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我们知道，多数移动通讯运营商对第三方 VoIP 服务是持消极态度的。一旦 SIM 卡被发

现用于 VoIP 服务，很可能将面临着封卡的命运。而 VoIP 群呼服务是很容易被运营商检测

到特征的，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 

大量地、连续地呼出电话，而且被叫号码几乎不重复。 

针对这种情况，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减少每张 SIM 卡呼出电话的量。为了使 GoIP

的线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又减少单张 SIM 卡的呼出数量，很有必要使用多张 SIM 卡

轮流绑定 GoIP 线路工作。为此，我们专门推出了一种机卡分离的方案。 

以下是该方案的特点： 

➢ SIM 卡数量倍数于 GoIP 线路数量； 

➢ SMB 跟 GoIP 处于相同局域网，以尽可能的降低网络延时和丢包，提高 GSM 连接的

稳定性。 

下面以实际案例来详细讲解该方案的实现过程。 

2 案例环境 
➢ GoIP32 一台 

➢ SMB128 一台 

➢ SIM 卡 128 张 

➢ 局域网 192.168.1.0/24 

3 案列分析 
本案例中， SIM 卡数量四倍于 GoIP 线路。每一条 GoIP 线路将分配到四张可用的 SIM

卡。其对应关系如下图： 

SIM 卡 1-4 与 GoIP 的线路 1 对应。换句话说，在某一时刻，GoIP 线路 1 只可能从 SIM

卡 1-4 中选择其中之一进行绑定和工作。其他线路同理。 

设计以下规则，用于自动换卡和其他操作，以满足实际应用中的需求：  



规则 1. 每次绑定 SIM 卡并注册成功后，查询余额； 

规则 2. 若余额低于 1 元，禁止使用该 SIM 卡，并换卡； 

规则 3. 每呼出 10 次电话，换卡； 

规则 4. SIM 卡与 GoIP 绑定时间达到 40 分钟后，换卡； 

规则 5. 每张 SIM 卡累计呼出时长达到 1000 分钟，禁止使用该 SIM 卡，并换卡； 

规则 6. 连续呼出失败次数达到 6 次（SIM 卡可能已失效），禁止使用该 SIM 卡，并换卡； 

规则 7. 接通率（ASR）低于 15%，显示警告。 

上述规则中所有触发条件都没有优先级别，即所有条件都是并列关系。触发其中任意一

个条件，都会执行后面对应的动作。以上七点要求可归纳为下面的流程图： 

4 配置方法 

4.1 设置 SMB128 

4.1.1 设置网络 

该方案中，SMB128 将作为服务器，因此 LAN 口必须设置固定 IP。如下图： 



4.1.2 基本配置 

请参照下图设置“基本配置”： 

其中： 

➢ 更换 SIM卡后自动激活——开启该选项后，禁用 SIM 卡操作将关闭对应卡槽的电

源，指示灯亮起红灯；且，在再次开启该卡槽后，恢复为启用状态。 

➢ 每线轮换 SIM 卡数——指定多少张 SIM 卡对应一条 GoIP 线路。本案例中 SIM 卡

数量四倍于 GoIP 线路数量，因此，这里填写数值为“4”。 

➢ 选卡策略——指定轮换 SIM 卡的顺序，支持的选项如下： 

▪ 顺序：按 SIM 卡的 ID 顺序选择 SIM 卡； 

▪ 随机：随机选择 SIM 卡； 

▪ 最长时间未使用：按未使用的时间长短排列优先级，未使用时间越长，被选择的优先级越高； 

▪ 最小呼叫次数：按呼叫次数的数量排列优先级，呼叫次数越小，被选择的优先级越高； 

▪ 最小通话时长：按通话时长排列优先级，通话时长越短，被选择的优先级越高。 

该方案选用“顺序”模式。 

➢ 机器设置——指定GoIP的线路数量，并设定登录 ID及密码；当GoIP连接到SMB128

时，ID 和密码将作为登录凭证。该方案中仅有一台 GoIP32，因此添加一个 GoIP

设备 ID 即可。 

其他选项的含义这里不做解释，如需了解，请参考《SMB128 用户手册》。 

  



4.1.3 运行策略和 SIM 卡限制策略 

  运行策略和 SIM 卡限制策略，用于实现上文提到的“案列要求”。如下两图： 

提示： 

“运行策略”是对 SIM 卡当次绑定 GoIP 线路期间的策略； 

“SIM 卡限制策略”是对 SIM 卡累计数据统计的策略。 

  



4.1.4 设置获取余额的方式 

上述规则中，“规则 1”是关于查询余额的，这要求 SMB128 必须设置查询余额的方法。

以广东移动为例： 

上图展示了一个查询余额的模板流程，其具体流程为： 

1. 控制 SIM 卡发送内容“ye”到号码 10086； 

2. 等待接收来自 10086（余额短信号码）的短信回复； 

3. 若接收到的短信内容中包含“您的当前账户余额 xx 元”，则判定余额值为 xx 元； 

4. 若接收到的短信内容中包含“您的号码已欠费”，则判定 SIM 卡欠费。 

当 SMB128 由于任何条件触发“查余额”动作，都将按照该流程操作。 

 

4.1.5 重启 SMB128 

所有设置完成，重启 SMB128 完成初始化。 

 

4.2 设置 GoIP32 

访问 GoIP32 的配置页面，切换到“配置->用户选项”页，开启远程服务。如下图： 



其中： 

➢ 服务器地址——即 SMB128 的 LAN 口 IP 地址； 

➢ 用户名和密码——在 SMB128 中的“基本配置”中添加的“登录 ID”及“密码”。 

填写完毕后保存改动即可。 

 

5 查看状态 
安装上述步骤配置完成后，SMB128 将自动分配 SIM 卡到 GoIP 线路。我们可以通过

“运行状态”和“SIM 卡管理”页面查看 SIM 卡的工作状态，请参考《SMB128 用户手册》

中的 4.7 和 4.8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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