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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工作ꎬ 统一检测标准ꎬ 制定本规范ꎮ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ꎬ 总结了多年的工程建设与检测实践经验ꎬ 参考了建筑工程相

关检测技术标准ꎬ 广泛征求了国内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ꎮ

本规范共分为九章和一个附录ꎬ 包括总则、 术语及缩略语、 检测条件、 设备安

装检测、 显示功能检测、 软件功能检测、 接口功能检测、 系统性能检测和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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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工作ꎬ 明确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检测内容和方法ꎬ 确保检测质量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的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的检测ꎮ

１ ０ ３　 检测工作应科学、 严谨、 客观、 公正ꎮ

１ ０ ４　 检测单位应以系统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为依据ꎬ 制定检测方案ꎬ 确定检测范围ꎬ 编制检

测用例ꎮ

１ ０ ５　 检测范围应包括服务器系统、 存储系统、 应用系统、 终端显示设备及管理工作站ꎬ 检测

覆盖率应达到 １００％ꎮ

【条文说明】 检测范围不包括航班信息显示系统运行所需的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等基础配套

设施ꎮ

１ ０ ６　 检测内容应包括设备安装检测、 显示功能检测、 软件功能检测、 接口功能检测、 系统性

能检测和安全管理检测ꎮ

【条文说明】 设备安装检测用于验证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终端安装是否符合设计和机场运营使用要

求ꎻ 显示功能检测用于验证各类航班信息显示终端设备显示功能是否符合设计和机场运营使用

要求ꎻ 软件功能检测用于验证航班信息显示系统软件的功能实现和易用性ꎻ 接口功能检测用于

验证航班信息显示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数据交互是否符合设计和机场运营使用要求ꎻ 系统性能检

测用于验证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设计和机场运营使用要求ꎻ 安全管理检测

用于验证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的权限管理和日志管理ꎮ

１ ０ ７　 检测工作除应符合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或标准的要求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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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及缩略语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

基于计算机网络系统ꎬ 由系统软件、 终端显示设备、 服务器及存储设备构成ꎬ 通过终端显

示设备向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发布航班计划与动态、 值机、 候机和 (或) 登机、 行李提取等信

息的信息系统ꎮ

【条文说明】 本规范中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简称航显系统ꎮ

２ １ ２　 航显系统终端显示设备 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ｄｅｖｉｃｅ

用于显示航班信息的各种显示设备ꎮ 设备终端类型包括 ＬＣＤ 液晶模块显示屏、 ＬＥＤ 显示屏、

ＴＦＴ－ＬＣＤ 液晶平板显示屏和 ＰＤＰ 显示屏等ꎮ

【条文说明】 航显系统终端显示设备简称为航显终端或航显屏ꎬ 根据其显示内容和所在位置具体

分为以下几类:

(１) 出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为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出港航班动态信息的航显终端ꎻ

(２) 值机引导显示终端———为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航班值机位置信息的航显终端ꎻ

(３) 值机显示终端———为旅客提供航班值机信息的航显终端ꎬ 提示旅客在该柜台办理乘机手续ꎻ

(４) 候机引导显示终端———为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出港航班候机指示的航显终端ꎬ 提示旅

客在指定登机口候机ꎻ

(５) 登机口显示终端———为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出港登机信息的航显终端ꎬ 提示旅客在该

登机口登机ꎻ

(６) 出港行李分拣显示终端———为行李分拣工作人员提供航班行李分拣指示信息的航显终

端ꎬ 提示工作人员将旅客行李根据航班进行分类和装载ꎻ

(７) 进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为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进港航班动态信息的航显终端ꎻ

(８) 进港行李输送显示终端———为行李搬运工作人员提供航班行李搬运指示的航显终端ꎬ

提示工作人员将旅客行李放入指定的转盘ꎻ

(９) 行李提取引导显示终端———为旅客和工作人员提供航班行李提取指示的航显终端ꎬ 提

示旅客在指定的转盘提取行李ꎻ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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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行李提取显示终端———为旅客提供航班行李提取信息的航显终端ꎬ 提示旅客在该转盘

提取行李ꎮ

２ １ ３　 设备安装检测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对航显终端设备安装情况进行的检测ꎬ 检测内容包括各类航显终端安装位置、 显示效果以

