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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未成年保护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适用于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功能的移动终端产品的功能和性能的测试方法，包括应用管
理、时间管理、音频防护、蓝光防护、应急通信、亲情号码通话、远程设置和监控等方面的测试方法。
其它移动终端产品，例如：平板电脑，也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适用于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功能的移动终端的研究开发和测试验收，为技术的普及推广和应用
实施提供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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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YD/T 3230-2017 数字移动通信终端通用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未成年人保护模式 minors protection mode
是由监护人对移动终端进行设置，适用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使用的工作模式，在未成年保护模式的
下，移动智能终端可对应用程序使用权限、使用时间等进行管控，从而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预防网络沉迷；如若移动终端仅可在本文件规定的模式下使用，则可视为支持未成年保护模式。
3.2
应急类业务 emergency services
是指移动终端支持的，用于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业务及应用，包括紧急呼叫业务及移动终端自
定义的用于保障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的应用。
3.3
受限应用类业务 restricted application services
是指移动终端支持的，由监护人在手机应用程序中选择并设定，对被监护人在使用时长和时间段进
行管控的业务和应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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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受限应用类业务 unrestricted application services
是指移动终端支持的，由监护人在手机应用程序中选择并设定，非应急类业务和受限应用类业务以
外的业务和功能。
4 测试环境条件
除特定要求的测试环境外，其它测试应在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86 kPa～106kPa。
5 测试方法
5.1 应用管理
5.1.1 应用程序选择（A）
a) 测试步骤：
终端进入未成年保护模式的设定菜单，检查终端在此模式下是否可以选择或屏蔽移动终端支
持的应用程序。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终端应支持监护人选择和屏蔽终端支持的应用程序，用以未成年
人的使用。
5.1.2 系统日期和时间（A）
a) 测试步骤：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检查终端在此模式下是否可以设置和修改系统日期和时间。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下，移动终端应不支持系统日期和时间的设置及修改。
5.1.3 开发者模式入口（A）
a) 测试步骤：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检查终端在此模式下是否支持开发者模式入口。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下，移动终端应不支持开发者模式入口。
5.1.4 应用程序的系统删除（A）
a) 测试步骤：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检查终端在此模式下是否支持应用程序的系统删除；若支持，
检查终端是否仅在监护人提供应用删除许可的情况下，删除应用程序。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下，终端应仅在监护人提供应用删除许可的情况下，删除应用程序。
5.1.5 应用程序安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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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试步骤：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检查手机是否支持应用程序的安装；若支持，检查终端是否仅
在监护人提供应用安装许可的情况下，安装应用程序。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下，终端应仅在监护人提供应用安装许可的情况下，安装应用程序。
5.1.6 应急应用程序（A）
a) 测试步骤：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检查手机是否可屏蔽用于保障未成人人身安全的应急类业务。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下，终端不应屏蔽用于保障未成人人身安全的应急类业务。
5.2 时间管理
5.2.1 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时长(A)
a) 测试步骤：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检查终端是否支持对每一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总时长进行限定。
b) 预期结果：
终端应支持对每一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总时长进行限定。
5.2.2 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时间段 (A)
a) 测试步骤：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检查终端是否支持对每一受限应用的每日使用时间段进行限定。
b) 预期结果：
终端应支持对每一受限应用每日使用时间段进行限定。
5.2.3 受限应用类业务每日总时长（AA）
a) 测试步骤：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检查终端是否支持对受限应用类业务的每日使用总时长进行限定。
b) 预期结果：
终端支持对受限应用类业务的每日使用总时长进行限定。
5.2.4 受限应用类业务每日使用时间段（AA）
a) 测试步骤：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检查终端是否支持对受限应用类业务每日使用时间段进行限定。
b) 预期结果：
终端应支持对受限应用类业务的每日使用时间段进行限定。
5.2.5 使用时长管理
5.2.5.1 3 岁以下使用时间（AAA）
a) 测试步骤：
1)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设置未成年人 3 岁以下的年龄信息，例如年龄或出生日期；
2) 检查移动终端支持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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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预期结果：
终端应仅可支持应急类业务的使用，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设定中，应不支持受限应用类
业务和非受限应用类业务的选择和使用。
5.2.5.2 3 岁至 5 岁使用时间（AAA）
a) 测试步骤：
1)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设置未成年人 3 岁至 5 岁的年龄信息，例如年龄或出生日期；
