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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产品简介 

SimBank 是一个能够集中存储管理大量 sim 卡的设备，可以配合本公司的无线网关完美使用。

注册到 Simbank 后，无线网关通过 TCP/IP 使用远程 Sim 卡而无需插上本地卡槽。具有机卡分

离、统一管理、灵活调度、使用简单等特点，完美适配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

运营商。此外，产品兼容 2G/3G/4G SIM 卡，支持动态分配 SIM 卡及 SIM 卡热插拔。使用时，

通过页面设置好 simbank 和无线网关两端软件运行的参数即可使用。 

1.1.1 产品明细 

表 1-1-1 Simbank 产品说明 

SIMBANK 

产品型号 simbank-64 simbank-128 Simbank-320 

接口 

SIM卡槽 64 128 320 

Lan 1 

USB 1 

物理信息 

重量 2004g 2260g 7000g 

尺寸(W/D/H) 262*248*55mm 440*355*62mm 

最大功率 13W 16W 25W 

电源规格 12V DC/1.5A 100-240V AC 

SIM卡电压 1.8V/3V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0℃ ~ 40℃ 

工作环境湿度范围 10% ~ 90%  非凝结 

存储环境温度范围 -2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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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LED 灯显示说明 

表 1-1-2 LED 灯显示颜色描述 

状态 描述 

绿色 sim 卡还未分配 

红色 sim 卡不可使用 

绿闪 sim 卡已经分配出去 

红闪 设置的通话时间已经用完 

灯灭 没有插卡或者信息上报服务器失败 

1.1.3 前面板指示灯 

PWR 指示灯在上电后会常亮，RUN 指示灯在系统正常启动后闪烁，网络断开后会停止闪烁。

长按 RST 按钮超过 5 秒后，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指示灯闪烁频率加快。 

1.1.4 主要特征 

SIM 

 兼容 2G/3G/4G SIM 卡 

 最大支持 320 个卡槽 

 动态分配 SIM 卡 

 支持 SIM 卡热插拔 

 支持对每张 SIM 卡单独进行通话限制  

 支持按呼叫时长限制切卡 

 支持按呼叫次数限制切卡 

 支持按工作时长限制切卡 

 按呼叫时长限制锁卡 

 按呼叫次数限制锁卡 

 按接通次数限制锁卡  

 支持设置 SIM 卡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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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网关和卡组一对一分配 

 支持短信查询话费/号码 

 支持 SIM 卡信息批量导出 

 

网络特性 

 联网方式：静态 IP  

 Ping & 路由跟踪 

 IPv4，UDP/TCP，ARP, NTP, DNS, HTTP/ HTTPS, SSH 

 OPlink功能，实现内网穿透 

 网络工具箱 

  

管理维护 

 支持集群拓展 

 友好的操作界面和简单的配置 

 支持 NTP时间同步和客户端时间同步 

 通过页面更新固件 

 详细的服务端/客户端日志输出 

 可支持中文/英文界面 

1.2 可兼容终端 

 SWG系列无线网关 

注意：simbank 不支持带有 pin 的 sim 卡使用。 

1.3 运行环境搭建 

simbank 的网络环境搭建拓扑如图所示，在使用过程中要保证和网关的网络连接，最低上行

下行带宽都要求在 4Mbps 以上，对接网关延时不超过 400ms,不然无法保证 sim 卡能够正常使

用。通话过程中，语音数据不走 simbank。 

注意：使用前，最好先插上卡，以免上电后插卡对卡槽的接触导致卡槽松动，无法正确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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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信息。 

图 1-3-1 网络配置 

 

1.4 访问设备 

登录设备 

 步骤 1  

用网线将设备接入局域网或与电脑直连。 

 步骤 2 

设备出厂默认使用固定 IP地址 172.16.100.1，设置电脑的 IP地址与设备的 IP地址处于

同一网段。 

 步骤 3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172.16.100.1），打开登录界面。 

 步骤 4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设备。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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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快速设置 