及可视距离ꎮ

２ １ ４　 显示功能检测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航班动态信息验证各类航显屏的显示内容、 范围、 状态、 语言、 数

量以及排序等功能是否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检测ꎮ

２ １ ５　 软件功能检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依据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 (ＳＱｕａＲＥ) 商业现货 (ＣＯＴＳ) 软件产品的质量

要求和测试细则» (ＧＢ / Ｔ ２５０００ ５１) 要求ꎬ 对航显系统所涉及的各软件模块功能实现和易用性

是否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检测ꎮ

２ １ ６　 接口定义文档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用于定义两个或多个系统间接口特性的文档ꎬ 内容包括接口技术标准、 交互数据内容、 数

据处理方式、 异常处理方式和双方职责等ꎮ

２ １ ７　 接口功能检测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依据接口定义文档验证航显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数据交互情况、 数据传递控制过程是否符合

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检测ꎮ

２ １ ８　 系统性能检测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使用自动化测试工具、 测试脚本或人工场景模拟等方法验证系统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的性能

指标和机场运营需求的检测ꎮ

２ ２　 缩略语

ＦＩＤＳ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ＣＤ　 液晶模块显示屏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ＬＥＤ　 发光二极管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ＴＦＴ－ＬＣＤ　 液晶平板显示屏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 ＬＣＤ)

ＰＤＰ　 等离子显示屏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ａｎｅｌ)

ＩＤＤ　 接口定义文档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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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检测条件

３ ０ １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的工程安装完成、 软件调试及系统联调完成、 工程技术及验收资料齐

全以及外部环境等检测条件具备时ꎬ 方可开展检测工作ꎮ

３ ０ ２　 系统工程安装完成包括应用服务器、 接口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等主要设备及应用程序

已在机房完成安装部署工作ꎬ 航显终端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工作ꎮ

３ ０ ３　 软件调试及系统联调完成包括系统软件已完成开发调试工作并已确定发布版本ꎬ 与其他

系统间联调工作已完成并提供联调报告ꎮ

３ ０ ４　 工程技术资料包括系统设计文件、 航显系统招投标文件和合同文件中相关技术部分及其

附件、 航显系统需求调研文件、 技术确认文件、 系统设备清单、 技术规格说明、 航显系统与其

他系统接口方式说明、 技术变更文件、 系统及设备使用维护手册、 施工图ꎬ 调试和自行检测的

记录文件等ꎮ

３ ０ ５　 验收资料包括系统设备验收记录、 线缆敷设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ꎮ

３ ０ ６　 外部环境具备是指系统运行所需综合布线、 网络等工程已完成ꎬ 系统各类设备供电

稳定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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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设备安装检测

４ １　 航显终端安装检测

４ １ １　 检测内容

１　 进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 出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 值机引导显示终端、 值机显示终端、

候机引导显示终端、 登机口显示终端、 行李提取引导显示终端、 行李提取显示终端、 进港行李

输送显示终端和出港行李分拣显示终端的安装位置ꎻ

２　 航显终端箱、 柜或立架安装以及机房控制台的安装情况ꎮ

４ １ ２　 检测方法

采用测距仪和目视等方法进行检测ꎮ

４ １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４ ２　 航显终端可视范围检测

４ ２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终端的可视距离和可视角度ꎮ

４ ２ ２　 检测方法

采用测距仪、 角度仪和目视等方法进行检测ꎮ

４ ２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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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航显终端显示效果检测

４ ３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终端的显示效果ꎮ

４ ３ ２　 检测方法

通过测试软件现场检测航显终端的显示效果ꎮ

４ ３ ３　 符合性判定

１　 显示清晰、 稳定、 颜色均匀ꎻ

２　 航显屏的各显示模块应无亮度差别ꎻ

３　 符合设计文件中要求的其他显示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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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１　 进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１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的时间范围ꎬ 显示的航班信息应符合设计规定的时间范围要求ꎻ

２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始发站、 经停站、 计划到达时间、 变

更时间和备注 (备注的显示内容包括航班状态等相关信息ꎬ 其中航班状态包括到达、 延误、 取

消和备降)ꎻ

３　 航班显示顺序ꎬ 以计划到达时间排序的进港航班信息ꎻ

４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５　 航班显示数量ꎬ 满足运营需求的航班显示数量ꎻ

６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７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１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进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ꎬ 检查进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

