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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 A1200 手机短信功能测试 

一、背景说明：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即短消息服务。SMS主要发送的内容是文本格式。 
EMS：Enhanced Message Service，即增强型短消息，可以发送图片、铃声、动画等。 
Motorola A1200参数： 
本手机短消息中心号码的设置为 13800100500； 发送或接受信息前必须设置信息收件地址，本机默认为

“收件箱” ，    本机设计内存为 6M多，为信息和名片夹及系统运行共享 
 

二、短信功能测试项  
1.短消息的基本功能：编辑、保存、发送、回复、转发；查看、浏览，此外还有系统对 EMS 的支持，

例如：能否正常显示和播放图片、铃声、动画等；  
 
 
 
 
 
 
 
 
 
 
 
 
 
 
 
 

2.一些特殊功能，如编辑签名和建立加密文件夹、及信息之间的移动文件夹、回复保留原文等 
     编辑好的签名可以任意加入到一条没有发送出去的信息尾部， 

3.  单元长度的短消息测试；  
注意：在 GSM协议里规定(具体描述见 GSM 03.40)：一个 7bit编码方式的短消息单元长度为 160字符。

因为有的字体是采用 7bit编码方式，有的字体采用 8bit编码方式，因此，在测试的时候，请先搞清楚具体的
编码方式。 

  7bit编码：一个单元的短消息可以输入 160个英文字符；本手机采用的为 7bit编码  
  8bit编码：一个单元的短消息可以输入 140个英文字符；  
  汉字：如果是按照 Unicode编码的汉字，每个汉字占 16bit，所以一个单元只能输入 70个汉字； 如果

在一条短消息中包含汉字和英文字符，则一个单元短消息的长度只能按照汉字短消息的长度来计算；  
4. 超长短消息测试：超长短消息会在手机端分解为多条短消息，测试-----发送、接收、短消息合并；  

注意：因为在分解的短消息中加入了“短消息分解说明”，所以，此时的单条短消息长度要比一个单元长

度短消息包含的内容少。具体情况鉴于各个平台定义的不一致，在测试前，先咨询平台供应商或软件开发人

员。  
5. 短消息的删除（单条删除、全部删除）；  
6. 短消息的设置（有效时间、回复路径、回复报告、容量查询、存放位置等）；  

测试标识： ID#1.1 
测试说明： 短信基本功能 
假设条件： 网络供应商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上，网络信号强（满格），

短信息中心及存储路径设置正确 
前置条件： 打开发送短信界面 
后置条件： 选择“退出”或关闭手机盖 
测试步骤： 1：用输入笔或模拟键盘输入，点击 0~9 数字键输入接

受短信方的电话号码或直接从通讯录中调取对方电话

号码，如输入错误可用“←”键消除错误数字，或删除

调出通讯录中的电话号码 
2：编辑短信 
3：点击“发送” 

测试用例： ID#1.1， ID#1.2， ID#1.3， … 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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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时间：即如果接收方未开机或处于无信号状态下，短消息中心会自动保存该短消息一段时间。
但目前有效时间的长短是由运营商确定的，与设置有效时间的长短无关。（目前联通的有效时间是 24 小时，
移动的有效时间是 48 小时。注意：此时间今后可能会变化，测试的时候请先咨询当地运营商。）因为此操作
与运营商的网络设置有关，测试的时候，只测试基本操作即可。  

（2）回复报告：是由短消息中心发回的，与接收方的手机无关。当启用此功能后，短消息中心会在接收
方是否接收成功的信息发回给发送方。  

（3）容量查询：查询 SIM卡和本机分别能够存储了多少条短消息，已经使用了多少，剩余空间是多少。  
（4）存放位置：即将短消息保存到 SIM卡还是保存在本机。  

7.  提取号码：保存、拨号；  
8.  消息体内号码的提取：即可以将短消息内容中的号码提取出来，此时用户可以保存、拨号等操作；  
9.  常用短语添加、修改、删除；  
10.  短消息数量达到极限值：增加、编辑、修改、删除等操作；  
11复合测试项  
（1）.  短消息发送过程中，出现干扰活动；  
（2）.  短消息删除过程中，出现干扰活动； 
（3）.  在普通手机上接收 EMS，查看系统能够正确进行处理和显示； 
（4）.  EMS在各个运营商之间的编码不一致，所以在测试的时候需要注意如下情况： 

l  在同一个运营商的网络中发送 EMS，不应该出现乱码； 
l  在不同运营商的网络中发送 EMS，可能会出现乱码；  

（5）.  其他语言模式下，菜单名称、提示信息拼写是否正确且符合用户操作习惯；  
（6） .   不同手机厂家之间对不同类型短消息的兼容性；   
12压力测试  
（1）.  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的短消息，同时并接收大量的短消息。发送和接收的数量都在 50条以上。（注
意：采用不同形式的短消息进行发送、接收）；  
（2）.   短消息的群发（包括超长短消息），查看接收和发送的成功率；  
（3）.   在发送短消息期间，频繁进行翻合盖操作；  
（4）.  收件箱容量达到极限后，仍然发送和接收新短消息；  
（5）.  短消息容量满的情况下，进行全部删除操作，并在删除过程中，进行干扰活动； 
三、短信功能测试用例设计 
 
 