1.5.1 Simbank 端设置 

 步骤 1  

点击“网络配置”，进入网络设置页面，类型选择为“静态”，设置好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

关，DNS，最后保存即可。 

图 1-5-1 网络配置 

 

 步骤 2 

系统信息——>常规——>Simbank 选项里的 simbank 序列号一栏是本机的序列号，复制。将 N

et Mode 设置为 local，点击 Save 使之保存生效。 

图 1-5-2 simbank 选项 

 

 步骤 3 

选择设备注册——>Simbank，点击“创建新 Simbank 注册信息”，进入 simbank 的注册界面。

打开使能开关（默认都是打开的）。如图所示，序列号一栏中填入步骤 2 复制的 simbank 序列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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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创建新 Simbank 注册信息 

 

 步骤 4 

选择设备注册——>网关，点击“创建新网关注册信息”进入网关的注册页面，如图所示注册。

注意：无线网关的序列号需要在网关上取得，每台设备的序列号都是唯一的。如果注册中没

有打开使能开关（注册时默认都是打开的），simbank 和网关都不能注册上。网关最大可分配

sim 卡中建议填入网关通道数，若超出通道数将按实际通道个数来分配。 

图 1-5-4 创建新网关注册信息 

 

注册网关时必须勾选 sim 组，simbank 中预设了包含全部 sim 卡成员的 sim 组“ALL_SIM”。 

 步骤 5 

上述步骤全部正确后，进入设备注册——>网关/Simbank 界面上能看到刚才创建的网关和 Si

mbank 的账号信息，网关/simbank 注册成功后将会显示在线。 

1.5.2 无线网关端设置 

进入无线网关页面，进入模块——> Simbank 界面进入网关端使用参数的设置。如图打开 Si

memusvr 开关，该序列号是自动生成的，用于 simbank 上网关的注册。网络模式选择 Normal,

填写完后点击“Save”保存运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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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Simbank 选项 

 

表 1-5-1 Simbank 选项描述 

选项 描述 

Simemusvr 开关 远程 sim 卡使用开关，开启后无法使用本地卡 

序列号 序列号，唯一 

网络模式 联网模式，本地连接用 Normal，外网情况下使用 OPlink 

Simbank 服务器 IP Simbank 端 IP 

 

完成了以上设置后，网关成功注册，simbank 将远程为它分配 sim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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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页面功能设置 

2.1 系统信息 

2.1.1 sim 卡状态 

在 sim 卡状态页面显示了各个 sim 卡的状态，下表中介绍了每个状态对应指示灯的颜色和文

字说明。当鼠标悬浮在具体 sim 指示灯时，会显示该 sim 卡的位置和呼叫剩余时间信息。 

表 2-1-1 页面指示灯描述 

颜色 状态 描述 

灰色 未插卡 没有插卡或者卡不可使用 

黄色 可使用 sim 卡还未分配，可以分配给网关使用 

橙色 休眠中 睡眠中，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可以使用 

蓝色 注册中 已经分配出去，正在注册中 

绿色 注册成功 已经分配出去并且已经注册成功 

红色 通话中 该 sim 卡正在通话 

橙色（缺口） 超时 设置的通话时间已经用完，不可分配 

图 2-1-1 sim 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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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sim 卡状态描述 

选项 定义 

SimBank Index Simbank 序列号 

SimBank ID& SimBank No Sim 卡在 simbank 上的位置 

Gateway Index 无线网关序列号 

Gateway Sim No&Gateway Port No Sim 卡分配到无线网关上的端口号 

Phone No Sim 卡手机号 

Sim Balance Sim 卡余额 

Sim Rest Time Sim 卡剩余呼叫时间 

2.1.2 sim 卡信息 

在 sim 卡信息页面显示了各个 sim 卡的状态，包括在对接无线网关上分配的端口、sim 卡电话

号码、话费余额、查询时间，可以将这些数据导出为 txt 格式的文档。 

图 2-1-2 sim 卡状态 

 

