame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reset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重置该视频

*vout_window_reset()

221

输出窗口。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reset 函数，输入参
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Vout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该视频

222

*vout_window_set()

输出窗口的输出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 函数，输入参数
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223

*vout_window_set_colortemperature

vout_window_set_colortemperature 函数，输入有效参

()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该视频
输出窗口的色温。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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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实例。

*vout_window_set_colortemperature
()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colortemperature 函数，输入参数选
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input_rect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该视频

*vout_window_set_input_rect()

224

窗口的输入尺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input_rect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Vout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mute_color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输出窗

225

*vout_window_set_mute_color()

口关闭后的背景颜色。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mute_color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output_rect 函

226

*vout_window_set_output_rect()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视频窗
口的输出尺寸。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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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output_rect 函

*vout_window_set_output_rect()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zorder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视频输

*vout_window_set_zorder()

227

出窗口的 Z 序设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zorder 函数，
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unfreeze 函数，输
入有效参数。

Vout
228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恢复视频输
*vout_window_unfreeze()

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unfreeze 函数，输
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unmute 函数，输入
有效参数。

229

*vout_window_unmut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打开视频输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unmute 函数，输入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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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video_rect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vout_window_set_video_rect()

23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未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set_video_rect 函
数，输入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非 0。

Vout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video_rect 函
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当前正

231

*vout_window_get_video_rect()

确的视频输出矩形参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已创建视频输出硬件句柄，已创建视频
输出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vout_window_get_video_rect 函
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非零错误码。

419

GY/T 303.7—2018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功能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D.1 组件服务管理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并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件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rvice 函数，参数 name/service/allowIsolated 值
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SVC_OK =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创建一个 service，并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
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rvice 函数，参数 name/service/均有效,
allowIsolated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SVC_INVALID_PARAM=1。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 创建一个 service，并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

1

addService()

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rvice 函数， name/allowIsolated 参数值均有效，
service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SVC_INVALID_PARAM=1。
符合性要求4: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并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件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rvice 函数，service/allowIsolated 参数值均有效，
name 参数选无效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SVC_INVALID_PARAM=1。
符合性要求5: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并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件
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addService 函数，service/allowIsolated/name 参数值均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SVC_INVALID_PARAM=1。
符合性要求 1:

2

checkService()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调用 addService 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
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Service 函数，输入参数 test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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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获取到的服务对象指针。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调用 addService 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
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Servic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立即返回空指针（NULL）
。

checkService()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先调用 checkService 函数，再创建一个 service，再调用
addService 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Servic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获取到的服务对象指针。
符合性要求4:
前置条件：未创建 service。
测试方法：调用 checkServic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立即返回空指针（NULL）
。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调用 addService，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
组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 函数，输入参数 test 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获取到的服务对象指针。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调用 addService，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
组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3

getServic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空指针（NULL）
。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先调用 getService 函数，再创建另外一个 service，调用
addService，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组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
符合性要求4:
前置条件：未创建 service。
测试方法：调用 getServic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空指针（NU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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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创建一个 service，调用 addService，将这个 service 添加到
组件服务管理组件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listServices()。

listServices()

4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正在运行中的服务列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创建 service。
测试方法：调用 listServices()。
符合性结果：获取不到正在运行中的服务列表。

D.2 数字电视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为 tuner 个数，tunerid 的值在输出参
数中返回。

1

DTVAL_getAllTunerID()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参数 ids 为 NULL 或 max_count 小于或等
于 0。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有有效频点列表，前端信号正常。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有有效频点列表，前端信号异常。

2

DTVAL_tuneStream()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2。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有有效频点列表。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前端信号正常。

3

DTVAL_tune()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前端信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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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DTVAL_tune()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前端信号异常。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获取到有效的 tuner_id。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

DTVAL_getSystemDeliveryTyp
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Tuner的传送流类型。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获取到有效的 tuner_id。
测试方法：调用该接口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5

DTVAL_getSignalStatus()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unerID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pStatus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频点锁定状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失败。

6

DTVAL_getTunerStatus()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7

DTVAL_getCurrentTunningPar
am()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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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DTVAL_getCurrentTunningPar
am()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8

DTVAL_getCurrentTransportS
trea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调用 DTVAL_tune()或 DTVAL_tuneStream()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etCurrentServic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9

DTVAL_getCurrentServic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etCurrentService（）
。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0

DTVAL_setCurrentService()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搜索过程会以回调事件的形式反

11

DTVAL_startScan()

馈出去，事件值详见 MSG_DVB_SCAN_STATUS_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无返回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成功调用 DTVAL_startScan()或 DTVAL_startScanByJson()函数。

12

DTVAL_stopScan()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在回调函数中会收到成功事件。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
成功调用 DTVAL_startScan()或 DTVAL_startScanByJson()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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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VAL_stopScan()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
，在回调函数中会收到失败事件。
。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搜索过程会以回调事件的形式反

13

DTVAL_startScanByJson()

馈出去，事件值详见 MSG_DVB_SCAN_STATUS_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无返回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4

DTVAL_JSON_Star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JSON_Start()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5

DTVAL_JSON_Stop()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JSON_Start()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JSON_Start()或 DTVAL_startScanByJson()或
DTVAL_start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6

DTVAL_updateScanResul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TVAL_JSON_Start()或 DTVAL_startScanByJson()或
DTVAL_start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17

DTVAL_saveScanResult()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opScan ()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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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DTVAL_saveScanResult()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op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op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8

DTVAL_revertScanResul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op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op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9

DTVAL_deleteScanResul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opScan()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20

DTVAL_getUnusedFilterNumbe
r()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大于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小于或等于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getUnusedFilterNumber()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参数有效

21

DTVAL_requestFilter()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大于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getUnusedFilterNumber()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函数。

22

DTVAL_releaseFilter()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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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函数。

DTVAL_releaseFilter()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23

DTVAL_attachStrea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attachStream()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24

DTVAL_detachStream()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attachStream()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和 DTVAL_attachStream()函
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和

25

DTVAL_startFiltering()

DTVAL_attachStream()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filter_id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questFilter()和
DTVAL_attachStream()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table_id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artFiltering ()函数。

26

DTVAL_stopFiltering()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artFiltering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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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27

DTVAL_startTableMonitor()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28

DTVAL_stopTableMonitor()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startTableMonitor()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29

DTVAL_getSIInfo()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unerid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 tunerid 以外的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getSIInfo()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30

DTVAL_releaseSIInfo()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getSIInfo()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31

DTVAL_retrieveActualNetwor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k()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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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k()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32

DTVAL_retrieveActualTransp
ortStream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有效指针。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33

DTVAL_releaseDVBService()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trieveActualTransportStreams()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
符合性要求：

34

DTVAL_releaseDVBTS()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retrieveActualServices()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值。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 ()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35

DTVAL_retrieveActualServic
e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有效指针。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 NULL。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36

DTVAL_retrievePMTService()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unerid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services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DTVAL_retrieveTimeFromTDT(
37

)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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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DTVAL_retrieveTimeFromTDT(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unerid 无效。

)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dttime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38

DTVAL_retrieveTimeFromTOT(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unerid 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ottime 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39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
tProgra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0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
tProgramsBy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41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tProgramsByName()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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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tProgramsByName()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2

DTVAL_EPGManager_getFollow
ingProgra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3

DTVAL_EPGManager_getFollow
ingProgramsBy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4

DTVAL_EPGManager_getFollow
ingProgramsByNam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5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
msByServic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
46

msByDat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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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
msByDat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7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
msByDirectio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8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
msByContentTyp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49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
msByNam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数据库中
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50

DTVAL_EPGManager_getRefere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nceEvents()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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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DTVAL_EPGManager_getRefere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nceEvents()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1

DTVAL_EPGManager_getRefere
nceProgram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2

DTVAL_ReferenceEvent_getSc
hedule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3

DTVAL_ReferenceEvent_getPr
esent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4

DTVAL_ReferenceEvent_getFo
llowingSchedule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tuneStream()或 DTVAL_tun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55

DTVAL_EPGManager_getAllPro
gramServices()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如果 objnumber 值为大于 0 才表示
获取到有效节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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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tProgram()或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tProgramsByContentTyp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PresentProgramsByNam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FollowingProgram()或
DTVAL_EPGManager_getFollowingProgramsByContentTyp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FollowingProgramsByName()或