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 短信息基本功能编

辑、发送 
   

ID#1. 直接收/发送信息    
ID#1.1 收/发给移动用户 发给 13901234567 接收到信息 有效等价类 
ID#1.2 收/发给非移动用户 发给 13301234567 

或小灵通 10601012345678 
接收到信息 有效等价类 

ID#1.3 收/发送汉字及符号 输入汉字内容的信息 接收到信息无乱码显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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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 
ID#1.4 发送英文及符号信

息 
输入英文内容的信息 接收到信息无乱码显

示 
有效等价类 

ID#1.5 
  

混合信息内容测试 输入汉字加英文及符号及直

接从“常用范本”和“常用

短语”中调用的信息 

接收到信息无乱码显

示 
有效等价类 

ID#1.6 漫游地区收发信息  给外地的手机号码 
本机漫游到外地测试（未实

际测试） 

收发正常 有效等价类 

ID#1.7 合上盖子时候接收

信息阅读及快速回

复 

收到信息不打开盖子 
直接简单回复信息 

接收信息时候有“阅

读”和“取消”2 个选
项可以操作，点击“阅

读”后可以快速回复或

结束及删除，快速回复

键默认调用设置的快

速回复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1.8 接收方号码错误信

息格式 
1390*123456 
67393741 
139011234 

提示：发送失败  重
发？ 

无效等价类 

ID#1.9 通过电话簿发送信

息 
在电话薄状态下直接点击右

侧的“信息”图标编辑内容 
到短信发送界面，收件

人默认点击前的联系

人 

有效等价类 

ID#1.10 通过通话记录发送

信息 
在通话记录中，点击“选项”

—>“发送短信息”或“发送
彩信” 

到短信发送界面，收件

人默认为该通话记录

的联系人 

有效等价类 

ID#1.11 
 

转发 收到信息后“选项”—“转
发”，后选择收件人 

转发的内容与原格式

无错误，且能添加签名

等操作 

有效等价类 

ID#1.12 短消息编辑选择箱 短消息的编辑选项进入短消

息编辑界面，点击内容部分，

出现虚拟的输入框，默认为

手写识别输入，可以分别选

择“英文”、“数字”、“拼音”、

“注音”等其他选项 
 

每个选择项分别对应

所说明任务，且互斥，

只能选择其中一项作

为输入 

有效等价类 

ID#1.13 手写识别输入 在手写输入框内用手写笔或

是手指在输入框内手写输入 
识别出对应的一定的

字体，并给出类似的选

择 

有效等价类 

ID#1.14 全屏手写输入 在超出手写识别框的全屏进

行输入 
只能识别出包含在输

入识别框内的信息 
有效等价类 

ID#1.15 英文输入 模拟全英文键盘进行输入 输入对应的全英文键

盘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1.16 数字输入 模拟数字输入框进行输入 数字对话框可以在收

件人箱或是在信息内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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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里都可以进行输入 
ID#1.17 拼音输入 由汉语拼音进行输入汉字 按提示给出智能拼音

选择，并且不能选择后

面进行的错误的字母

选项，且给出同音的汉

字备选框 

有效等价类 

ID#1.18 输入错误拼音 输入没有的拼音进行识别 无法输入 有效等价类 
ID#1.19 短消息接收    
ID#1.20 查看 进入短消息收件箱，上下选

择需要查看的短信 
查看每条消息时候显

示该消息的发送人号

码及大概日期及信息

的第一行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1.21 浏览 点击短信息进行详细浏览 显示发件人和发送内

容及详细的发送时间 
有效等价类 

ID#1.22     
ID#1.23 对 EMS彩信的支持 编辑彩信息发送，从“多媒

体”工具栏中加入图片、视

频、铃声、文字、动画等，

也可以直接点击相机功能从

摄像头获得图像加入，也可

以添加附件：联系人、任务、

安排等 
接收中国移动的手机报

（彩信） 

接收方或自己收到彩

信息图片正常显示，音

乐能播放，文字无乱码

及排版错误 

有效等价类 

ID#2 其他特殊功能测试    
ID#2.1 建立新的文件夹 

 
在短信菜单里新建文件夹 可以选择建立新的文

件夹重命名或是启用

加密锁操作都行，默认

密码为 1234，建立文件
夹后信息储存位置可

以直接选择在新建的

文件夹内 

有效等价类 

ID#2.2 编辑签名 “选项”—“编辑签名” 可以在编写信息时候

自动追加上自己设置

的签名 

有效等价类 

ID#2.3 信息之间的移动 在读取信息状态下，“选项”

—“移至文件夹”在弹出的
选项中任意选择需要移动到

的文件夹 

该信息移动到选择的

文件夹内 
有效等价类 

ID#2.4 回复保留原文 在读取到信息时候，点击选

项-回复保留原文 
发给对方的信息内容

中保留对方刚发送的

原文 

有效等价类 

ID#3 单元长度的测试 发送一个字符或一个汉字 对方接收及显示正常  
ID#3.1 收/发送空信息 编辑或接收空信息  发送提示：发送成功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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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空信息 
ID#4 发送及接收超长的

文字信息 
输入超过 70个汉字或 160个
纯英文字母（或英文符号）

或 70个英汉混合的内容 

发送成功！ 对方接收
视手机情况可能拆分

为 2条及以上短信息 
接收的信息合并到1个
信息内 

 