2) 检查验证终端是否支持非应急类业务每日使用总时长不超过 1 小时；
3) 检查验证终端在连续使用非应急类业务最大时长是否为 20 分钟，并在连续使用时间到达
20 分钟后，移动终端是否提供 10 分钟的暂停时间。
b) 预期结果：
1) 终端应支持非应急类业务使用每日使用总时长不超过 1 小时；
2) 终端支持在连续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的最大时长为 20 分钟，
在连续使用时间到达 20 分钟后，
移动智能终端应能提供 10 分钟暂停时间。
5.2.5.3 6 岁至 12 岁使用时间 (AAA)
a) 测试步骤：
1)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设置未成年人 6 岁至 12 岁的年龄信息，例如年龄或出生日期；
2) 检查验证终端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2.5 小时时，是否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疲
劳时间；
3) 检查验证终端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到达 2.5 小时至 3.5 小时期间，是否在显著位
置显示已进入疲劳时间警示标识；
4) 检查验证终端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3.5 小时时，是否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不
健康时间；
5) 检查验证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达到 3.5 小时以上时，是否在屏幕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
不健康时间警示标识。
6) 检查验证在连续在线使用非应急类业务 20 分钟后，是否提示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时间已 20
分钟，应进行 10 分钟的休息。
b) 预期结果：
1) 终端应在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2.5 小时时，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疲劳时间；
2) 终端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到达 2.5 小时至 3.5 小时期间，应在显著位置显示已进
入疲劳时间警示标识；
3) 终端支持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3.5 小时时，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不健康时
间；
4) 终端应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达到 3.5 小时以上时，应在屏幕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不健
康时间警示标识；
5) 终端在连续在线使用非应急类业务 20 分钟后，应提示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时间已 20 分钟，
应进行 10 分钟的休息。
5.2.5.4 12 岁以上未成年人使用时间（AAA）
a) 测试步骤：
1)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设置未成年人 12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信息，例如年龄或
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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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验证终端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4 小时时，是否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疲劳时
间；
3) 检查验证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到达 4 小时至 5 小时期间，是否在显著位置显示已
进入疲劳时间警示标识；
4) 检查验证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5 小时时，是否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不健康时
间；
5) 检查验证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达到 5 小时以上时，是否在屏幕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不
健康时间警示标识。
6) 检查验证在连续在线使用非应急类业务 30 分钟后，是否提示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时间已 30
分钟，应进行 10 分钟的休息。
b) 预期结果：
1) 终端在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4 小时时，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疲劳时间；
2) 终端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到达 4 小时至 5 小时期间，应在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疲
劳时间警示标识；
3) 终端在使用的非应急类业务总时长达到 5 小时时，应提示未成年人已处于不健康时间；
4) 终端在使用非应急类业务累积时间达到 5 小时以上时，应在屏幕显著位置显示已进入不健
康时间警示标识；
5) 终端在连续在线使用非应急类业务 30 分钟后，应提示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时间已 30 分钟，
应进行 10 分钟的休息。
5.3 音频防护
5.3.1 最大长时干扰声压（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终端使用手柄模式进行语音通话，检测其最大长时干扰声压。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终端在使用手柄模式进行语音通话时，最大长时干扰声压应不超过
125dB(A)。
5.3.2 有线耳机接口
5.3.2.1 标准模拟耳机接口（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在耳机音量调整过程中，检测其当标准模拟耳机接口的输出电压大于等于 27mV 时，是否
给与警示。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在耳机音量调整过程中，当标准模拟耳机接口的输出电压当大于等于
27mV，应给与警示。
5.3.2.2 标准模拟耳机接口（A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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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耳机音量调整为最大，检测其终端支持标准模拟耳机接口的输出电压。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标准模拟耳机接口的输出电压应小于 27mV。
5.3.2.3 非标准耳机接口（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在耳机音量调整过程中，检测其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大于等于 85dB 时，是否
给与警示。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在耳机音量调节过程中，当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大于等于
85dB 时，应给与警示；