56

DTVAL_releaseJS_PROGRAMEVE
NT_PRIVATE()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msByServic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msByDat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msByDirection()或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msByContentTyp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ProgramsByName()或
DTVAL_EPGManager_getReferenceEvents()
或
DTVAL_EPGManager_getReferencePrograms()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7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Ch
annelByChannel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8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Ch
annelByLogical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59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Ch
annelByService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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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0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La
stC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1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Tu
nerIDOfLastC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2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Sh
utDownC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3

DTVAL_ChannelManager_delCh
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4

DTVAL_ChannelManager_delet
eAllChannel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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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5

DTVAL_ChannelManager_delet
eAllFavorite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6

DTVAL_ChannelManager_delet
eAllDelMarkedChannel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7

DTVAL_ChannelManager_reset
Propertie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8

DTVAL_ChannelManager_swapC
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69

DTVAL_ChannelManager_sortC
hannel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436

GY/T 303.7—2018
序号

API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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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0

DTVAL_ChannelManager_filte
rChannel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1

DTVAL_ChannelManager_saveC
hannel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2

DTVAL_ChannelManager_resto
reChannel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3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Se
rviceByC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4

DTVAL_ChannelManager_updat
eC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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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75

DTVAL_releaseJS_CHANNEL_PR
IVATE()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了
DTVAL_ChannelManager_filterChannels()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无返回。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6

DTVAL_SetCarriesLis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77

DTVAL_SetServiceLi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参数 tunerID 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 tunerID 以外的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8

DTVAL_UpdateChannelData()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9

DTVAL_ChannelManager_getCh
annelByServiceTyp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数据库中存在有效节目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该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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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Source()接口，入参为以 path 和 Hash Key 对的方
式设置媒体源。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1

setDataSource()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并已成功播放。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Source()接口，入参为以 path 和 Hash Key 对的方
式设置媒体源。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STATE，表示状态错误。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调用 setDataSource()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错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ataSource()接口，入参类型为文件句柄。

2

setDataSource()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ataSource()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错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

3

setVideoSurfaceTexture()

测试方法: 调用 setVideoSurfaceTexture()接口，入参类型：const
sp<IGraphicBufferProducer>& bufferProducer。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

4

setListener()

测试方法: 调用 setListener()接口，入参类型：const
sp<MediaPlayerListener>& listener。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创建 notify 回调函数。
测试方法: 调用 prepareAsync()接口。

5

prepareAsync()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 调用 prepareAsync()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STATE，表示状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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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创建 notify 回调函数。
测试方法: 调用 prepare()接口。

6

prepare()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 调用 prepare ()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STATE，表示状态错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播放器，创建 notify 回调函数，setDataSource()成功，
prepare()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start()接口。

7

start()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成功创建播放器。
测试方法: 调用 start()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STATE，表示状态错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top()接口。

8

stop()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播放器已停止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top()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STATE，表示状态错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pause()接口。

9

pause()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并已暂停。
测试方法: 调用 pause()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STATE，表示状态错误。
符合性要求：

10

reset()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reset()接口。
符合性结果: 正常则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11

seekTo()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ekTo()接口，入参有效，入参表示想要指定的位置。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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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seekTo()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ekTo()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isPlaying()接口。

12

isPlaying()

符合性结果:返回 tru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播放器已停止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isPlaying()接口。
符合性结果: 返回 false。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VideoArea()接口，入参为 int 型且有效。

13

setVideoArea()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VideoArea()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ILD_RECT，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

14

getVideoArea()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getVideoArea()接口，入参为 int 型指针且有效。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15

getCurrentPosition()

测试方法:调用 getCurrentPosition()接口，入参为 int 型指针，表示当前
的播放位置。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16

getDuration()

测试方法: 调用 getDuration()接口，入参为 int 型指针，单位为 ms，表
示当前数据源可播放长度。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符合性要求：

17

setPace()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Pace()接口，入参有效。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8

getPace()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ace()接口，入参为 int 型指针，表示播放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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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Pace()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StopMode()接口，入参为 int 型，暂停效果，有效值为
0 和 1,0 表示黑屏，1 表示静帧。

19

setStopMode()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StopMode()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

20

getStopMode()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topMode()接口，入参为 int 型指针。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21

setClip()

测试方法: 调用 setClip()接口，入参为 int 型，想要裁剪的区域的横纵坐
标和长宽。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22

getClip()

测试方法: 调用 getClip()接口，入参为 int 型指针，获取值表示裁剪的区
域的横纵坐标和长宽。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23

getStartTime()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tartTime()接口，入参为 int64 型指针，输出获取到
的起始时间。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24

selectAudioStream()

测试方法: 调用 selectAudioStream()接口，入参为 int 型，且入参为流真
实的流节目 ID 和流编码类型。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Looping()接口，入参为 0，表示非循环播放。

25

setLooping()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2：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Looping()接口，入参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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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

26

isLooping()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isLooping()接口。
符合性结果: boolean 类型，ture 表示循环播放，false 表示不循环播放。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isplayRatio()接口,入参为有效显示宽高比枚举类型
之一。

27

setDisplayRatio()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isplayRatio()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28

setMetadataFilter()

测试方法: 调用
setMetadataFilter()接口,入参为有效过滤器对象。
符合性结果: 正常则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9

getMetadata()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getMetadata()接口,入参有效。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VideoDisplay()接口,入参有效为
TVOS_VIDEO_DISPLAY_CLOSE。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30

setVideoDisplay()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VideoDisplay()接口,入参有效为
TVOS_VIDEO_DISPLAY_OPEN。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VideoDisplay()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无效。
符合性要求：

31

getVideoDisplay()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getVideoDisplay()接口，入参类型为 int 型指针，且入参
有效,获取值和 setVideoDisplay()接口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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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VideoDisplay()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32

getVideoWidth()

测试方法: 调用 getVideoWidth()接口，入参类型为 int 型指针，且入参有
效。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33

getVideoHeight()

测试方法: 调用 getVideoHeight()接口，入参类型为 int 型指针，且入参
有效。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isplayMode()接口,入参为有效显示模式枚举类型之
一。

34

setDisplayMode()

符合性结果: 正常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播放器开始播放码流。
测试方法: 调用 setDisplayMode()接口,入参无效。
符合性结果: 返回 E_SME_PLAYER_ERROR_INVALID_ARGS，表示参数无效。

D.4 HTML5 引擎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
测试方法：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查看接口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根据传入参数中的命令行能够正常启动 HTML5 引擎。

1

browser_main()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
测试方法：程序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入参中包含不属于接口
列表中说明的命令行，查看接口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HTML5 引擎启动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 8、9、10、11 四个接口设置回调。

2

page_open()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 pageName、url 和要显示的坐标，查看接口
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正常浏览要访问的 url，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运行可执行文件，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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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HTML5，调用接口设置回调。

page_open()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的 pageName 字符长度超过 100，查看接口返
回值。
符合性结果：窗口打开失败，返回错误码 3。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并且 pageName 这个窗口已经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 pageName 和 url，查看是否可以在 pageName
这个窗口正常打开新的 url，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正常浏览要访问的 url，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3

page_load()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一个不存在的 pageName，查看是否可以加载
新的 url，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加载失败，返回值为 2。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运行可执行文件，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
启动 HTML5，调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第一个入参传入空字串，查看是否可以加载新的
url，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加载失败，返回值为 3。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并且 pageName 这个窗口已经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 pageName，查看 pageName 是否可以刷新，查
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正常刷新页面，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运行可执行文件，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

4

page_reload()