ID#5 短消息的删除    
ID#5.1 单条删除 在查看该信息时候点击选项

---删除操作 
该删除的信息保存在

废件箱 
有效等价类 

ID#5.2 全部删除 在短消息收件箱内点击删

除，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

“全部”或是逐条的选择性

删除 

该删除的全部信息保

存在废件箱 
有效等价类 

ID#5.3 废件箱删除 在废件箱内点击“全部删除” 彻底清除已经删除的
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6  短消息的设置    
ID#6.1 有效期限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服务设置”—“短信息”  
有限期限下拉菜单选择 

如果接收方未开机或

处于无信号状态下，短

消息中心会自动保存

该短消息一段时间 

有效等价类 

ID#6.2 容量查询 在主菜单选项用“内存状态” 因为该手机为名片夹
和短信及系统运行公

用内存，所以只能看一

共剩余多少内存 

有效等价类 

ID#6.3 存放位置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存储设备位置”设置短信

息和彩信息的存储位置 

在下拉菜单中分别有

“收件箱”、“SIM卡”
或是如果自己曾建立

了文件夹后显示文件

夹的名称，下拉菜单中

的选项是互斥的，不能

同时选择但是彩信息

只能保存在“收件箱” 

有效等价类 

ID#6.4 短信中心号码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服务设置”—“短信息”
---“短信中心号码”设置短
信息中心号码 

一般为移动运营上预

设 的 ， 本 机 为 ：

13800100500 

有效等价类 

ID#6.5 是否用 GPRS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服务设置”—“短信息”
---“是否用 GPRS”设置 

选择信息是否通过

GPRS发送 
有效等价类 

ID#7     提取号码    
ID#7.1 保存 在读取信息时候，左键“选

项”—>“保存地址” 
“保存地址”到“添加

新联系人”或是“已有

联系人” 

有效等价类 

ID#7.2 拨号 在读取短信息时候，左键“选 直接拨打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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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回复电话 
ID#8 短消息体内号码的

操作与提取 
   

ID#8.1 提取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

号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

摸屏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
弹出的菜单中选复制 

在任意文本输入框中

右键粘贴，即可以显示

先前提取的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8.2 保存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

号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

摸屏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
弹出的菜单中选“保存” 

“保存”号码到“添加

新联系人”或是“已有

联系人” 

有效等价类 

ID#8.3 拨号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

号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

摸屏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
弹出的菜单中选“拨号” 

直接拨打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9 常用短语操作    
ID#9.1 添加 在发送信息选项中编辑好待

添加的范本，然后选择“选

项”----“保存到”----“常用
范本”， 

也可以直接把草稿箱中的草

稿左键保存到常用范本 

保存到常用范本，可以

通过短信息直接添加

常用范本 

有效等价类 

ID#9.2 修改 “选项”—“编辑常用范本”，
点中需要编辑的范本进行编

辑，编辑后点击保存 

替换原来范本的位置，

可以通过短信息直接

添加修改后的范本 

有效等价类 

ID#9.3 删除 “选项”—“编辑常用范本”，
点中需要删除的范本，左键

选项“删除”即可 

删除后的范本无法再

显示及调用，该位置后

面的序号前移一位 

有效等价类 

ID#10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

制 
   

ID#10.1 增加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时候进

行接收信息 
提示“存储已满” 有效等价类 

ID#10.2 编辑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时候进

行发送信息的编辑 
可以正常编信息，但是

发送或保存时候，提示

“存储已满”（短小文

字可以强制存储上） 

有效等价类 

ID#10.3 修改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更改

存储位置的文件夹 
更改存储位置的文件

夹后视新存储位置的

内存大小而显示可以

再保存信息的数量 

有效等价类 

ID#10.4 删除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时，删

除该存储位置的部分或是全

部信息 

提示“存储已满”的信

息消失，并可以正常接

收信息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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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1 复合型测试    
ID#11.1 发送干扰 发送信息时候翻合手机盖子 发送无影响，开启盖

子后正常进行发送

或是已经发送完毕 

有效等价类 

ID#11.2 删除时干扰 删除信息时候翻合手机盖子 删除无影响，开启盖

子后正常进行删除

或是已经删除完毕 

有效等价类 

ID#11.3 其他语言模式 把手机语言调到其他语言（英
语）模式下 

菜单名称，提示信息

拼写正确且符合用

户操作习惯，注意在

英文模式下，信息编

辑选项默认为英文 

有效等价类 

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2 压力测试    
ID#12.1 发送接收大量

短信 
发送大量信息的同时接收信

息 
发送正常，接收正

常，在发送的时候按

名片夹先后顺序发

送，按接收放发送时

间接收，可以同时交

叉进行，且成功率为

100% 

有效等价类 

ID#12.2 短信息群发 发送一条超长的短信息进行

短消息的群发功能 
每一条短信都发送

正常， 
有效等价类 

ID#12.3 发送时候进行

频繁的翻合盖

子操作 

发送时候进行频繁的翻合盖

子操作 
发送正常 有效等价类 

ID#12.4 收件箱容量达

到极限后仍发

收件箱容量达到极限后仍发

送接收信息 
无法接收信息并提

示“系统内存已满，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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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话功能的测试 

测试用例设计 

电话号码的拨打可以直接拨号，也可以从名片夹拨号，或是从短信息提取号码拨号，直接回复拨短信

息发送者的号码，可以在通讯记录中拨号，可以回拨号码等 
 
 
 
 
 
 
 
 
 
 
 
 
 