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１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２　 出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２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的时间范围ꎬ 显示的航班信息应符合设计规定的时间范围要求ꎻ

２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 计划起飞时间、 值

机时间、 值机区域和备注 (备注的显示内容包括航班状态等相关信息ꎬ 其中航班状态包括值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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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 起飞、 延误和取消)ꎻ

３　 航班显示顺序ꎬ 以计划起飞时间排序的出港航班信息ꎻ

４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５　 航班显示数量ꎬ 满足运营需求的航班显示数量ꎻ

６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７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２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出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ꎬ 检查出港航班信息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

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２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３　 值机引导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３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的时间范围ꎬ 显示的航班信息应符合设计规定的时间范围要求ꎻ

２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 计划起飞时间、 值

机时间、 值机区域和备注 (备注的显示内容包括航班状态等相关信息ꎬ 其中航班状态包括值机、

登机、 起飞、 延误和取消)ꎻ

３　 航班显示顺序ꎬ 以计划起飞时间排序的出港航班信息ꎻ

４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５　 航班显示数量ꎬ 满足运营需求的航班显示数量ꎻ

６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７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３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出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ꎬ 检查值机引导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

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３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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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５ ４　 值机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４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非开放式柜台航显屏应根据值机柜台分配结果显示在该柜台办理值

机手续的航班信息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和办票时间ꎻ

２　 航班信息交替显示ꎬ 非开放式柜台同一柜台有多个航班同时办票时ꎬ 多个航班信息应交

替在显示屏上显示ꎻ

３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４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５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４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出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 (值机柜台已通过资源管理软件分配)ꎬ 检查

值机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４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５　 候机引导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５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的时间范围ꎬ 显示的航班信息应符合设计规定的时间范围要求ꎻ

２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 登机口、 计划起飞

时间和备注 (备注的显示内容包括航班状态等相关信息ꎬ 其中航班状态包括登机、 起飞、 延误

和取消)ꎻ

３　 航班显示顺序ꎬ 以计划起飞时间排序的出港航班信息ꎻ

４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５　 航班显示数量ꎬ 满足运营需求的航班显示数量ꎻ

６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７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９—

５　 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５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出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ꎬ 检查候机引导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

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５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６　 登机口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６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应根据登机口分配结果显示在该登机口登机的航班信息ꎬ 包括航班

号 (含共享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 计划起飞时间和备注ꎬ 以及后续计划登机航班号 (含共享

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 计划起飞时间和备注 (备注的显示内容包括航班状态等相关信息ꎬ 其

中航班状态包括登机、 起飞、 延误和取消)ꎻ

２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３　 航班显示数量ꎬ 满足运营需求的航班显示数量ꎻ

４　 登机口信息变更ꎬ 原登机口航显屏应显示航班的登机口变更信息ꎻ

５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６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６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出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 (登机口已通过资源管理软件分配)ꎬ 检查登

机口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６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７　 行李提取引导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７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始发站、 经停站和行李转盘号ꎻ

２　 航班显示顺序ꎬ 以计划到达时间排序的进港航班信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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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４　 航班显示数量ꎬ 满足运营需求的航班显示数量ꎻ

５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６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７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进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 (行李提取转盘已通过资源管理软件分配)ꎬ

检查行李提取引导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７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８　 行李提取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８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应根据行李转盘分配结果显示各行李提取转盘提取行李的航班信

息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始发站和经停站ꎻ

２　 航班信息显示语言和方式ꎬ 航班信息中、 英文对照显示及指定的其他语言文字显示ꎻ 显

示方式ꎬ 即同屏显示、 分屏显示或交替显示ꎻ

３　 同屏多航班信息显示ꎬ 当同一行李提取转盘有多个航班同时提取行李时ꎬ 多个航班信息

在航显屏上应同屏或交替显示ꎻ

４　 用户定制及节能ꎬ 无航班显示时根据用户需求定制显示图片或节能ꎻ

５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８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进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 (行李提取转盘已通过资源管理软件分配)ꎬ

检查行李提取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８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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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９　 进港行李输送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９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始发站和经停站ꎻ

２　 同屏多航班信息显示ꎬ 当同一行李提取转盘有多个航班同时提取行李时ꎬ 多个航班信息

在航显屏上应同屏或交替显示ꎻ

３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９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进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 (行李提取转盘已通过资源管理软件分配)ꎬ