启动 HTML5，调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一个不存在的 pageName，查看是否可以加载
新的 url，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加载失败，返回值为 2。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第一个入参传入空字串，查看是否可以加载新的
url，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加载失败，返回值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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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并且 pageName 这个窗口已经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 pageName，查看 pageName 窗口中未加载和显
示的部分是否可以停止，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pageName 窗口中未加载和显示的部分停止加载和显示，返回
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5

page_stop()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一个不存在的 pageName，查看是否可以停止
加载和显示，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页面正常显示，没有停止成功，返回值为 2。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第一个入参传入空字串，查看是否可以停止加载
和显示，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页面正常显示，没有停止成功，返回值为 3。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运行可执行文件，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
启动 HTML5，调用 8、9、10、11 四个接口设置回调，并且 pageName 这个窗口已
经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 pageName 和要前后回访的次数（向前或向后
翻几页）
，查看 pageName 窗口是否可以前后回访，回访的页面和指定的数字是
否一致，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pageName 窗口中正常跳转到指定的页面，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6

page_backForward()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一个不存在的 pageName，查看是否可以跳转
到指定的页面，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加载失败，返回值为 2。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第一个入参传入已存在的 pageName，第二个参数
传入超出历史缓存的页面个数的范围，查看是否可以跳转到指定的页面，查看
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 不发生跳转，返回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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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运行可执行文件，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
启动 HTML5，调用接口设置回调，并且 pageName 这个窗口已经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 pageName，查看 pageName 窗口是否关闭，查
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pageName 窗口中正常关闭，返回值为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7

page_close()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传入一个不存在的 pageName，查看 pageName 窗口
是否关闭，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pageName 窗口不能关闭，返回值为 2。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调
用接口设置回调。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第一个入参传入空字串，查看 pageName 窗口是否
关闭，查看返回值。
符合性结果：pageName 窗口不能关闭，返回值为 3。
符合性要求:

8

page_setPageCreateCallback(
)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设置创建窗口的回调函数，查看返回值；然后调用
page_open 接口，查看设置的回调函数是否被触发。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调用 page_open 接口后设置的回调函数被触发。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

9

page_setStartLoadCallback()

pageName 已创建。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设置加载窗口的回调函数，查看返回值；然后调用
page_load 接口，查看设置的回调函数是否被触发。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调用 page_load 接口后设置的回调函数被触发。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

10

page_setFinishLoadCallback(
)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设置窗口加载完成的回调函数，查看返回值；然后
调用 page_open 等可以触发加载动作的接口，当加载完成后查看设置的回调函
数是否被触发。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触发加载动作后设置的回调函数被触发。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设备正常连接，程序正常调用 browser_main()启动 HTML5。

11

page_setFailLoadCallback()

测试方法：调用本接口设置窗口加载完成的回调函数，查看返回值；然后
调用 page_open 等可以触发加载动作的接口，拔掉网线或者直接访问一个不可
访问的 url 来触发加载失败的 case，查看设置的回调函数是否被触发。
符合性结果：返回值为 0，加载失败后，设置的回调函数被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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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启动 DRM server。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RegisterApp(unsigned

1

char* drm_id, unsigned char* uuid,
unsigned int uuidLen,int
register_commandid,
const
unsigned
char*
register_pridata,int enflag，
int licensereq_commandid, int
decrypt_commandid)

CHDRMAPI_RegisterApp()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drm_id ， uuid ，
uuidLen，register_commandid，register_pridata， enflag,
licensereq_commandid, decrypt_commandid。
符合性结果：成功注册 DRM ID，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启动 DRM server。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RegisterApp()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drm_id ， uuid ，
uuidLen，register_commandid，register_pridata， enflag,
licensereq_commandid, decrypt_commandid。
符合性结果： DRM ID注册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成功注册 DRM ID。

2

CHDRMAPI_UnRegisterApp()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UnRegisterApp()函数。
符合性结果：成功取消注册 DRM ID，返回 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TAPP成功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ndCommandToTEE()函数，输入正确的commandId，
inputData，inputDataLen，outputData。

3

CHDRMAPI_SendCommandToTEE()

符合性结果：TAPP调用成功，返回0，带回正确数据。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TAPP成功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CHDRMAPI_SendCommandToTEE()函数，输入
错误的commandId，inputData，inputDataLen，outputData。
符合性结果：TAPP调用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CHDRMAPI_RegisterApp()，player 成功注册 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4

CHDRMAPI_SendMessageToPlayer()

CHDRMAPI_SendMessageToPlayer()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type,
message, message_len。
符合性结果：成功发送消息到 player，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CHDRMAPI_RegisterApp()，player 成功注册 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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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ndMessageToPlayer()

CHDRMAPI_SendMessageToPlayer()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type,
message, message_len。
符合性结果：不能发送消息到 player，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CHDRMAPI_RegisterApp()。
测试方法：调用CHDRMAL_CreateCryptoSession()函数，输
入正确的crypto_handle，drminfo。

5

CHDRMAL_CreateCryptoSession()

符合性结果：成功创建解扰会话，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CHDRMAPI_RegisterApp()。
测试方法：调用CHDRMAL_CreateCryptoSession()函数，输
入错误的crypto_handle，drminfo。
符合性结果：不能创建解扰会话，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CHDRMAL_DestroyCryptoSession()函数，
输入正确的crypto_handle。

6

CHDRMAL_DestroyCryptoSession()

符合性结果：成功删除解扰回话，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CHDRMAL_DestroyCryptoSession()函数，
输入错误的crypto_handle。
符合性结果：不能删除解扰回话，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UpdateCryptoSession()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rypto_handle，drminfo。

7

CHDRMAL_UpdateCryptoSession()

符合性结果：成功更新解扰会话，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UpdateCryptoSession()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rypto_handle，drminfo。
符合性结果：不能更新解扰会话，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8

CHDRMAL_CheckRights()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CheckRights()函数，输入正确的crypto_handle。
符合性结果：成功查询授权信息，返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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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CHDRMAL_CheckRights()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CheckRights()函数，输入错误的crypto_handle。
符合性结果：不能查询授权信息，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Decrypt()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9

CHDRMAL_Decryp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Decrypt()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CHDRMAPI_RegisterApp()。成功创建
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tLicenseReq_Callback()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rypto_handle,cryptoinfo,encbuf,encbuf_len,
decbuf,decbuf_len,iv,iv_len,
mode,subSamples,numSubSamples。

10

CHDRMAPI_SetLicenseReq_Callback()

符合性结果：成功解扰数据，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CHDRMAPI_RegisterApp()。成功创建
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tLicenseReq_Callback()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rypto_handle, 正 确 的 cryptoinfo, encbuf,encbuf_len,
decbuf,decbuf_len,iv,iv_len,
mode,subSamples,numSubSamples。
符合性结果：不能解扰数据，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11

CHDRMAPI_SetDecryptReq_Callback()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HDRMAPI_SetDecryptReq_Callback()

crypto_handle，cb。
符合性结果：成功设置回调函数，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450

GY/T 303.7—2018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tDecryptReq_Callback()

CHDRMAPI_SetDecryptReq_Callback()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rypto_handle，cb。
符合性结果：不能设置回调函数，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注册 DRM ID。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tMessage_Callback()函数，输入正确的 cb。

12

CHDRMAPI_SetMessage_Callback()

符合性结果：成功设置回调函数，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注册 DRM ID。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SetMessage_Callback()函数，输入错误的 cb。
符合性结果：不能设置回调函数，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SetPlayerEventListener()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allback。

13

CHDRMAL_SetPlayerEventListenser()

符合性结果：成功设置callback，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创建解扰会话。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L_SetPlayerEventListener()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allback。
符合性结果：不能设置callback，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启动 DRM server。

14

CHDRMAPI_RegisterApp
(unsigned char* drm_id,
unsigned char* uuid,
Unsigned int uuidLen,
int register_commandid,
const
unsigned
char*
register_pridata,
DRM_DECRYPT_FLAG_E enflag)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RegisterApp()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drm_id ， uuid ，
uuidLen，register_commandid，register_pridata， enflag。
符合性结果：成功注册 DRM ID，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启动 DRM server。
测试方法：调用
CHDRMAPI_RegisterApp()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drm_id ， uuid ，
uuidLen，register_commandid，register_pridata， enflag。
符合性结果： DRM ID注册失败，返回非0。

D.6 DCAS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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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DCAS server 正常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输入有效参数,传入正确的
casID。

1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casID 注册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DCAS server 正常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输入错误 casID 。
符合性结果：casID 注册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moveCASModule ()函数，输入正确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移除已注册的 casID，返回

2

DCASAL_removeCASModule()

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moveCASModule ()函数，输入错误 casID 。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需要移除的 casID ，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传入正确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成功设置对应 casID 的允许解扰请求，返回

3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函 数 ， 传 入 错 误 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对应 casID ，不能设置允许解扰请
求，返回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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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dis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传入正确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成功取消对应casID的允许解扰请求，返回