5.3.2.4 非标准耳机接口(A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在耳机音量调整为最大，检测其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的声压。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应小于 85dB 时。
5.3.2.5 数字有线耳机接口（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在耳机音量调整过程中，检测其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大于等于 85dB 时，是否
给与警示。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在耳机音量调节过程中，当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大于等于
85dB 时，应给与警示；
5.3.2.6 数字有线耳机接口(A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在耳机音量调整为最大，检测其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配合配套耳机使用时的输出声压应小于 85dB 时。
5.3.3 耳机接口使用时长(A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检查验证其是否支持每 24 小时内耳机接口使用总时长不高于 2 小时。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终端应支持每 24 小时内有线耳机接口使用总时长不应高于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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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蓝光防护
5.4.1 低蓝光显示模式(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检查其是否具有低蓝光显示模式功能。
b) 预期结果：
支持未成年保护模式的移动智能终端，应具有低蓝光显示模式功能。
5.4.2 蓝光辐射幅度调整(A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保护模式；
2) 在调整低蓝光辐射幅度时，检查屏幕显示是否同步调整之后的图像色彩及亮度；
3) 当调整到蓝光辐射降低的最大幅度时，检测其蓝光加权的辐亮度数值，并与未开启低蓝光
模式前的数值做比值。
b) 预期结果：
在调整低蓝光辐射幅度时，屏幕显示应同步调整之后的图像色彩及亮度，当调整到蓝光辐射
降低的最大幅度时，其蓝光加权的辐亮度与未开启低蓝光模式前相比，应不低于 80%。
5.5 应急通信类业务
5.5.1 紧急联系人(A)
a) 测试步骤：
检查验证移动终端是否支持紧急联系人设置。
b) 预期结果：
移动终端应支持紧急联系人设置功能。
5.5.2 紧急联系人呼叫(A)
a) 测试步骤：
1) 检查验证移动终端是否可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拨打应急联系人电话；
2) 检查验证移动终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屏幕或实体按键后，并且在无须解锁状态下是否可拨
打屏幕提示的紧急联系人电话。
b) 预期结果：
1) 移动终端应可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拨打紧急联系人电话。
2) 移动终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屏幕或实体按键后，并且在无须解锁状态下应可拨打屏幕提示
的紧急联系人电话。
5.5.3 紧急联系人信息发送(A)
a) 测试步骤：
1) 检查验证移动终端是否可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向紧急联系人发送信息；
2) 检查验证接收的紧急联系人信息是否包含紧急提示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
3) 移动终端在锁屏状态下，点按屏幕或实体按键后，在无须解锁状态下，验证终端是否可向
紧急联系人发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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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验证接收的紧急联系人信息是否包含紧急提示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
b) 预期结果：
1) 移动终端应可通过点击实体按键的方式，向紧急联系人发送应急信息，其应急信息应包括
紧急信息提示和地理位置信息；
2) 移动终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屏幕或实体按键后，在无须解锁状态下应可向紧急联系人发送
应急信息，其应急信息应至少包括紧急信息提示和地理位置信息。
5.5.4 地理围栏（AA）
a) 测试步骤：
1) 设置被测终端地理围栏；
2) 检查验证当移动终端超出地理围栏的边界时，是否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消息等方式通知紧急
联系人。
b) 预期结果：
移动终端应支持地理围栏的设置。终端可通过实时位置扫描或一定时间间隔的位置扫描方式，
当移动终端超出地理围栏的边界时，应向紧急联系人发送消息等方式通知紧急联系人。
5.5.5 紧急呼叫（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人保护模式；
2) 检查验证紧急呼叫业务的拨打；
3) 检查验证是否受未成年保护模式时间管理的限定。
b) 预期结果：
1)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应能保障紧急呼叫业务的正常进行。
2)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中，紧急呼叫业务不受未成年保护模式时间管理的限定。
5.5.6 应急应用时间管理(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人保护模式；
2) 检查验证终端保障未成年人身安全的应用，例如与监护人紧急通话、报警短消息、紧急定
位等，运行是否正常；
3) 检查验证终端保障未成年人身安全的应用是否受未成年保护模式时间管理的限定。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对于终端保障未成年人身安全的应用，例如与监护人紧急通话、报
警短消息、紧急定位等，应保障其正常运行，不受未成年保护模式时间管理的限定。
5.6 亲情号码通话(A)
a) 测试步骤：
1) 终端设置为未成年人保护模式；
2) 检查验证移动终端是否支持亲情号码的通话设定；
3) 检查验证移动终端是否可屏蔽除亲情号码和应急类业务外的电话号码的拨打和接听。
b) 预期结果：
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中，移动终端应支持亲情号码的通话设定，可通过设定，移动终端应屏
蔽除亲情号码和应急类业务外的电话号码的拨打和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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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远程设置和监控
5.7.1 远程设置(A)
a) 测试步骤：
检查验证是否可通过监护人手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手机进行设置，例如，时间管理和应用程
序使用管理。
b) 预期结果：
应可通过监护人手机对未成年人使用的手机进行设置，例如，时间管理和应用程序使用管理。
5.7.2 远程信息查询（AA）
a) 测试步骤：
1) 在未成年保护模式设定中，设置未成年人年龄信息，例如年龄或出生日期；
2) 检查验证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年龄在 8 岁以下时，是否可通过监护人手机对未成年人手
机进行相关信息的监控。
b) 预期结果：
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年龄在 8 岁以下时，监护人应可通过监护人手机对未成年人手机进行相
关信息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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