送接收信息 请删除部分内容” 
ID#12.5 全满时删除操

作并干扰 
短消息容量满的情况下，进行

全部删除操作，并在删除过程

中，进行干扰活动； 

正常删除 有效等价类 

测试标识： ID#1.13 
测试说明： 直接拨号打电话 
假设条件： 网络供应商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上，网络信号强（满格） 
前置条件： 打开数字键盘（拨号盘） 
后置条件： 选择“结束”或关闭手机盖，退出拨号盘。 
测试步骤： Step1：用输入笔，点击 0~9数字键输入电话号码，如输

入错误可用“←”键消除错误数字； 
Step2：点击“呼叫” 

测试用例： ID#13.1，  

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3 打电话    
ID#13.1 直接拨号打电

话 
   

ID#13.1.1 拨通座机 67393741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2 拨通国内外地

座机 
021-12345678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3 拨通手机 13901234567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4 拨通国际座机 001-760-1234567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5 拨通国际手机 001-12345678910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6 不正确拨号 6739*691 提示：重拨 无效等价类 
ID#13.1.7 不正确拨号 1 提示：网络错误 无效等价类 

http://dkqz.com


BJUT软件测试与质量管理课程报告                By：David     @沉思小屋 http://dkqz.com          10

ID#13.1.11 在短信息内提

取号码进行拨

号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号

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摸屏

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弹出的
菜单中选“拨号” 

接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12 快捷键拨号 在预先设置快捷键（1~9）拨号
的情况下，长按设置的快捷键

进行快速拨号 

接通预置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1.13 通过短信息拨

号 
在查看对方短信息时候直接按

拨号键进行拨号 
接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14 SIM 卡位置拨

号 
在 SIM卡内存有电话号码的前
提下（一般不超过 150个），输
入 1~150 间任意一个数字后紧
跟一个#号进行调用 SIM 卡名

片拨号 

拨通该 SIM位置的名
片电话 

有效等价类 

连续拨号提示：USSD
正忙 

ID#13.1.8 不正确拨号 111111111111111111 提示：您好，您所拨打

的号码是空号 
无效等价类 

ID#13.1.9 通过电话簿拨

号 
调用电话薄，选择通讯录中的名

字进行呼叫 
拨通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1.10 通过通话记录

拨号 
点击通话记录或是直接按拨号键

进入通话记录，选择先前进行的

通话或是未接来电、以接来电进

行通话 

拨通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2 接听电话    
ID#13.2.1 接听电话 对方打入电话进行翻盖接听

（需提前设置）或是按接听键接听 
接通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2.2 忽略通话或正忙 对方打入电话点击“正忙”或

是按忽略拒绝接听 
点击“正忙”时候给对

方返回忙音，点击“忽

略”即拒绝接听 

有效等价类 

ID#13.2.3 结束通话 按结束键或是关闭手机盖子 结束通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4 保持通话 在通话过程中点击“保持”保存通

话内容 
在通话过程中点击“保

存”保存通话内容，再

次点击“保持”恢复通

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5 通话中拨打其他

号码 
在进行通话时候，点击“保持”，

调出拨号菜单，拨需要加入电话会

议的号码 

保持当前通话拨打新的

通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6 免提 进行通话时候在拨号虚拟键盘中 以免提方式接听或拨打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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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otorola A1200手机短信功能说明书（因官方说明书为受保护版本的 PDF格式，无法复制特附上屏幕截图及
全部说明书的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http://www.motorola.com.cn/pcs/service/manuals/download.asp?id=154   
                       Bjut  dong  @ http://dkqz.com/blog   

点击“免提” 电话 
ID#13.2.7 通话录音 在通话中点击右侧“录音/声控命

令”键开始录音 
或是在菜单中点击“选项”—“录
音”进行录音 

对本次通话进行录音，

为防止隐私录音中有提

示音 

有效等价类 

ID#13.3 特殊功能    
ID#13.3.1 电话会议 在进行通话时候，点击“保持”，

调出拨号菜单，拨需要加入电话会

议的号码，接通后点击“连接”开

始电话会议，重复步骤可以加入更

多大热号码进入电话会议 

 
进行多方通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2 通话计费 打开通话设置—“通话计费”---“通
话费用设置”输入 PIN2码后进行
设置，具体信息咨询移动运营商 

根据所设置通话计费计

算出通话费用及通话上

限等 

有效等价类 

ID#13.2.3 呼叫转接 “选项”—“设置”—“呼入转移”
设置需要转移的语音、传真或是数

据呼叫 

根据对应设置的呼叫转

移到设置的号码上 
有效等价类 

ID#13.2.4 禁止呼叫 “设置”----“安全保密”----“禁
止呼叫”再按“呼出号码”或“呼

入号码”输入禁止呼叫密码后点击

确认 

手机可以禁止呼叫设置

的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2.5 转接话音 在通话过程中，点击“菜单”---“转
接” 

可以把通话转接到蓝牙

设备上 
有效等价类 

ID#13.2 自动应答 将手机设置来电几秒后自动应答 当手机接通耳机、蓝牙

或是外接设备，来电几

秒后自动应答 

有效等价类 

http://dkq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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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 A1200 手机短信功能测试 

一、背景说明：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即短消息服务。SMS主要发送的内容是文本格式。 
EMS：Enhanced Message Service，即增强型短消息，可以发送图片、铃声、动画等。 
Motorola A1200参数： 
本手机短消息中心号码的设置为 13800100500； 发送或接受信息前必须设置信息收件地址，本机默认为