4

DCASAL_dis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disableDescramblingRequests() 函 数 ， 传 入 错 误 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对应 casID，不能取消允许解扰请
求，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函数成功，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artEcmLoading() 函 数 ， 传 入 正 确 的

casID ，

casSession，onEcmEvent。
5

DCASAL_startEcmLoading()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过滤到ECM数据。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enableDescramblingRequests()函数成功，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artEcmLoading() 函 数 ， 传 入 正 确 的

casID ，

onEcmEvent，错误的 casSession。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正确的过滤条件，不能过滤 ECM数据。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startEcmLoading()函数成功，正常过滤 ECM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opEcmLoading()
6

DCASAL_stopEcmLoading() 函 数 ， 传 入 正 确 的

casID ，

casSessio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停止ECM过滤，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startEcmLoading()函数成功，正常过滤 ECM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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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SAL_stopEcmLoading() 函 数 ， 传 入 错 误 的

DCASAL_stopEcmLoading()

casID ，

casSession。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ECM过滤器，不能停止 ECM过滤。返回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锁频成功，CAT表已过
滤。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artInbandEmmLoading()函数，传入正确的 casID，
filterParm，filterParmNum。
符合性结果：过滤到需要的EMM数据，返回0。

7

DCASAL_startInbandEmmLoading()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锁频成功，CAT表已过
滤。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artInbandEmmLoading()函数，传入正确的 casID，错
误的 filterParm，filterParmNu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不能过滤到EMM数据，返回非
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startInbandEmmLoading()函数成功，正在过滤 EMM数
据。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opInbandEmmLoading()函数，传入正确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停止对应 casID 的EMM S数据过滤，返回0。

8

DCASAL_stopInbandEmmLoading()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startInbandEmmLoading()函数成功，正在过滤 EMM数
据。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opInbandEmmLoading()函数，传入错误的 casID。
符合性结果：无法停止对应 casID 的EMM S数据过滤，返
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9

DCASAL_sendCommandToTEE()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TAPP启动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endCommandToTEE()函数，输入正确的 uuid，uuid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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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Id，inputData，inputDataLen，applicationContext，
outputData。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TA执行正确功能，返回0，带
回正确参数。

DCASAL_sendCommandToTE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TAPP启动成功。
测试方法：输入错误的 uuid，正确的uuidLen，commandId，
inputData，inputDataLen，applicationContext，outputData。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找不到对应的TA,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DCAS server 正常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getChipPublicId()函数，输入正确的 chipid。

10

DCASAL_getChipPublic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得到PublicID。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DCAS server 正常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getChipPublicId()函数，输入空的 chipid 。
符合性结果：地址访问失败，进程崩溃。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endDescramblingEvent() 函 数， 输 入正 确 的casId ，
casSession，casStatus。

11

DCASAL_sendDescramblingEvent()

符合性结果：解扰事件信息发送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endDescramblingEvent() 函 数， 输 入错 误 的casId ，
casSession，casStatus。
符合性结果：解扰事件信息发送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12

DCASAL_setData()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DCASAL_setData()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asId，cmdId，type，data，length。
符合性结果：数据设置成功，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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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DCASAL_setData()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DCASAL_setData()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asId，正确的 cmdId，type，data，length。
符合性结果：数据设置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需要的数据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DCASAL_getDSD()函数，输入有效参数，输
入正确的 casId 。

13

DCASAL_getDSD()

符合性结果：获取正确的数据，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需要的数据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DCASAL_getDSD()函数，输入错误的casId。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有效数据，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gisterDSD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输入正确
的 casId 。

14

符合性结果：成功注册DSDListener，返回0。
DCASAL_registerDSDListener()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gisterDSD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输入错误
的 casId 。
符合性结果：注册DSDListener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成功注册DSD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moveDSDListener()函数，输入正确的 casId。

15

DCASAL_removeDSDListener()

符合性结果：成功移除对应的DSDListener，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成功注册DSDListener。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removeDSDListener()函数，输入错误的 casId 。
符合性结果：不能移除对应的DSDListener，返回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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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获取授权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artDescrambling()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dcas_notify_data，cb，cb_priv。

16

DCASAL_startDescrambling()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成功解扰数据，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获取授权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getChipPublicId()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dcas_notify_data，正确的cb，cb_priv。
符合性结果：数据解扰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获取授权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updateDescrambling()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old_dcas_notify_data，dcas_notify_data，cb，cb_priv。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成功更新解扰数据，返回0。

17

DCASAL_updateDescrambling()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获取授权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updateDescrambling()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old_dcas_notify_data ， dcas_notify_data ， 正 确 的 cb ，
cb_priv。
符合性结果：更新数据解扰失败，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startDescrambling()函数成功，成功解扰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topDescrambling()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18

DCASAL_stopDescrambling()

dcas_notify_data，cb，cb_priv。
符合性结果：停止解扰数据，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startDescrambling()函数成功，成功解扰数据。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getChipPublicId()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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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as_notify_data，正确的cb，cb_priv。。
符合性结果：没有停止解扰数据，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notifyFreqChange()函数，输入正确的ts_data。
符合性结果：成功通知频点切换，启动CAT过滤，返回。

19

DCASAL_notifyFreqChang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notifyFreqChange()函数，输入错误的ts_data。
符合性结果：不能通知频点切换，不能启动CAT过滤，返回
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需要的数据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DCASAL_getDSD()函数，输入正确的casId，
cmdId，type，data，length。

20

DCASAL_getData()

符合性结果：获取正确的数据，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需要的数据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DCASAL_getDSD()函数，输入错误的casId，
正确的 cmdId，type，data，length。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有效数据，返回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CA 信息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getCAInfo()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asid ， querytype ，
params，cb。

21

DCASAL_getCAInfo()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有效的 CA 信息，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CA 信息有效。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getCAInfo()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asid ， 正 确 的
querytype，params，cb。
符合性结果：找不到对应的 CA 信息，返回非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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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etCAInfo() 函 数 ， 输 入 正 确 的 casid ， querytype ，
params。

22

DCASAL_setCAInfo()

符合性结果：设置 CA 信息成功，返回NO_ERROR。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调用
DCASAL_registerCASModule()函数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DCASAL_setCAInfo() 函 数 ， 输 入 错 误 的 casid ， 正 确 的
querytype，params。
符合性结果：设置 CA 信息成功失败，返回非0。

D.7 人机交互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

getDeviceClasses()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viceClasse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正确的设备类型。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viceIdentifi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有效的设备

2

getDeviceIdentifier()

InputDeviceIdentifier。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viceIdentifie()函数，参数deviceId为极大自然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空的设备
InputDeviceIdentifier（vendor等数值型成员为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3

getDeviceControllerNumber()

测试方法：调用
getDeviceControllerNumber()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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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正确的设备控制号（正
数）。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figuration()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输出参数outConfiguration

4

getConfiguration()

返回有效的设备配置属性。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figuration()函数，参数deviceId为极大自然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输出参数outConfiguration
中设备配置属性为空。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AbsoluteAxisInfo()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参数axis有效。

5

getAbsoluteAxisInfo()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0，输出参数outAxisInfo返回有效
的绝对轴信息。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getAbsoluteAxisInfo()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来自RawEvent.deviceId，参数axis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负值。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6

hasRelativeAxis()

测试方法：调用
hasRelativeAxi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tru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7

hasInputProperty()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hasInputProperty()

RawEvent.deviceId （ 鼠 标 ） ， 参 数 property 为
INPUT_PROP_POINTER。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true。
符合性要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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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hasInputProperty()

hasInputProperty()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 键 盘 ） ， 参 数 property 为
INPUT_PROP_POINTER。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pKey()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键盘或遥控器）
，参数scanCode和usageCode
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0，输出参数outKeycode和outFlags
返回有效值。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8

mapKey()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pKey()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键盘或遥控器）
，参数scanCode和usageCode
均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NAME_NOT_FOUND（负数）。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pKey()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 合 性 结 果 ： 函 数 返 回 负 值 ， 输 出 参 数 outKeycode 和
outFlags均返回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pAxi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鼠标）
，参数scanCode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0，输出参数outAxisInfo返回有效
值。
符合性要求2：

9

mapAxis()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pAxi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鼠标）
，参数scanCode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NAME_NOT_FOUND（负数）。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pAxi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NAME_NOT_FOUND（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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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10

setExcludedDevices()

setExcludedDevices()函数，参数devices为设备名集合，接着
调用requestReopenDevices()、getEvents()。
符合性结果：查看系统的/dev/input目录，参数devices对
应的各设备已经被关闭。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操作遥控器，然后调用getEvents()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 返回 的事件数 目大于 0， 且输出 参数
buffer中可以读取到相应数目的遥控器事件。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系统插入鼠标。