检查进港行李输送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９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５ １０　 出港行李分拣显示终端显示功能检测

５ １０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信息显示内容ꎬ 应根据行李分拣滑槽或转盘分配结果显示在该行李分拣滑槽或转盘

的航班信息ꎬ 包括航班号 (含共享航班)、 目的地、 经停站、 计划起飞时间和机位ꎻ

２　 其他显示功能ꎬ 如自由文本信息等ꎮ

５ １０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航班管理软件发布出港航班信息测试数据 (行李分拣滑槽或转盘已通过资源管理软件

分配)ꎬ 检查出港行李分拣显示终端显示ꎬ 验证显示内容是否正确ꎮ

５ １０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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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软件功能检测

６ １　 航班数据维护及信息发布功能检测

６ １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班计划管理功能ꎬ 包括编制季度航班计划和次日航班计划ꎻ

２　 航班动态管理功能ꎬ 即对航班动态信息进行维护和管理操作ꎻ

３　 基础数据管理功能ꎬ 主要是验证系统处理信息集成系统发布过来的机场航班相关基础信

息ꎬ 内容包括: 航班状态、 航班任务类型、 异常原因、 通航机场数据、 航空公司数据、 飞行属

性数据、 机型数据、 机位数据、 值机柜台数据、 行李转盘数据、 登机口数据以及航站楼属性等

基础信息ꎻ

４　 自由文本发布功能ꎻ

５　 其他功能ꎮ

【条文说明】

(１) 航班动态信息主要包括前场起飞、 航班到达、 本场起飞、 航班返航、 航班备降、 航班

延误、 航班取消、 值机开始、 值机截止、 开始登机、 过站登机、 催促登机、 登机截止和资源分

配信息的调整ꎻ

航班动态管理操作包括航班信息的增加、 删除和修改等ꎮ

(２) 在无信息集成系统的机场中ꎬ 航显系统具备航班计划管理、 航班动态管理和资源分配

管理功能ꎮ 资源分配管理功能主要包括机位分配信息、 登机口分配信息、 值机柜台分配信息、

行李提取转盘分配信息和行李分拣转盘分配信息的管理ꎮ

６ １ ２　 检测方法

依据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 (ＳＱｕａＲＥ) 商业现货 (ＣＯＴＳ) 软件产品的质量

要求和测试细则» (ＧＢ / Ｔ ２５０００ ５１) 要求ꎬ 提取需求功能点ꎬ 编制测试方案及用例ꎬ 对航班数

据维护及信息发布模块的功能性和易用性进行检测ꎮ

１　 航班计划管理

１) 建设有信息集成系统的机场ꎬ 检测时应验证航显系统是否正确接收和处理信息集成系统

发送的季度航班计划和次日航班计划等信息ꎬ 或根据历史数据生成次日计划功能ꎻ

—３１—

６　 软件功能检测



２) 未建设信息集成系统的机场ꎬ 检测时应验证航显系统航班计划管理模块中季度航班计划

管理和次日航班计划管理等功能ꎮ

２　 航班动态管理

１) 建设有信息集成系统的机场ꎬ 检测时应验证航显系统接收和处理信息集成系统发送的增

加航班、 修改航班、 删除航班、 前场起飞、 航班到达、 本场起飞、 航班返航、 航班滑回、 航班

改降、 航班备降、 航班延误、 航班取消、 值机开始、 值机截止、 开始登机、 过站登机、 催促登

机、 登机截止等航班动态信息和机位分配信息、 登机口分配信息、 值机柜台分配信息、 行李提

取转盘分配信息、 行李分拣转盘分配信息等资源分配信息ꎬ 以及在信息集成系统故障时独立维

护航班动态和资源管理的功能ꎻ

２) 未建设信息集成系统的机场ꎬ 检测时应验证航显系统的航班信息管理功能、 航班动态管

理功能或从外部接口 (空管动态报文、 航空公司动态信息) 接收处理航班动态信息功能和资源

管理等功能ꎮ

３　 基础数据管理

检测时应验证航显系统航班管理软件的航站楼属性信息维护、 航班状态信息维护、 航班任

务类型信息维护、 异常原因信息维护、 通航机场数据信息维护、 航空公司数据信息维护、 飞行

属性数据信息维护、 机型数据信息维护、 机位数据信息维护、 值机柜台数据信息维护、 行李转

盘数据信息维护和登机口数据信息维护等功能ꎮ

４　 验证航显系统自有文本信息发布功能

５　 验证设计文件中关于软件其他功能的要求

６ １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６ ２　 航显设备配置和管理功能检测

６ ２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显设备配置功能ꎬ 包括终端类型配置和区域位置配置等ꎻ