2.1.3 登录设置 

这里可以修改“Web 登录设置”和“SSH 登录设置”。如果你已经改变了这些设置，不需要退

出，只需要输入新的用户名和密码。你也可以指定 Web 服务器端口号。通常情况下， Web 

登录默认模式为“http和 https”。为了安全，你可以切换到“仅 https”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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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登录设置 

 

表 2-1-3 登录设置的描述 

选项 定义 

用户名 
用户名：可用字符"-_+.<>&0-9a-zA-Z"。 

长度：1-32 个字符。 

密码 
可用字符：[-_+.<>&0-9a-zA-Z]。 

长度：4-32 个字符。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以上密码 

登录模式 
http and https：点击:http://simbankIP 或 https://simbankIP 访问网关 

https：仅点击链接 https://simbankIP 访问网关 

端口 指定 Web 服务器端口号 

注意：您的 Simbank没有管理员。您可以在此定义管理 Simbank的用户名和密码。它拥有操

作 Simbank的所有权限。 

2.1.4 常规 

2.1.4.1 语言设置 

可以在系统中选择不同的语言，如果想要改变语言，在高级切换到开启，然后下载当前的语

言包，之后可以修改成所需要的语言包。然后上传修改后的语言包：选择文件和添加。设置

如下图： 

图 2-1-4 语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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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simbank 选项 

simbank 序列号一栏是本机的序列号，注册 simbank 时需要用到这一项。simbank 支持集群，

当 Net Mode 设置为 local，simbank 注册到本地使用，remote 则注册到远端，客户自己填写

服务端 ip。 

图 2-1-5 simbank 选项 

 

2.1.5 系统时间 

在系统信息——> 系统时间页面，可以通过不同的按钮（从 NTP 同步或从客户端同步）来设

置 Simbank 的时间。 

图 2-1-6 时间设置 

 

表 2-1-4 时间设置描述 

选项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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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时间 Simbank 的系统时间 

时区 世界时区，选择一个与您的城市相同或者相近的城市 

POSIX 时间 Posix 时区字符串 

NTP 服务器 1 
主时间同步服务器或主机名， 

例如：time.asia.apple.com 

NTP 服务器 2 
第一个备用 NTP 服务器， 

例如：time.windows.com 

NTP 服务器 3 
第二个备用 NTP 服务器， 

例如：time.nist.gov 

从 NTP 服务器自动同步 是否启用从 NTP 服务器自动同步时间，On（启用），OFF（关闭） 

从 NTP 同步 手动与 NTP 服务器时间同步 

从客户端同步 与本地机器时间同步 

 

2.1.6 工具 

2.1.6.1 重新启动工具 

重新启动 Simbank,当前所有通话将会被挂断. 

图 2-1-7 重启工具 

 

2.1.6.2 固件升级 

上传固件文件可以进行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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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固件升级 

 

2.1.6.3 还原配置文件 

有时 simbank 会出现一些异常，通常可以选择恢复出厂设置。 

图 2-1-9还原配置文件 

 

2.1.7 系统信息 

在信息页面，显示关于 SimBank 的一些基本信息，可以看到 simbank 序列号，软件版本，内

存使用率和一些其它有用的信息。 

图 2-1-10 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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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备注册 

2.2.1 网关 

网关页面下是已注册到该 simbank 上的网关信息，包括序列号、别名、产品名称、网关最大

可分配 sim 卡、Sim 组、使能标志、在线状态、上次心跳时间等。为了确认注册信息是否填写

正确，可以进入注册界面查看注册状态。 

图 2-2-1 网关信息 

 

表 2-2-1 网关信息描述 

序列号 无线网关设备对应的序列号，唯一 

别名 网关的备注名 

产品名称 无线网关名称型号 

网关最大可分配 sim卡 网关通道数，超出通道数将按实际通道个数来分配 

Sim 组 使用的 sim 组 

使能标志 控制网关注册到 simbank 的使能开关标志， 

“1”为“启用”，“0”为“禁用” 