11

getEvents()

测试方法：操作鼠标，然后调用getEvents()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 返回 的事件数 目大于 0， 且输出 参数
buffer中可以读取到相应数目的鼠标事件。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系统插入键盘。
测试方法：操作键盘，然后调用getEvents()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 返回 的事件数 目大于 0， 且输出 参数
buffer中可以读取到相应数目的键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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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ScanCodeSt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参数scanCode有效。
符 合 性 结 果 ： 函 数 返 回 0 （ AKEY_STATE_UP ） 或 者 1
（AKEY_STATE_DOWN）
。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12

getScanCodeState()

getScanCodeSt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参数scanCode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1
（AKEY_STATE_UNKNOWN）。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ScanCodeSt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1
（AKEY_STATE_UNKNOWN）。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KeyCodeSt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参数keyCode有效。
符 合 性 结 果 ： 函 数 返 回 0 （ AKEY_STATE_UP ） 或 者 1
（AKEY_STATE_DOWN）
。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3

getKeyCodeState()

测试方法：调用
getKeyCodeSt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参数keyCode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1（AKEY_STATE_UNKNOWN）。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KeyCodeSt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1
（AKEY_STATE_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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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getSwitchState()函数，参数deviceId来
自RawEvent.deviceId（输入开关）
，参数sw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0
（AKEY_STATE_UP）或者1（AKEY_STATE_DOWN）
。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4

getSwitchState()

测试方法：调用getSwitchState()函数，参数deviceId来
自RawEvent.deviceId（输入开关）
，参数sw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1
（AKEY_STATE_UNKNOWN）。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getSwitchState()函数，参数deviceId来
自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1
（AKEY_STATE_UNKNOWN）。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AbsoluteAxisValu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手写板等绝对轴设备）
，参数axis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0，输出参数outValue返回有效的绝
对轴值。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5

getAbsoluteAxisValue()

测试方法：调用
getAbsoluteAxisValu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手写板等绝对轴设备）
，参数axis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负值，输出参数outValue为0。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系统已插入待测输入设备、通过getEvents()可
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AbsoluteAxisValu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等非绝对轴设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负值，输出参数outValue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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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rkSupportedKeyCode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来自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true，设备支持的keyCodes所对应

16

markSupportedKeyCodes()

的outFlags为1。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markSupportedKeyCode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来自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hasScanCode()函数，参数deviceId来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参数scanCode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7

hasScanCode()

测试方法：调用hasScanCode()函数，参数deviceId来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参数scanCode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hasScanCode()函数，参数deviceId来自
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hasLed()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LED设备）
，参数led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8

hasLed()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hasLed()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LED设备）
，参数led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hasLed()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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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setLedState()函数，参数deviceId来自
RawEvent.deviceId（LED设备）
，参数led有效，参数on为true。
符合性结果：对应LED亮。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19

setLedState()

测试方法：调用setLedState()函数，参数deviceId来自
RawEvent.deviceId（LED设备）
，参数led有效，参数on为false。
符合性结果：对应LED灭。
符合性要求3：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setLedState()函数，参数deviceId来自
RawEvent.deviceId（LED设备）
，参数led无效。
符合性结果：对应LED无变化。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VirtualKeyDefinition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有虚拟按键）。
符合性结果：输出参数
outVirtualKeys的Vector元素个数不为0、至少有1个虚拟按键描

20

getVirtualKeyDefinitions()

述的结构体元素。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VirtualKeyDefinitions()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符合性结果：输出参数
outVirtualKeys的Vector元素个数为0。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
getKeyCharacterMap()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遥控器）。

21

getKeyCharacterMap()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设备按键映射表智能指针非空。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getKeyCharacterMap()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来自RawEvent.deviceId（鼠标）。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设备按键映射表智能指针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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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22

vibrate()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vibr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可振动设备）
，参数duration有效。
符合性结果：设备振动duration时长。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23

cancelVibrate()

测 试 方 法 ： 调 用 vibrate() 函 数 ， 参 数 deviceId 来 自
RawEvent.deviceId （ 可 振 动 设 备 ）， 参 数 duration 有 效 。
duration时长到达前，调用cancelVibrate()函数。
符合性结果：设备提前停止振动。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setExcludedDevices()函数，参数devices

24

requestReopenDevices()

为 设 备 名 集 合 ， 接 着 调 用 requestReopenDevices() 、
getEvents()。
符合性结果：查看系统的/dev/input目录，参数devices对
应的各设备已经被关闭
符合性要求1：

25

前置条件：设备有前面板。

setFrontPanelString()

测试方法：调用setFrontPanelString()函数，参数有效。
符合性结果：前面板显示正确。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setKeyboardLayoutOverlay()函数，参数有
效。

26

setKeyboardLayoutOverlay()

符合性结果：设置成功，返回TRUE。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setKeyboardLayoutOverlay()函数，参数无
效。
符合性结果：设置失败，返回FALSE。
符合性要求1：

27

Wake()

前置条件：通过getEvents()可以获取到事件RawEvent。
测试方法：调用Wake()函数。
符合性结果：调用成功。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无。

28

hci_vpInstance_create()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Instance_create()函数，参数有效。
符合性结果：调用正常，返回非-1实例句柄。
符合性要求2：

467

GY/T 303.7—2018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前置条件：无。

hci_vpInstance_create()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Instance_create()函数，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调用失败，返回-1。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start()函数，参数有效。

29

hci_vpRecognize_start()

符合性结果：调用正常，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start()函数，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调用失败，返回非零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 stop()函数，参数有效。

30

hci_vpRecognize_stop()

符合性结果：调用正常，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 stop()函数，参数无效。
符合性结果：调用失败，返回非零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1：

31

hci_vpRecognize_cancel()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 stop()函数，参数有效。
符合性结果：调用正常。
符合性要求1：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 destroy()函数，参数
有效。

32

hci_vpRecognize_destroy()

符合性结果：调用正常，返回0。
符合性要求2：
前置条件：已创建语音引擎。
测试方法：调用hci_vpRecognize_destroy()函数，参数无
效。
符合性结果：调用失败，返回非零错误码。

D.8 多屏互动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1

startMultiScreenClient(const char*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clientName)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输入有效
参数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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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有效性如下：
clientName 客户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startMultiScreenClient(const char*
clientName)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设备与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域网。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MultiScreeClient ()方法，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调用 startMultiScreenClient()方法，成功启动
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2

stopMultiScreenClient()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未成功启动多屏互动组件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服务组件设备与服务端、客户端已连接至同一局

3

findSPs()

域网，服务组件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s()方法。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可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参数有效
性如下：
a)

spName 服务端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spVersion 服务端版本，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c)

spServiceInfo 服务端服务信息，大小为 1～20000

connect(const char* spName, const char*
spDeviceType, const char* spServiceInfo,
4

字符长度
d)

const char* spVersion, const char*
ipAddress, int port, const char* hostname)

spDeviceType 服务端设备类型，大小为 1～20000 字
符长度

e)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f)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g)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不能被发现。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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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const char* spName, const char*

符合性要求 3：

spDeviceType, const char* spServiceInfo,

前置条件：局域网服务端设备可被发现。

const char* spVersion, const char*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ipAddress, int port, const char* hostname)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启动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etCallBack()方法，输入有效参数设置远
程调用回调接口。参数有效性如下：