２　 航显设备远程管理功能ꎬ 包括远程控制航显屏、 远程分发文件和远程安装及更新显示终

端软件等ꎮ

６ ２ ２　 检测方法

依据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 (ＳＱｕａＲＥ) 商业现货 (ＣＯＴＳ) 软件产品的质量

要求和测试细则» (ＧＢ / Ｔ ２５０００ ５１) 要求ꎬ 提取需求功能点ꎬ 编制测试方案及用例ꎬ 对航显设

备配置和管理模块的功能性和易用性进行检测ꎮ

—４１—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６ ２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６ ３　 航显设备监控和报警功能检测

６ ３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显设备监控功能ꎬ 通过图形化管理界面实现航显终端设备监控ꎬ 监控功能包括设备状

态、 显示内容等ꎻ

２　 航显设备报警功能ꎬ 航显终端设备发生故障或通讯中断时ꎬ 系统应具备报警功能ꎮ

６ ３ ２　 检测方法

依据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 (ＳＱｕａＲＥ) 商业现货 (ＣＯＴＳ) 软件产品的质量

要求和测试细则» (ＧＢ / Ｔ ２５０００ ５１) 要求ꎬ 提取需求功能点ꎬ 编制测试方案及用例ꎬ 对航显设

备监控和报警功能模块的功能性和易用性进行检测ꎮ

６ ３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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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１　 与信息集成系统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１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系统接收信息集成系统发出的信息内容ꎬ 包括航班计划信息、 航班动态信息和资源管

理信息 (包括登机口分配信息、 进出港行李转盘分配信息、 值机柜台分配信息以及登机口和值

机柜台的开关时间等)ꎮ

７ １ ２　 检测方法

依据航显系统与信息集成系统的 ＩＤＤ 文档ꎬ 模拟发布测试航班数据ꎬ 验证航显系统实时接

收到的航班计划信息、 航班动态信息和资源管理信息与信息集成系统发布的数据是否一致ꎮ

７ １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７ ２　 与广播系统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２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系统为广播系统提供的信息内容ꎬ 包括航班计划信息、 航班动态信息和资源管理信息

(包括登机口分配信息、 进出港行李转盘分配信息、 值机柜台分配信息以及登机门和值机柜台的

开关时间等)ꎮ

７ ２ ２　 检测方法

依据航显系统与广播系统的 ＩＤＤ 文档ꎬ 模拟发布测试航班数据ꎬ 验证航显系统实时发送的

航班计划信息、 航班动态信息和资源管理信息与广播系统接收的数据是否一致ꎮ

７ ２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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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与时钟系统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３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系统服务器接收时钟系统提供的校时信号ꎮ

７ ３ ２　 检测方法

通过调整航显系统服务器时间ꎬ 验证时间同步功能ꎮ

７ ３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７ ４　 与有线电视系统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４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系统为有线电视系统提供的进出港航班动态显示信息视频内容ꎮ

７ ４ ２　 检测方法

依据航显系统与有线电视系统的 ＩＤＤ 文档ꎬ 模拟发布测试航班数据ꎬ 验证航显系统实时发

送的进出港航班动态信息与有线电视系统接收的数据是否一致ꎮ

７ ４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７ ５　 与安检信息管理系统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５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系统接收安检信息管理系统发出的信息内容ꎬ 包括旅客的航班号、 姓名和开包间位置

信息等ꎮ

７ ５ ２　 检测方法

依据航显系统与安检信息管理系统的 ＩＤＤ 文档ꎬ 模拟建立测试旅客信息ꎬ 验证航显系统实

时接收的旅客信息与安检信息管理系统发送的数据是否一致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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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７ ６　 与空管报文系统接口功能检测