在线状态 是否在线 

上次心跳时间 上一次收到心跳检测的时间 

操作 修改， 删除该条注册信息 

点击“创建新网关注册信息”进入网关的注册页面。无线网关的序列号需要在网关上取得。

如果注册中没有打开使能开关（注册时默认都是打开的），simbank 和网关都不能注册上。 

 

 

 

 

 



                                                   SimBank 用户手册 1.0 

21 

OpenVox Communication Co. ,LTD.                                                 Website: www.openvox.com.cn 

图 2-2-2 创建新网关注册信息 

 

表 2-2-2 创建新网关注册信息描述 

使能开关 关闭后 simbank 和网关都无法注册使用 

序列号 无线网关设备对应的序列号，唯一 

别名 无线网关的备注名 

网关最大可

分配 sim 卡 

一般设置为网关的端口数；大于等于网关的端口数时，分配网关端口数的

SIM 卡数给网关；小于网关端口数时，分配指定数量的 SIM 卡数给网关 

Sim 组 选择从哪一个或几个 SIM 组分配 SIM 卡给网关 

描述 不是必填 

 

2.2.2 SimBank 

simbank 页面下是已注册到该 simbank 上的 simbank 信息，包括序列号、产品名称、simbank

卡槽数、当月通话可用分钟、使能标志、在线状态等。 

图 2-2-3 simbank 信息 

 

表 2-2-3 simbank 信息描述 

序列号 simbank 序列号 

别名 simbank 的备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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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simbank 产品名称型号 

Simbank 卡槽数 Simbank 提供的卡槽数 

使能标志 1：可以使用，0：不可使用 

在线状态 已注册 simbank 的在线状态 

操作 修改， 删除该条注册信息 

点击“创建新 Simbank 注册信息”，进入 simbank 的注册界面。打开使能开关（默认都是打开

的）。除了“描述”项不是必填，其他都是必填项。 

图 2-2-4 创建新 Simbank 注册信息 

 

表 2-2-4 创建新 Simbank 注册信息描述 

使能开关 关闭后该 simbank 无法注册使用 

Simbank 序列号 序列号，唯一 

别名 simbank 的备注名 

描述 注册信息描述，可以不填 

2.3 SIM 策略 

2.3.1 策略 

策略用于 sim 卡使用过程中的切换、分配、禁用，用以应对不同运营商制定的套餐，防止因

为频繁使用或超支使用造成 sim 卡不能正常使用。设置方法是在 simbank 的页面中点击 SIM

策略进入设置页面。 

图 2-3-1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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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bank 支持对每张 SIM 卡单独进行通话计时，可设置 SIM 卡的月呼叫可用时长。注意，该

设置仅对插入该 simbank 内的卡生效。只有在呼叫限制功能开启时，超过月可用时长的 SIM

卡才会被锁定。 

图 2-3-2 新建策略 

 

策略名必填并且唯一，不可与其他策略同名。选卡顺序可选项有升序、降序、随机以及呼叫

内容等，分配时根据该项选择来优先分配 sim卡。 

切卡条件是切卡策略功能的开关，打开的话需要设置切卡策略参数，达到切卡条件后该 sim

卡会睡眠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无法分配使用。目前提供了三种切卡策略，分别为：1、呼叫

时长，2、呼叫次数，3、工作时长。按呼叫时长限制换卡开启后，设置呼叫时长，sim 卡分

配出去后呼叫超出该时间就会切换另一张卡。按呼叫次数限制换卡开启后，设置呼叫次数，s

im 卡分配出去后呼叫达到该次数就会切换另一张卡。按工作时长限制换卡开启后，设置工作

时长，sim 卡分配出去的时间达到该时长就会切换另一张卡。睡眠时间参数内容为切卡后禁

止使用的时间。以上三种切卡策略可同时打开多个，Simbank 会根据实际使用中先满足的策

略方式进行切卡。 

呼叫限制是锁卡功能的开关，打开后需要设置呼叫限制参数，达到锁卡条件后会禁用该 sim

卡，这段时间内无法分配使用，直到下个使用周期才会解锁。呼叫限制可按时呼叫时长、日

呼叫次数、日接通次数、日呼叫时长、月呼叫时长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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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刷新模式是 sim卡信息上报服务端时状态和信息的处理。 