5

setCallBack(const

1、multiScreenCallback sp<IMultiScreenCallBack>的存在地

sp<IMultiScreenCallBack>&

址

multiScreenCallback)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启动客户端。
测试方法：调用 setCallBack()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a)

cmdid 请求信息的指令 id，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b)

atrribute 请求信息的指令名称，大小为 1～20000 字
符长度

c)
queryInfo(const char* ipAddress, int port,
6

const char* hostname, const char*

id,

params 请求信息的指令参数，大小为 1～20000 字符
长度

d)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const char* attribute, const char*

e)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param)

f)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queryInfo()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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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参
数有效性如下：
a)

cmd 按键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按键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c)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const char* hostname, const char*

e)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command, const char* params)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execCmd(const char* ipAddress, int port,
7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已通过
connect()建立连接。
测试方法：客户端调用 execCmd()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多屏互动客户端成功调用 execCmd()方法，服务
端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
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参数有效性如下：

inputKeyCode(const char* ipAddress, int
8

port, const char* hostname, const char*
action, const char* params)

a)

action 按键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按键指令附带参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c)

ipAddress 设备 ip 地址，大小为 32 位 ipv4 地址

d)

port 设备端口号，范围为 0～65535

e)

hostname 设备主机名，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服务端未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
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多屏互动客户端成功调用 execCmd()方法，服务
端成功进入指令接收状态。
测试方法：
客户端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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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已连接成功。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notifyAllTarget ()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参数有效性如下：
a)

cmd 广播指令，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度

b)

param 广播指令附带的参数，大小为 1～20000 字符长
度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 OK。
9

notifyAllTarget(const char* cmd, const
char* param)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notifyAllTarget ()
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局域网的客户端与服务端已连接成功。
测试方法：多屏互动组件服务端调用 notifyAllTarget ()
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返回非 OK 错误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可通过 findSPs()方法
发现，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方法。

10

onSpFound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pFounded()方法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无法发现多屏互动组件服务，服务启动并
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
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findSp()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pFounded()方法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connect()方法
连接，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
回调实例。

11

onConnected()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能被连接，服务启动
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
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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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当前为拒绝连接状态，
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12

onConnectRefus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Refus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能进行连接，当前处于
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ConnectRefus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能断开连接，当前处于
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13

onDisconnect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Disconnec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组件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
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Disconnect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能通过 connect()方法
连接，当前处于未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
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14

onServiceActiv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Activit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不能被连接，服务启动
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
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connec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Activited()未被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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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能被关闭，当前处于启动状
态；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15

onServiceDeactived()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Deactived()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当前处于未启动状态；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
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stopMultiScreenClien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ServiceDeactived()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与客户端已连接，服务
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Info()方法。

16

onQueryInfo()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Info()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组件服务与客户端未连接，服务
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Info()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Info()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能响应客户端数据请求，
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Result()方法。

17

onQueryResponse()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Response()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不能响应客户端数据请
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queryResult()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QueryRespons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对服务端发送指令执行

18

onExecute()

请求，当前处于连接状态，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
回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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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execCmd()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Execute()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2：

onExecute()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服务端
无法接收指令执行请求，
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execCmd()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Execut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对服务端发送按键注入
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InputKeyCode()被调用。

19

onInputKeyCod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与服务端未连接，服务端
无法接收按键注入执行请求，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
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
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inputkeyCode()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InputKeyCode()未被调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客户端能接收服务端发送的广播
通知，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notifyAllTarget ()方法。

20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Notify()被调用。

onNotify()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局域网多屏互动服务端与客户端未连接，客户端
无法接收广播，服务启动并创建 IMultiScreenCallBack 对象实
例，通过 setCallBack 方法注册该回调实例。
测试方法：调用 notifyAllTarget ()方法。
符合性结果：实例中 onNotify()未被调用。

D.9 广播信息服务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1

startServer()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startServer()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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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2

stopServer()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
测试方法： 调用 stopServer()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无。

setTunerIdToDth()

测试方法：调用 setTunerIdToDth()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 set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可收到服务端的消息。

4

setListener()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 setListener()函数，输入参数为空。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无法收到服务端的消
息。
符合性要求:

5

restoreFactorySettings()

前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restoreFactorySettings()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收到 DTH_EVENT_SERVICE_UPDATE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函数，

6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SaveNITServiceUpdateVersion ()函数，
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et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7

DCASM_sendDataToDTH()

测试方法：调用 DCASM_sendDataToDTH()函数，输入参数为
有效指纹类型。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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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H_EVENT_FINGERPRINT_TRIG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et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测试方法：调用 DCASM_sendDataToDTH()函数，输入参数为
有效 OSD 文本类型。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收到
DTH_EVENT_DCAS_OSD_TRIG 消息。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et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DCASM_sendDataToDTH()

测试方法：调用 DCASM_sendDataToDTH()函数，输入参数为
有效软件升级类型。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收到
DTH_EVENT_UPGRADE_TRIG 消息。
符合性要求 4:
前置条件：成功调用 setListener()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测试方法：调用 DCASM_sendDataToDTH()函数，输入参数为
有效业务群 ID 类型。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收到
DTH_EVENT_BOUQUET_ID_UPDATE 消息。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
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
函数，收到 DTH_EVENT_OSD_UPDATE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XmlFile()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下载的 osd 文
件。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

8

getOsdXmlFile()

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
函数，收到 DTH_EVENT_OSD_UPDATE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XmlFile()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1。
符合性要求 3:
前置条件：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
成 功 调 用 TVAL_tune() 函 数 ， 锁 频 成 功 ， 成 功 调 用
startServic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XmlFile()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未获取到 osd 文件。
符合性要求 1:

9

getOSDTAGLength()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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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 DTH_EVENT_OSD_UPDATE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TAGLength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码流中相应 tag

getOSDTAGLength()

长度。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TAGLength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默认 tag 长度。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收到 DTH_EVENT_OSD_UPDATE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TAGValu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0

getOSDTAGValu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码流中相应 tag
内容。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OSDTAGValu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取到默认 tag 内容。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11

getAdFinishStatus()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测试方法：循环调用 getAdFinishStatus()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值从 0 变为 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 getAdInfoCnt()，参数为相应广告位。

12

getAdInfoCnt()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码流中该广告位的广告数量。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AdInfoCnt()，参数为相应广告位。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的广告位图片数量为 0。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13

getAdInfo()

测试方法：调用 getAdInfo ()，参数为相应广告位。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码流中该广告位的广告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未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
测试方法：调用 getAdInfo ()，参数为相应广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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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AdInfo()

流程说明
符合性结果：获取到的广告位图片信息为空。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收到 DTH_EVENT_EMBD_TRIG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MBDAction()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同时不再上报

14

stopEMBDAction()

DTH_EVENT_EMBD_TRIG 消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收到 DTH_EVENT_EMBD_CANCE 消息。
测试方法：调用 stopEMBDAction()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同时不再上报
DTH_EVENT_EMBD_CANCE 消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15

startDataBD()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DataBD()函数，同时循环调用
getDataBDFinishPercent()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同时
getDataBDFinishPercent()返回值从 0 到 10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16

getDataBDFinishPercent()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成功调用 startDataBD()函数。
测试方法：循环调用 getDataBDFinishPercent()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返回值从 0 到 10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17

stopDataBD()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成功调用 startDataBD()函数。
测试方法：调用 stopDataBD()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18

deleteDataBDFiles()

成功调用 startDataBD()函数，调用函数
getDataBDFinishPercent()返回值从 0 到 100。
测试方法：调用 deleteDataBDFiles()函数。
符合性结果：信息服务目录下不再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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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测试码流携带广播信息服务业务，成功调用

19

TVAL_tune()函数，锁频成功，成功调用 startService()函数。

startAdPCT()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AdPCT ()函数, transport_stream_id
为当前节目所在的 tsId。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

D.10 ATV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 atv 通道，
并成功锁频。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Channel 函数，输入参数 atv 频道
号值有效。

1

hsTVsetChannel()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 atv 通道，
并成功锁频。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Channel 函数，输入参数 atv 频道
号的值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 atv 通道，
并切源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hsTVautoScan 函数，输入参数起始、结束
搜台频点均有效。

2

hsTVautoSca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 atv 通道，
并切源成功。
测试方法：调用 hsTVautoScan 函数，输入参数起始、结束
搜台频点均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 atv 通道，
并切源成功。

3

hsTVmanualScan()

测试方法：调用 hsTVmanualScan 函数，输入参数起始、结
束搜台频点均有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 atv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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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切源成功。

hsTVmanualScan()

测试方法：调用 hsTVmanualScan 函数，输入参数起始、结
束搜台频点均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manualScan 或者 hsTVautoScan 成功启
动一次搜台。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topScan 函数。

4

hsTVstopSca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topScan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切换到某个频道，并成功
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AudioSystem 函数，输入参数伴音
制式对应的编号有效。

5

hsTVsetAudioSyste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并
成功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AudioSystem 函数，输入参数伴音
制式对应的编号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并
成功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AudioSyste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输入参数保存

6

hsTVgetAudioSystem()