“收件箱” ，    本机设计内存为 6M多，为信息和名片夹及系统运行共享 
 

二、短信功能测试项  
1.短消息的基本功能：编辑、保存、发送、回复、转发；查看、浏览，此外还有系统对 EMS 的支持，

例如：能否正常显示和播放图片、铃声、动画等；  
 
 
 
 
 
 
 
 
 
 
 
 
 
 
 
 

2.一些特殊功能，如编辑签名和建立加密文件夹、及信息之间的移动文件夹、回复保留原文等 
     编辑好的签名可以任意加入到一条没有发送出去的信息尾部， 

3.  单元长度的短消息测试；  
注意：在 GSM协议里规定(具体描述见 GSM 03.40)：一个 7bit编码方式的短消息单元长度为 160字符。

因为有的字体是采用 7bit编码方式，有的字体采用 8bit编码方式，因此，在测试的时候，请先搞清楚具体的
编码方式。 

  7bit编码：一个单元的短消息可以输入 160个英文字符；本手机采用的为 7bit编码  
  8bit编码：一个单元的短消息可以输入 140个英文字符；  
  汉字：如果是按照 Unicode编码的汉字，每个汉字占 16bit，所以一个单元只能输入 70个汉字； 如果

在一条短消息中包含汉字和英文字符，则一个单元短消息的长度只能按照汉字短消息的长度来计算；  
4. 超长短消息测试：超长短消息会在手机端分解为多条短消息，测试-----发送、接收、短消息合并；  

注意：因为在分解的短消息中加入了“短消息分解说明”，所以，此时的单条短消息长度要比一个单元长

度短消息包含的内容少。具体情况鉴于各个平台定义的不一致，在测试前，先咨询平台供应商或软件开发人

员。  
5. 短消息的删除（单条删除、全部删除）；  
6. 短消息的设置（有效时间、回复路径、回复报告、容量查询、存放位置等）；  

测试标识： ID#1.1 
测试说明： 短信基本功能 
假设条件： 网络供应商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上，网络信号强（满格），

短信息中心及存储路径设置正确 
前置条件： 打开发送短信界面 
后置条件： 选择“退出”或关闭手机盖 
测试步骤： 1：用输入笔或模拟键盘输入，点击 0~9 数字键输入接

受短信方的电话号码或直接从通讯录中调取对方电话

号码，如输入错误可用“←”键消除错误数字，或删除

调出通讯录中的电话号码 
2：编辑短信 
3：点击“发送” 

测试用例： ID#1.1， ID#1.2， ID#1.3， … 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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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时间：即如果接收方未开机或处于无信号状态下，短消息中心会自动保存该短消息一段时间。
但目前有效时间的长短是由运营商确定的，与设置有效时间的长短无关。（目前联通的有效时间是 24 小时，
移动的有效时间是 48 小时。注意：此时间今后可能会变化，测试的时候请先咨询当地运营商。）因为此操作
与运营商的网络设置有关，测试的时候，只测试基本操作即可。  

（2）回复报告：是由短消息中心发回的，与接收方的手机无关。当启用此功能后，短消息中心会在接收
方是否接收成功的信息发回给发送方。  

（3）容量查询：查询 SIM卡和本机分别能够存储了多少条短消息，已经使用了多少，剩余空间是多少。  
（4）存放位置：即将短消息保存到 SIM卡还是保存在本机。  

7.  提取号码：保存、拨号；  
8.  消息体内号码的提取：即可以将短消息内容中的号码提取出来，此时用户可以保存、拨号等操作；  
9.  常用短语添加、修改、删除；  
10.  短消息数量达到极限值：增加、编辑、修改、删除等操作；  
11复合测试项  
（1）.  短消息发送过程中，出现干扰活动；  
（2）.  短消息删除过程中，出现干扰活动； 
（3）.  在普通手机上接收 EMS，查看系统能够正确进行处理和显示； 
（4）.  EMS在各个运营商之间的编码不一致，所以在测试的时候需要注意如下情况： 

l  在同一个运营商的网络中发送 EMS，不应该出现乱码； 
l  在不同运营商的网络中发送 EMS，可能会出现乱码；  

（5）.  其他语言模式下，菜单名称、提示信息拼写是否正确且符合用户操作习惯；  
（6） .   不同手机厂家之间对不同类型短消息的兼容性；   
12压力测试  
（1）.  在短时间内，发送大量的短消息，同时并接收大量的短消息。发送和接收的数量都在 50条以上。（注
意：采用不同形式的短消息进行发送、接收）；  
（2）.   短消息的群发（包括超长短消息），查看接收和发送的成功率；  
（3）.   在发送短消息期间，频繁进行翻合盖操作；  
（4）.  收件箱容量达到极限后，仍然发送和接收新短消息；  
（5）.  短消息容量满的情况下，进行全部删除操作，并在删除过程中，进行干扰活动； 
三、短信功能测试用例设计 
 
 

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 短信息基本功能编

辑、发送 
   

ID#1. 直接收/发送信息    
ID#1.1 收/发给移动用户 发给 13901234567 接收到信息 有效等价类 
ID#1.2 收/发给非移动用户 发给 13301234567 