表 2-3-1 策略描述 

策略名 唯一，不可重复 

选卡顺序 分配 sim 卡时的优先顺序 

切卡条件 
当某张 SIM卡的使用达到以下设置的某一种条件后，simbank 会自动注销

该 SIM 卡使其进入睡眠状态，并选择其他空闲的 SIM卡再次分配给网关 

按呼叫时长限制换卡 当该 SIM 卡总的呼出并接通的时长达到设置的时长后进行切卡 

按呼叫次数限制换卡 当该 SIM 卡呼出并接通的次数达到设置的数值后进行切卡 

按工作时长限制换卡 从该 SIM 卡分配到网关开始计时，达到设置的时长后进行切卡 

睡眠时间 被切换的卡睡眠时间 

呼叫限制 

当某张 SIM卡的使用达到以下设置的某一种条件后，simbank 会自动锁定

该SIM卡使其进入锁定状态，并且选择其他空闲的 SIM卡再次分配给网关，

被锁定的 SIM卡在解除锁定后才能再次被分配 

时呼叫次数限制 
当该 SIM卡每小时的呼出并接通次数到达设置的数值后进行锁卡； 

下一个整点解除锁卡 

日呼叫次数限制 
当该 SIM 卡每天的呼出（不管是否接通）次数到达设置的数值后进行锁卡； 

下一天的凌晨解除锁卡 

日接通次数限制 
当该 SIM卡每天的呼出并接通次数到达设置的数值后进行锁卡； 

下一天的凌晨解除锁卡 

日呼叫时长限制 
当该 SIM卡每天总的呼出并接通时长达到设置的时长后进行锁卡； 

下一天的凌晨解除锁卡 

月呼叫时长限制 
当该 SIM卡每月总的呼出并接通时长达到设置的时长后进行锁卡； 

在设置日期的凌晨解除锁卡 

自动重置日期 月呼叫计时的重置日期 

SIM 卡刷新模式 Sim卡状态数据刷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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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Sim 组 

Simbank 提供了 sim 卡组功能，用来设置各个网关使用指定的 sim 卡组，网关和卡组的使用关

系是一对一，一个卡组只能给一台网关设备使用。 

图 2-3-3 sim 组 

 

进入 SIM 策略——>Sim 组。新建 SIM 卡组并命名，在 simbank 序列号中选择要使用的 SIM 卡

所在的 Simbank 设备，选中 Simbank 端口，选取之前创建的策略点击保存。设置好后，网关

就会只会分配“ALL_SIM”这个卡组中的 sim 卡了，同时“ALL_SIM”卡组中的 sim 卡不会再

随机分配到其他的网关。 

图 2-3-4 创建新 sim 卡组 

 

表 2-3-2 创建新 sim 卡组信息描述 

组名 SIM 组的名字 

别名 SIM 组的备注名，保存后可修改，方便用户记忆  

simbank序列号 选择要给哪个 simbank 创建 SIM 组 

sim卡成员 选择该 simbank 中哪些 SIM 卡组成一个 SIM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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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选择该 SIM 组要使用的策略 

一张 SIM 卡只能属于一个 SIM 卡组，想要修改指定 SIM 卡所属的 SIM 卡组，必须先从原来的

SIM 卡组中将该 SIM 卡删除（取消勾选），才能加入到另一个 SIM 卡组中。 

2.4 短信 

simbank 可以指定 sim 卡发送短信，利用这个功能也可以用来查询号码和话费，更加方便 sim

卡的管理。 

2.4.1 短信发送 

进入短信——>短信发送页面，点击方框选择相应的 simbank 上 sim 卡，填写好目标号码及短

信内容就可以发送了。 

图 2-4-1 短信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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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短信收件箱 