７ ６ １　 检测内容

航显系统接收和解析空管报文系统发出的报文信息ꎮ

７ ６ ２　 检测方法

依据航显系统与空管报文系统的 ＩＤＤ 文档ꎬ 使用自动化报文生成工具ꎬ 模拟发布空管航班

计划和报文信息ꎬ 验证航显系统接收和解析的报文信息 (航班计划或航班动态信息) 与空管报

文系统发送的数据是否一致ꎮ

７ ６ ３　 符合性判定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ꎬ 功能正确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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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系统性能检测

８ １　 负载处理能力检测

８ １ １　 检测内容

１　 航显终端设备负载能力ꎻ

２　 航班运营数据处理能力ꎮ

８ １ ２　 检测方法

１　 使用自动化负载压力测试工具模拟一定数量的航显终端设备并发向航显系统服务器请求

数据ꎬ 验证航显系统服务器的处理能力ꎬ 即验证航显终端设备负载能力ꎻ

航显终端设备负载能力检测时模拟的航显终端数量取值应不小于设计目标值ꎮ

２　 使用测试软件或人工操作模拟一定数量的航班动态数据ꎬ 验证航显系统服务器的处理能

力及航显终端的响应能力ꎻ

航显运营数据处理能力检测时模拟的航班数量取值应不小于设计目标值ꎮ

８ １ ３　 符合性判定

在模拟检测环境下ꎬ 航显服务器和终端显示设备正常运行ꎬ 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

要求ꎮ

８ ２　 系统服务器备份切换及恢复功能检测

８ ２ １　 检测内容

系统服务器冷备、 热备或灾备的切换时间ꎮ

８ ２ ２　 检测方法

依据航显系统设计指标要求ꎬ 模拟设备故障或网络故障ꎬ 验证系统服务器冷备、 热备或灾

备切换功能以及备份恢复功能ꎮ

８ ２ ３　 符合性判定

备份切换及恢复功能正确实现ꎬ 切换时间指标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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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系统处理接收数据响应时间检测

８ ３ １　 检测内容

航班动态数据变更时ꎬ 航显终端的响应时间ꎮ

８ ３ ２　 检测方法

模拟系统各项业务操作ꎬ 验证航显终端的响应时间ꎮ

８ ３ ３　 符合性判定

响应时间指标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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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安全管理检测

９ ０ １　 检测内容

１　 权限管理功能ꎻ

２　 日志管理功能ꎮ

【条文说明】

(１) 权限管理是指用户根据权限进入相应的子系统和功能模块ꎻ

(２) 日志管理功能包括以下日志信息: 与数据库交互时发生的出错信息日志ꎻ 数据库的新

增、 修改、 删除操作日志ꎻ 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对系统及应用的操作日志ꎻ 与其他系统的通讯

日志ꎻ 对所有发送的自由文本的记录日志、 航显终端收到的显示信息日志及系统出错日志等ꎮ

９ ０ ２　 检测方法

１　 建立系统测试账户ꎬ 配置账户权限信息ꎬ 验证系统权限管理功能ꎻ

２　 模拟系统业务操作ꎬ 验证系统日志记录功能ꎮ

９ ０ ３　 符合性判定

权限管理功能正确实现ꎬ 日志记录准确ꎬ 检测结果符合设计文件和施工合同的要求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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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检测报告模板

封面

工程

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检测报告

检测单位: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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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信息页

检测单位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委托单位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项目名称 工程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报告

检测日期

检测地点

检测内容

主要检测人员

批准人员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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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检测结果

检测共进行了　 　 轮ꎬ 检测中共发现问题　 　 个ꎬ 已整改　 　 个ꎬ 遗留问题　 　 个ꎮ

检测项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设备安装检测 通过

显示功能检测 存在问题ꎬ 编号: ＦＩＤＳ　 ００１

软件功能检测

接口功能检测

系统性能检测

安全管理检测

二、 问题清单

序号 问题编号 问题描述

１ ＦＩＤＳ　 ００１

三、 检测情况

项目背景介绍、 检测过程介绍ꎮ

四、 检测结论

经检测ꎬ 工程中的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基本符合设计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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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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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 (ＳＱｕａＲＥ) 商业现货 (ＣＯＴＳ) 软件产品的质量

要求和测试细则» (ＧＢ / Ｔ ２５００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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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的民用机场建设行业标准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２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４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６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７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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