或小灵通 10601012345678 
接收到信息 有效等价类 

ID#1.3 收/发送汉字及符号 输入汉字内容的信息 接收到信息无乱码显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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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示 
ID#1.4 发送英文及符号信

息 
输入英文内容的信息 接收到信息无乱码显

示 
有效等价类 

ID#1.5 
  

混合信息内容测试 输入汉字加英文及符号及直

接从“常用范本”和“常用

短语”中调用的信息 

接收到信息无乱码显

示 
有效等价类 

ID#1.6 漫游地区收发信息  给外地的手机号码 
本机漫游到外地测试（未实

际测试） 

收发正常 有效等价类 

ID#1.7 合上盖子时候接收

信息阅读及快速回

复 

收到信息不打开盖子 
直接简单回复信息 

接收信息时候有“阅

读”和“取消”2 个选
项可以操作，点击“阅

读”后可以快速回复或

结束及删除，快速回复

键默认调用设置的快

速回复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1.8 接收方号码错误信

息格式 
1390*123456 
67393741 
139011234 

提示：发送失败  重
发？ 

无效等价类 

ID#1.9 通过电话簿发送信

息 
在电话薄状态下直接点击右

侧的“信息”图标编辑内容 
到短信发送界面，收件

人默认点击前的联系

人 

有效等价类 

ID#1.10 通过通话记录发送

信息 
在通话记录中，点击“选项”

—>“发送短信息”或“发送
彩信” 

到短信发送界面，收件

人默认为该通话记录

的联系人 

有效等价类 

ID#1.11 
 

转发 收到信息后“选项”—“转
发”，后选择收件人 

转发的内容与原格式

无错误，且能添加签名

等操作 

有效等价类 

ID#1.12 短消息编辑选择箱 短消息的编辑选项进入短消

息编辑界面，点击内容部分，

出现虚拟的输入框，默认为

手写识别输入，可以分别选

择“英文”、“数字”、“拼音”、

“注音”等其他选项 
 

每个选择项分别对应

所说明任务，且互斥，

只能选择其中一项作

为输入 

有效等价类 

ID#1.13 手写识别输入 在手写输入框内用手写笔或

是手指在输入框内手写输入 
识别出对应的一定的

字体，并给出类似的选

择 

有效等价类 

ID#1.14 全屏手写输入 在超出手写识别框的全屏进

行输入 
只能识别出包含在输

入识别框内的信息 
有效等价类 

ID#1.15 英文输入 模拟全英文键盘进行输入 输入对应的全英文键

盘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1.16 数字输入 模拟数字输入框进行输入 数字对话框可以在收

件人箱或是在信息内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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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里都可以进行输入 
ID#1.17 拼音输入 由汉语拼音进行输入汉字 按提示给出智能拼音

选择，并且不能选择后

面进行的错误的字母

选项，且给出同音的汉

字备选框 

有效等价类 

ID#1.18 输入错误拼音 输入没有的拼音进行识别 无法输入 有效等价类 
ID#1.19 短消息接收    
ID#1.20 查看 进入短消息收件箱，上下选

择需要查看的短信 
查看每条消息时候显

示该消息的发送人号

码及大概日期及信息

的第一行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1.21 浏览 点击短信息进行详细浏览 显示发件人和发送内

容及详细的发送时间 
有效等价类 

ID#1.22     
ID#1.23 对 EMS彩信的支持 编辑彩信息发送，从“多媒

体”工具栏中加入图片、视

频、铃声、文字、动画等，

也可以直接点击相机功能从

摄像头获得图像加入，也可

以添加附件：联系人、任务、

安排等 
接收中国移动的手机报

（彩信） 

接收方或自己收到彩

信息图片正常显示，音

乐能播放，文字无乱码

及排版错误 

有效等价类 

ID#2 其他特殊功能测试    
ID#2.1 建立新的文件夹 

 
在短信菜单里新建文件夹 可以选择建立新的文

件夹重命名或是启用

加密锁操作都行，默认

密码为 1234，建立文件
夹后信息储存位置可

以直接选择在新建的

文件夹内 

有效等价类 

ID#2.2 编辑签名 “选项”—“编辑签名” 可以在编写信息时候

自动追加上自己设置

的签名 

有效等价类 

ID#2.3 信息之间的移动 在读取信息状态下，“选项”

—“移至文件夹”在弹出的
选项中任意选择需要移动到

的文件夹 

该信息移动到选择的

文件夹内 
有效等价类 

ID#2.4 回复保留原文 在读取到信息时候，点击选

项-回复保留原文 
发给对方的信息内容

中保留对方刚发送的

原文 

有效等价类 

ID#3 单元长度的测试 发送一个字符或一个汉字 对方接收及显示正常  
ID#3.1 收/发送空信息 编辑或接收空信息  发送提示：发送成功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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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空信息 
ID#4 发送及接收超长的

文字信息 
输入超过 70个汉字或 160个
纯英文字母（或英文符号）

或 70个英汉混合的内容 

发送成功！ 对方接收
视手机情况可能拆分

为 2条及以上短信息 
接收的信息合并到1个
信息内 

 

ID#5 短消息的删除    
ID#5.1 单条删除 在查看该信息时候点击选项

---删除操作 
该删除的信息保存在

废件箱 
有效等价类 

ID#5.2 全部删除 在短消息收件箱内点击删

除，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

“全部”或是逐条的选择性

删除 

该删除的全部信息保

存在废件箱 
有效等价类 

ID#5.3 废件箱删除 在废件箱内点击“全部删除” 彻底清除已经删除的
内容 

有效等价类 

ID#6  短消息的设置    
ID#6.1 有效期限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服务设置”—“短信息”  
有限期限下拉菜单选择 