短信收件箱页面中显示的是工具箱里发出的短信所反馈的短信内容（simbank 不会获取网关

内的短信），关机后将清空此部分内容。用户可以查看并对其进行筛选。 

图 2-4-2 短信收件箱 

 

2.4.3 工具箱 

工具箱发送短信要求填写五个参数，短信查询类型（话费查询/号码查询）、目标号码、短信

内容、匹配号码、匹配内容。收到的查询短信可以在短信——>短信收件箱页面查询。（只接

受由 simbank 发出的短信） 

图 2-4-3 工具箱 

 

表 2-4-1 工具箱描述 

短信类型 目前有号码查询和余额查询 

目标号码 发送号码 

短信内容 发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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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号码 接收号码，一般和发送号码一致 

匹配内容 匹配内容，用作查询号码和余额 

查询号码方法：目前中国电信暂不支持短信查询号码，移动和联通是支持的。移动查询号码：

BJ 到 10086；联通查询号码：CXHM到 10010。 

查询余额方法：国内三大运营商都支持短信查询账户余额。移动查询余额：ye 到 10086；联

通查询余额：YECX到 10010；电信查询余额：102到 10001。 

根据收到的短信来填写匹配内容，比如需要查询号码，收到的信息为“尊敬的客户：您本机

号码为 136xxxxxxxx，属于神州行品牌。更多套餐详情可点击…”，那么需要在匹配内容这里

填写号码前的内容“号码为”，一般来说，填写的越多，查询结果越准确，但另一方面，为了

避免匹配内容过长，消耗过多时间在匹配上，规定此处填写的匹配内容不超过十个汉字。 

在使用 simbank 工具箱的话费查询和号码查询前，最好先用网关收发短信功能确定收到的短

信格式，确定好匹配内容。 

2.5 网络配置 

2.5.1 网络设置 

点击网络配置，进入网络设置页面。有两种可选类型设置 LAN口 IP：出厂和静态。出厂是默

认的类型，IP为 172.16.100.1。当选择类型是“出厂”时，这个页面不可编辑。将类型选择

为“静态”，IPv4设置中设置好 IP地址、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DNS，最后保存即可。 

图 2-5-1 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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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 网络配置描述 

选项 定义 

接口 网络接口的名称 

类型 

获取 IP 的方法  

Factory：通过插槽号获取 IP 地址（系统信息验证插槽号） 

Static：手动设置网关的 IP 

MAC 地址 网络接口的物理地址 

IP 地址 网关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网关的子网掩码 

默认网关 网关的默认 IP 地址 

DNS 服务

器   

列表 DNS IP 地址，这个信息来自您的本地网络服务提供

商，您可以填写四个 DNS 服务器。 

2.5.2 Oplink 

当网关和 simbank 不属于同一局域网的时候无法直接访问，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OPlink 功能

来实现两端的连接。simbank 通过网络配置——>OPlink 进入如图 2-5-2 所示页面进行配置，

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连接成功后可以看到下方的连接状态显示绿色的已连接的提示。 

图 2-5-2 OPlink 

 

无线网关端对应更改注册配置，在模块——>Simbank 页面里将网络模式设置为 OPlink，在这

种连接方式下，注意 Node ID 不可以和注册到同一 simbank 里的其他网关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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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无线网关端配置 

 

在使用 OPlink 连接时，如遇网络延时过大造成远程卡无法使用属于正常现象，请更换服务器

或者优化网络环境后再行使用。 

2.5.3 工具箱 

用于检查网络连接，在 web 用户界面支持 Ping 命令和路由跟踪。 

图 2-5-4 网络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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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系统日志 

2.6.1 服务端日志 

图 2-6-1 服务端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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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客户端日志 

图 2-6-2 客户端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