获取的伴音制式编号。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并
成功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AudioSystem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7

hsTVsetColorSystem()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切换到某个频道，并成功
起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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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ColorSyste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输入参数为视
频制式对应的编号。

hsTVsetColorSystem()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并
成功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ColorSystem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并
成功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ColorSystem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输入参数保存

8

hsTVgetColorSystem()

获取的视频制式编号。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并
成功起播。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ColorSystem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成
功锁频。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ProgramInfo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输入参数保

9

hsTVgetProgramInfo()

存当前频道对应的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Channel 接口切换到某个频道，成
功锁频。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ProgramInfo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InputSource()函数，输入有效参
数。

10

hsTVsetInputSourc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Source 对应
切换。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InputSourc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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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TVsetInputSourc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source 没有进
行切换。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CurInputSource ()函数，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获取当前

11

hsTVgetCurInputSource()

source。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CurInputSource 函数，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source 值无效。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CurInputSourceStatus ()函数，
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获取当前

12

hsTVgetCurInputSourceStatus()

source 是否有信号。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CurInputSourceStatus 函数，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状态值无效。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ctureMode 函数，输入参数
HS_MW_PICMODE_E 中定义的值均有效。

13

SetPictureMod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PictureMode 函数，输入参数
HS_MW_PICMODE_E 中定义的值均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14

GetPictureMode()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PictureMod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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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5、7。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GetPictureMode()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PictureMod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Brightness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5

SetBrightness()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Brightness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Brightness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16

GetBrightness()

0-10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Brightness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ntrast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7

SetContrast()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ntrast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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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ras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18

GetContrast()

010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ntrast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Saturatio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19

SetSaturation()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Saturation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Saturation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20

GetSaturation()

0-10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Saturation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21

SetSharpness()

测试方法：调用 SetSharpness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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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图像显示。

SetSharpness()

测试方法：调用 SetSharpness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arpness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22

GetSharpness()

0-2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Sharpness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Hu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23

SetHu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Hue 函数，输入参数为无效。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Hue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24

GetHue()

(-10)1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Hue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25

setColorTemp()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lorTemp 函数，输入参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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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_MW_COLORTEMP_E 定义的枚举值。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
符合性要求 2:

setColorTemp()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SetColorTemp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lorTemp 函数，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1,获取到的值为

26

getColorTemp()

HS_MW_COLORTEMP_E 定义的枚举值。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图像显示。
测试方法：调用 GetColorTemp 函数，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 0，获取不到正确
值。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BacklightCustom 函数，输入参数
为 030。

27

hsTVsetBacklightCustom()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setBacklightCustom 函数，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BacklightCustom 函数，输入有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获取到的值为

28

hsTVgetBacklightCustom()

030。
符合性要求 2:
预置条件：无。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BacklightCustom 函数，输入无效
参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获取不到正确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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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Mut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29

hsTVsetMut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Mut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Mut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0

hsTVgetMut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Mut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Volum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1

hsTVsetVolum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Volum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Volum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2

hsTVgetVolum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Volum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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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Balan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3

hsTVsetBalanc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Balanc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Balanc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4

hsTVgetBalanc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Balanc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SoundMod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5

hsTVsetSoundMod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SoundMod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SoundMod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6

hsTVgetSoundMod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SoundMod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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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有声音输出，并设置同轴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SpdifMod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37

hsTVsetSpdifMode()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有声音输出，并设置同轴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SpdifMode()方法，输入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有声音输出，并设置同轴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SpdifMode()方法，输入有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38

hsTVgetSpdifMode()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有声音输出，并设置同轴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SpdifMode ()方法，输入无效参
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AudioEQGainData()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39

hsTVsetAudioEQGainData()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AudioEQGainData()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hsTVgetAudioEQGainData()
40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AudioEQGainData()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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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有声音输出。

hsTVgetAudioEQGainData()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AudioEQGainData()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AudioSyncDelay()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41

hsTVsetAudioSyncDelay()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AudioSyncDelay()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AudioSyncDelay()方法，输入有
效参数。

42

hsTVgetAudioSyncDelay()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getAudioSyncDelay()方法，输入无
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AutoVolumeControl()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

43

hsTVsetAutoVolumeControl()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 调用 hsTVsetAutoVolumeControl()方法，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 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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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AutoVolumeControl()方法，输入
有效参数。

44

hsTVgetAutoVolumeControl()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成功，返回成功码 0。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通过 hsTVsetInputSource 接口切换到某个通道，
并有声音输出。
测试方法：调用 hsTVgetAutoVolumeControl()方法，输入
无效参数。
符合性结果：方法调用失败，返回错误码-1。

D.11 应用管理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应用管理器 fork 生成应用 pid。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App()。
符合性结果： 应用 pid 在应用管理服务中登记，进入状态

1

registerApp()

机。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通过应用管理器 fork 生成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App()。
符合性结果：在应用管理器服务中没有登记，不能进入状态
机。
符合性要求:

2

requestApp()

前置条件： 应用已经注册。
测试方法： 回调 requestApp ()。
符合性结果： 应用管理服务通知应用状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指明应用安装包位置。
测试方法： 调用 install ()。

3

install()

符合性结果：在存储位置/data/apps/中安装了应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指明应用安装包位置有错。
测试方法：调用 install ()。
符合性结果：在存储中没有安装应用。
符合性要求 1:

4

uninstall()

前置条件： 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 调用 uninstall ()。
符合性结果：在存储/data/apps/中卸载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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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2:

uninstall()

前置条件：应用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uninstall ()。
符合性结果：卸载应用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已经安装应用。
测试方法： 调用 removeUserData ()。

5

removeUserData()

符合性结果：在存储中删除应用的用户数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不存在。
测试方法：调用 removeUserData ()。
符合性结果：删除应用用户数据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 调用 start ()。

6

start()

符合性结果：应用启动运行。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start ()。
符合性结果：应用不能启动运行。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应用已经启动。
测试方法： 调用 stop ()。

7

stop()

符合性结果：应用停止运行，进程被 kill。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没有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stop ()
符合性结果：应用不能停止。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应用管理器已启动 launcher。
测试方法： 调用 showHome ()。

8

showHome()

符合性结果： 切回到 launcher 系统应用。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应用管理器没有启动 launcher。
测试方法：调用 showHome ()。
符合性结果：没有切回到launcher系统应用。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应用管理器 fork 生成服务。

9

registerService()

测试方法： 调用 registerService ()。
符合性结果： 服务在应用管理中登记，启动服务。
符合性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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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条件：应用管理器没有 fork 生成服务。

registerService()

测试方法：调用 registerService ()。
符合性结果：在应用管理器中没有登记。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已经安装。
测试方法： 调用 setInstallBwList ()。

10

setInstallBwList()

符合性结果：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的设置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指定应用没有在应用管理器中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setInstallBwList ()。
符合性结果：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的设置失败。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已经设置白黑名单。
测试方法： 调用 delInstallBwList ()。

11

delInstallBwList()

符合性结果：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的白黑名单删除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没有设置白黑名单。
测试方法：调用 delInstallBwList ()。
符合性结果：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不能删除白黑名单。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已经设置白黑名单。
测试方法： 调用 getInstallBwList ()。

12

getInstallBwList()

符合性结果：获取指定应用是否白黑名单。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没有设置白黑名单。
测试方法：调用 getInstallBwList ()。
符合性结果：不能获取指定应用是否白黑名单。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已经安装或启动。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ackageInfo ()。

13

getPackageInfo()

符合性结果：获取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的包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指定应用没有在应用管理器中启动或安装。
测试方法：调用 getPackageInfo ()。
符合性结果：不能获取指定应用包信息。
符合性要求:

14

getPackages()

前置条件： 应用管理器已经启动。
测试方法： 调用 getPackages ()。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管理器中所有安装应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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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5

前置条件： 应用管理器已经启动。

getStatus()

测试方法： 调用 getStatus ()。
符合性结果：获取应用管理器中所有应用的运行状态。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 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中已经启动。
测试方法： 调用 getAppStatus ()。

16

符合性结果：获取指定应用在应用管理器的运行状态。

getAppStatus()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指定应用没有在应用管理器中已经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getAppStatus ()。
符合性结果：不能获取指定应用状态。

D.12 消息管理组件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系统中服务进程 EventManagerServer 正常运行。
实现 EMAL_ComponentNotify 回调函数 f1
测试方法：
a)