如果接收方未开机或

处于无信号状态下，短

消息中心会自动保存

该短消息一段时间 

有效等价类 

ID#6.2 容量查询 在主菜单选项用“内存状态” 因为该手机为名片夹
和短信及系统运行公

用内存，所以只能看一

共剩余多少内存 

有效等价类 

ID#6.3 存放位置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存储设备位置”设置短信

息和彩信息的存储位置 

在下拉菜单中分别有

“收件箱”、“SIM卡”
或是如果自己曾建立

了文件夹后显示文件

夹的名称，下拉菜单中

的选项是互斥的，不能

同时选择但是彩信息

只能保存在“收件箱” 

有效等价类 

ID#6.4 短信中心号码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服务设置”—“短信息”
---“短信中心号码”设置短
信息中心号码 

一般为移动运营上预

设 的 ， 本 机 为 ：

13800100500 

有效等价类 

ID#6.5 是否用 GPRS 在短信息主界面“选项”—>
“服务设置”—“短信息”
---“是否用 GPRS”设置 

选择信息是否通过

GPRS发送 
有效等价类 

ID#7     提取号码    
ID#7.1 保存 在读取信息时候，左键“选

项”—>“保存地址” 
“保存地址”到“添加

新联系人”或是“已有

联系人” 

有效等价类 

ID#7.2 拨号 在读取短信息时候，左键“选 直接拨打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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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回复电话 
ID#8 短消息体内号码的

操作与提取 
   

ID#8.1 提取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

号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

摸屏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
弹出的菜单中选复制 

在任意文本输入框中

右键粘贴，即可以显示

先前提取的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8.2 保存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

号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

摸屏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
弹出的菜单中选“保存” 

“保存”号码到“添加

新联系人”或是“已有

联系人” 

有效等价类 

ID#8.3 拨号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

号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

摸屏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
弹出的菜单中选“拨号” 

直接拨打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9 常用短语操作    
ID#9.1 添加 在发送信息选项中编辑好待

添加的范本，然后选择“选

项”----“保存到”----“常用
范本”， 

也可以直接把草稿箱中的草

稿左键保存到常用范本 

保存到常用范本，可以

通过短信息直接添加

常用范本 

有效等价类 

ID#9.2 修改 “选项”—“编辑常用范本”，
点中需要编辑的范本进行编

辑，编辑后点击保存 

替换原来范本的位置，

可以通过短信息直接

添加修改后的范本 

有效等价类 

ID#9.3 删除 “选项”—“编辑常用范本”，
点中需要删除的范本，左键

选项“删除”即可 

删除后的范本无法再

显示及调用，该位置后

面的序号前移一位 

有效等价类 

ID#10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

制 
   

ID#10.1 增加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时候进

行接收信息 
提示“存储已满” 有效等价类 

ID#10.2 编辑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时候进

行发送信息的编辑 
可以正常编信息，但是

发送或保存时候，提示

“存储已满”（短小文

字可以强制存储上） 

有效等价类 

ID#10.3 修改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更改

存储位置的文件夹 
更改存储位置的文件

夹后视新存储位置的

内存大小而显示可以

再保存信息的数量 

有效等价类 

ID#10.4 删除 短消息数量达到限制时，删

除该存储位置的部分或是全

部信息 

提示“存储已满”的信

息消失，并可以正常接

收信息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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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1 复合型测试    
ID#11.1 发送干扰 发送信息时候翻合手机盖子 发送无影响，开启盖

子后正常进行发送

或是已经发送完毕 

有效等价类 

ID#11.2 删除时干扰 删除信息时候翻合手机盖子 删除无影响，开启盖

子后正常进行删除

或是已经删除完毕 

有效等价类 

ID#11.3 其他语言模式 把手机语言调到其他语言（英
语）模式下 

菜单名称，提示信息

拼写正确且符合用

户操作习惯，注意在

英文模式下，信息编

辑选项默认为英文 

有效等价类 

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2 压力测试    
ID#12.1 发送接收大量

短信 
发送大量信息的同时接收信

息 
发送正常，接收正

常，在发送的时候按

名片夹先后顺序发

送，按接收放发送时

间接收，可以同时交

叉进行，且成功率为

100% 

有效等价类 

ID#12.2 短信息群发 发送一条超长的短信息进行

短消息的群发功能 
每一条短信都发送

正常， 
有效等价类 

ID#12.3 发送时候进行

频繁的翻合盖

子操作 

发送时候进行频繁的翻合盖

子操作 
发送正常 有效等价类 

ID#12.4 收件箱容量达

到极限后仍发

收件箱容量达到极限后仍发

送接收信息 
无法接收信息并提

示“系统内存已满，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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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话功能的测试 

测试用例设计 

电话号码的拨打可以直接拨号，也可以从名片夹拨号，或是从短信息提取号码拨号，直接回复拨短信

息发送者的号码，可以在通讯记录中拨号，可以回拨号码等 
 
 
 
 
 
 
 
 
 
 
 
 
 

送接收信息 请删除部分内容” 
ID#12.5 全满时删除操

作并干扰 
短消息容量满的情况下，进行

全部删除操作，并在删除过程

中，进行干扰活动； 

正常删除 有效等价类 

测试标识： ID#1.13 
测试说明： 直接拨号打电话 
假设条件： 网络供应商的标志出现在屏幕上，网络信号强（满格） 
前置条件： 打开数字键盘（拨号盘） 
后置条件： 选择“结束”或关闭手机盖，退出拨号盘。 
测试步骤： Step1：用输入笔，点击 0~9数字键输入电话号码，如输

入错误可用“←”键消除错误数字； 
Step2：点击“呼叫” 

测试用例： ID#13.1，  

测试用例 ID 测试项 输入 / 操作 预期输出 备注 
ID#13 打电话    
ID#13.1 直接拨号打电

话 
   

ID#13.1.1 拨通座机 67393741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2 拨通国内外地

座机 
021-12345678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3 拨通手机 13901234567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4 拨通国际座机 001-760-1234567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5 拨通国际手机 001-12345678910 拨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6 不正确拨号 6739*691 提示：重拨 无效等价类 
ID#13.1.7 不正确拨号 1 提示：网络错误 无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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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13.1.11 在短信息内提

取号码进行拨

号 

首先用手写笔拖拽选中电话号

码，在选中状态下长按触摸屏

到 9字格旋转一周时候弹出的
菜单中选“拨号” 

接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12 快捷键拨号 在预先设置快捷键（1~9）拨号
的情况下，长按设置的快捷键

进行快速拨号 

接通预置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1.13 通过短信息拨

号 
在查看对方短信息时候直接按

拨号键进行拨号 
接通对方电话 有效等价类 

ID#13.1.14 SIM 卡位置拨

号 
在 SIM卡内存有电话号码的前
提下（一般不超过 150个），输
入 1~150 间任意一个数字后紧
跟一个#号进行调用 SIM 卡名

片拨号 

拨通该 SIM位置的名
片电话 

有效等价类 

连续拨号提示：USSD
正忙 

ID#13.1.8 不正确拨号 111111111111111111 提示：您好，您所拨打

的号码是空号 
无效等价类 

ID#13.1.9 通过电话簿拨

号 
调用电话薄，选择通讯录中的名

字进行呼叫 
拨通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1.10 通过通话记录

拨号 
点击通话记录或是直接按拨号键

进入通话记录，选择先前进行的

通话或是未接来电、以接来电进

行通话 

拨通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2 接听电话    
ID#13.2.1 接听电话 对方打入电话进行翻盖接听

（需提前设置）或是按接听键接听 
接通对方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2.2 忽略通话或正忙 对方打入电话点击“正忙”或

是按忽略拒绝接听 
点击“正忙”时候给对

方返回忙音，点击“忽

略”即拒绝接听 

有效等价类 

ID#13.2.3 结束通话 按结束键或是关闭手机盖子 结束通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4 保持通话 在通话过程中点击“保持”保存通

话内容 
在通话过程中点击“保

存”保存通话内容，再

次点击“保持”恢复通

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5 通话中拨打其他

号码 
在进行通话时候，点击“保持”，

调出拨号菜单，拨需要加入电话会

议的号码 

保持当前通话拨打新的

通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6 免提 进行通话时候在拨号虚拟键盘中 以免提方式接听或拨打 有效等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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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motorola A1200手机短信功能说明书（因官方说明书为受保护版本的 PDF格式，无法复制特附上屏幕截图及
全部说明书的下载地址） 
下载地址：http://www.motorola.com.cn/pcs/service/manuals/download.asp?id=154   
                       Bjut  dong  @ http://dkqz.com/blog   

点击“免提” 电话 
ID#13.2.7 通话录音 在通话中点击右侧“录音/声控命

令”键开始录音 
或是在菜单中点击“选项”—“录
音”进行录音 

对本次通话进行录音，

为防止隐私录音中有提

示音 

有效等价类 

ID#13.3 特殊功能    
ID#13.3.1 电话会议 在进行通话时候，点击“保持”，

调出拨号菜单，拨需要加入电话会

议的号码，接通后点击“连接”开

始电话会议，重复步骤可以加入更

多大热号码进入电话会议 

 
进行多方通话 

有效等价类 

ID#13.2.2 通话计费 打开通话设置—“通话计费”---“通
话费用设置”输入 PIN2码后进行
设置，具体信息咨询移动运营商 

根据所设置通话计费计

算出通话费用及通话上

限等 

有效等价类 

ID#13.2.3 呼叫转接 “选项”—“设置”—“呼入转移”
设置需要转移的语音、传真或是数

据呼叫 

根据对应设置的呼叫转

移到设置的号码上 
有效等价类 

ID#13.2.4 禁止呼叫 “设置”----“安全保密”----“禁
止呼叫”再按“呼出号码”或“呼

入号码”输入禁止呼叫密码后点击

确认 

手机可以禁止呼叫设置

的号码 
有效等价类 

ID#13.2.5 转接话音 在通话过程中，点击“菜单”---“转
接” 

可以把通话转接到蓝牙

设备上 
有效等价类 

ID#13.2 自动应答 将手机设置来电几秒后自动应答 当手机接通耳机、蓝牙

或是外接设备，来电几

秒后自动应答 

有效等价类 

http://dkqz.com
http://www.motorola.com.cn/pcs/service/manuals/download.asp?id=154
http://dkqz.com/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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