调用 EMAL_AddListener，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将 f1 作为第二参数传入。

b)

调用 EMAL_Notify 函数，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

注意：EMAL_AddListener 和 EMAL_Notify 传入的 eventId
值相同。
1

EMAL_AddListener()

符合性结果：回调函数 f1 会被成功调用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系统中服务进程 EventManagerServer 正常运行。
实现 EMAL_ComponentNotify 回调函数 f2
测试方法：
a)

调用 EMAL_AddListener，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将 f2 作为第二参数传入。

b)

调用 EMAL_Notify 函数，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

注意：EMAL_AddListener 和 EMAL_Notify 传入的 eventId
值不同。
符合性结果：回调函数f2不会被调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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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系统中服务进程 EventManagerServer 正常运行。
实现 EMAL_ComponentNotify 回调函数 f1
测试方法：
a)

调用 EMAL_AddListener，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将 f1 作为第二参数传入。

b)

调用 EMAL_Notify 函数，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

注意：EMAL_AddListener 和 EMAL_Notify 传入的 eventId
值相同。
2

EMAL_Notify()

符合性结果：回调函数 f1 会被成功调用到。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系统中服务进程 EventManagerServer 正常运行。
实现 EMAL_ComponentNotify 回调函数 f2
测试方法：
a)

调用 EMAL_AddListener，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将 f2 作为第二参数传入。

b)

调用 EMAL_Notify 函数，eventId 取值符合
EventManagerEventId 定义。

注意：EMAL_AddListener 和 EMAL_Notify 传入的 eventId
值不同。
符合性结果：回调函数 f2 不会被调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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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符合性测试
E.1 可信执行环境接口符合性测试
序号

模块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TEE_KLAD_Init()

1

测试方法：调用 TEE_KLAD_Ini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KLAD
模块的初始化。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TEE_KLAD_DeInit()

2

测试方法：调用 TEE_KLAD_DeIni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KLAD
模块的去初始化。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TEE_KLAD_GetChipId ()

3

测试方法：调用 TEE_KLAD_GetChipId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
返回芯片 ID。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KLAD 模块
4

测试方法：调用
TEE_KLAD_GetResponseToChallenge()

TEE_KLAD_GetResponseToChalleng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基于输入
的随机值描述及密钥描述，完成 key 的属性设置，输
出参数返回 nonce 响应。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5

TEE_KLAD_SetDescrambler()

测试方法：调用 TEE_KLAD_SetDescrambler 函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基于解
扰器关联的标识完成解扰器的奇偶密钥的设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6

TEE_KLAD_STATUS
TEE_KLAD_StopDescrambler()

测试方法：调用 TEE_KLAD_StopDescrambler 函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停止解扰
器。

497

GY/T 303.7—2018
序号

模块

API 接口

流程说明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7

TEE_HSM_GetSoftwareVersion()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SoftwareVersion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的版本号。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TEE_HSM_GetHsmGeneralInfo

8

()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HsmGeneralInfo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的基本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9

TEE_HSM_GetHsmDiagnosticInfo()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HsmDiagnosticInfo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诊断信息。
符合性要求:

10

HSM 模块

HSM_Result
TEE_HSM_GetHsmCapabilities
()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HsmCapabilities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的容量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11

HSM_Result
TEE_HSM_GetHsmLastTimeStamp()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HsmLastTimeStamp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的时间戳。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HsmActivationInfo 函数，输入正确的

HSM_Result
12

TEE_HSM_GetHsmActivationInfo()

CA 厂商标识。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的激活信息。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tHsmActivationInfo 函数，输入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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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_HSM_GetHsmActivationInfo()

流程说明
CA 厂商标识。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非 0。获得 HSM
的激活信息失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13

TEE_HSM_GenerateActivationRequest()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GenerateActivationReques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HSM
激活请求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TEE_HSM_SetMessage()

14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SetMessag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HSM
的激活消息设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TEE_HSM_OpenSac()

15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OpenSac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打开 HSM
安全认证通道。
符合性要求:

HSM 模块
16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TEE_HSM_Read()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Read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从 HSM 读
取到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17

HSM_Result TEE_HSM_Write()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Writ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写入数据
到 HSM。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18

HSM_Result
TEE_HSM_ReadPositionParameters()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ReadPositionParameters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从 HSM 读
取到位置信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19

HSM_Result
TEE_HSM_ReadPublicSecureStorage()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ReadPublicSecureStorag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从 HSM 公
共区域读取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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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20

TEE_HSM_WritePublicSecureStorage()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WritePublicSecureStorag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向 HSM 公
共区域写入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21

TEE_HSM_ChangeCwEncryptionScheme()
HSM 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ChangeCwEncryptionSchem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设置 HSM
中 CW 重加密算法。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TEE_HSM_GenerateCW()

22

测试方法：构造正确数据，调用
TEE_HSM_GenerateCW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HSM 生成
CW。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HSM 硬件模块就绪。

HSM_Result TEE_HSM_CloseSac()

23

测试方法：调用 TEE_HSM_CloseSac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关闭与 HSM
间的安全认证通道。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构造正确数据，调用 TEE_SM2_Verify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签名验证

TEE_Result TEE_SM2_Verify()

24

成功。
符合性要求 2:

加解密验签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模块

测试方法：构造错误数据，调用 TEE_SM2_Verify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非 0。签名验
证失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25

TEE_Result TEE_Perform_SM3()

测试方法：调用 TEE_Perform_SM3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散列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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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TEE_Result TEE_SM2_Encrypt()

26

测试方法：调用 TEE_SM2_Encryp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SM2
加密后的数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TEE_Result TEE_Perform_CRC()

27

测试方法：调用 TEE_Perform_CRC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CRC
校验值。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28

加解密验签

TEE_Result TEE_SM4_Encrypt ()

测试方法：调用 TEE_SM4_Encrypt 函数。

模块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 SM4
加密后的数据。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构造正确数据，调用
TEE_SM4_Decryp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获得解密
TEE_Result TEE_SM4_Decrypt ()

29

后的输出结果。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构造错误密钥，调用
TEE_SM4_Decryp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非 0。解密失
败。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int32_t TEE_CIPHER_Init()

30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Ini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cipher
硬件初始化。
符合性要求:

DRM 模块
31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int32_t TEE_CIPHER_DeInit()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DeIni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完成 cipher
硬件初始化。
符合性要求:

32

int32_t TEE_CIPHER_CreateHandle()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CreateHandle 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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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32_t TEE_CIPHER_CreateHandle()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返回解密
句柄。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DestroyHandle 函

int32_t TEE_CIPHER_DestroyHandle()

33

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销毁解密
句柄。调用 TEE_CIPHER_Decrypt 接口，函数返回错
误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int32_t HI_TEE_CIPHER_ConfigHandle()

34

测试方法：调用 HI_TEE_CIPHER_ConfigHandle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 cipher
属性。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int32_t TEE_CIPHER_ConfigHandleEx()

35
DRM 模块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ConfigHandleEx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配置 cipher
属性。
符合性要求 1: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Decrypt 函数。数
据采用 AES128 加密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对输入的

36

int32_t TEE_CIPHER_Decrypt()

数据进行解密，解密正确。
符合性要求 2: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Decrypt 函数。数
据采用 SM4 加密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对输入的
数据进行解密，解密正确。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37

int32_t TEE_CIPHER_GetHandleConfig()

测试方法：调用 TEE_CIPHER_GetHandleConfig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
返回 cipher 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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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

bool TEE_DSD_SCReset()

38

测试方法：调用 TEE_DSD_SCReset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true。智能
卡复位成功，获得智能卡的 ATR。

融合 CA 模块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智能卡复位成功。
bool TEE_DSD_SCPBRun()

39

测试方法：调用 TEE_DSD_SCPBRun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true。根据
不同 APDU 的 command，可以获得跟智能卡的预期
reply。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北斗硬件模块就绪。

TEE_Beidou_GetSoftwareVersion()

40

测试方法：调用
TEE_Beidou_GetSoftwareVersion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
返回北斗模块的软件版本号。

北斗模块

符合性要求:
前置条件：安全 OS 已启动，北斗硬件模块就绪。

41

TEE_Beidou_GetPositionParameters()

测试方法：调用
TEE_Beidou_GetPositionParameters 函数。
符合性结果：函数调用成功，返回 0。输出参数
返回经纬度信息以及当前的时间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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