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混合 SIM 和 ESIM 环境做好准备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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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分配网络资源

要增加每用户平均收益和每用户平均利润，通信服务提供商 (CSP) 必须最大程度发
挥网络的潜力。到目前为止，预配置方法一直用于用户身份模块 (SIM) 卡。在激活或
产生收益前，此方法通过预先分配编号计划和预先配置网络系统（归属位置寄存器 
(HLR)、客户服务、预付或后付计费平台）强制管理 SIM 卡库存。同样的方法也应用到
了日益增长的物联网 (IoT) 等市场。这甚至会对库存量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同时还
会导致每活跃订阅的收益下降。

降低成本

别担心，我们有解决办法：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HPE DSP) 产品组件。它可以
降低 SIM 卡的总拥有成本，并建立一个控制点，来提高 SIM 卡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
性。此外，还可以通过提供增值服务限制客户流失，提高客户保留率和满意度。

利用这款 HPE 解决方案，您可以实时激活新的 SIM 卡：

• 分配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和移动用户 ISDN (MSISDN)

• 关联 SIM 与 HLR/归属用户服务器 (HSS) 和其他业务支持系统 (BSS)/运营支持系统 
(OSS)

• 第一次使用时，附上报价或收费标准

这可以释放重要且昂贵的资源，避免不必要的“资源封锁”，因为只有产生收益的活
跃用户才会获得网络配置，同时系统才会为之分配所需的资源。

您也可以进一步降低 SIM 卡相关的成本。例如，可以将无流量或低流量用户视为休眠 
SIM，并根据用户的合同条款和条件以及当地电信法规，暂时停用这些用户的 HLR/HSS 
和其他 BSS/OSS。您可以将对应的 SIM 放入动态 SIM 配置库存中，直至用户重新连接
至网络。这有助于在预付客户不活跃或需要添加新 SIM 时，规避 OSS/BSS 中的 SIM 
维护成本。此外，这还可以限制客户流失，因为可以立即激活服务，邀请客户重新使
用现有 CSP SIM 卡。

在这个 SIM 和 eSIM 混合的新世界中，一方面，我
们需要通过简化传统 SIM 供应链来降低成本和提
高利润，与此同时，也需要保障敏捷性并提供新
功能，以便支持基于 eSIM 的设备发布。

在竞争极其激烈的预付市场中，我们
的实时 HPE DSP 客户平均每年激活
的用户占活跃用户总数的三分之二。
由于后端配置仅在第一次连接新预
付卡时实施，我们的客户可以将大量
重要的资源留到最后使用。

Check if the document is available 
in the language of your choice.

https://www.hpe.com/cn/zh/solutions/communications-industry-transformation
https://www.hpe.com/cn/zh/solutions/internet-of-things
https://www.hpe.com/cn/zh/solutions/telecom-network-automation
https://www.hpe.com/cn/zh/solutions/telecom-network-automation
https://www.hpe.com/psnow/collection-resources/4AA3-7277E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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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有许多 CSP 采用适合处 
理各种用例的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来实现实时激
活，大型 CSP 每个月激活的 SIM 卡可
达数百万张。

通用 SIM 的优势

利用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您可以让通用 SIM 从概念走向现实 — 
预加载通用配置文件，并且仅在激活时通过无线方式确定配置文件，以此分配 SIM 
卡。这种方式无需在库存中专门准备 SIM，还可以简化新服务的推出，缩短上市时
间。用户可以在第一次连接您的网络时，动态选择号码或订阅选项。对于您来说，这
是吸引客户注意力、提供更多个性化移动服务的绝佳机会，也是卡插入设备、处理
完第一次连接后的唯一机会。

仅为活跃 SIM 分配资源

利用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只有网络资源使用量超出给定阈值的
活跃 SIM 卡才会分配到 OSS/BSS 资源。

提高精益程度

获得更广泛的 SIM、设备和服务营销控制，同时简化 SIM 卡供应链，降低供应商或零
售连锁店的 SIM 库存成本：

• 避免非活跃 SIM 卡产生 MSISDN/IMSI 成本并控制消费，因为 MSISDN/IMSI 池是一种
稀缺服务提供商资源。

• 通过将 SIM 与适当的 HLR/HSS 相关联，避免产生不必要的 HLR/HSS 和 BSS/OSS 容
量成本，提高网络资源使用率，最大限度提高网络效率。

• 减少不同 SIM 卡产品线的数量并在首次使用时确定收费标准，从而减少支持营销
计划所需的 SIM 卡数量。

• 通过消除对地理位置编号或 HLR/HSS 规划的静态依赖，避免重复地理位置库存。

• 实现 SIM 激活过程的自动化与个性化，同时提高敏捷性。

您也可以发掘新的机会，如高端号码变现（贵宾和黄金/铂金号码），通过特定激活
流程支持不同类型的订阅和设备，例如 3G、4G 的 LTE SIM 卡，或目前的纯 5G 设备
或纯数据设备等。利用 HPE DSP，您还可以在 SIM 激活过程中，按照电信管理局的要
求，将所需的新流程作为 SIM/ID 注册的一部分进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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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 年回顾：eSIM 行业洞见（资料来源：TCA）

TCA 报告的 eSIM 发货数量 年同比增长

83%
2020

2018

1.14 亿

2019

1.69 亿
3.09 亿

资料来源：Trusted Connectivity Alliance (TCA) 网站

为 ESIM 发行做好准备

未来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消费类或 M2M 设备将采用 eSIM 技术。MNO 需要为支持这
些新型设备做好准备。这些设备不仅会带来新的用例，还会提出新的要求，如与符
合 GSMA 标准的 SM-DP+、SM-DP 或 SM-SR 等新平台进行额外集成。

随着 MNO 不再“购买”eSIM，设备制造商如今也加入这一行列，eSIM 的供应链发生
了明显的变化。相反，MNO 需要继续订购“配置文件”，并谨慎管理 IMSI 等资源分配
至这些配置文件的方式。HPE DSP 已经过扩展，可以支持这些新用例和新集成，从而
促进 eSIM 的顺利应用。

受支持的 eSIM 用例使 CSP 能够根据规定的两个 GSMA eSIM 标准，引入 eSIM 消费类 
设备以及 eSIM M2M 设备。此举将助力 CSP 满足消费类 eSIM 用例，比如 SIM 至 eSIM 
更换、eSIM 至 eSIM 更换和其他更换，以及 eSIM 配置文件管理（而不是物理 SIM 卡 
管理）。对于 M2M eSIM，它有助于 CSP 与其他生态系统成员交互。不管是其他 CSP、 
M2M SP、EUM 还是 M2M OEM 或企业，它都有助于处理这些成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各
种 eSIM 用例，例如：一家大型汽车企业将其联网汽车车队所用的服务从一个 CSP 转
向另一个。

https://trustedconnectivityallia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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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
方案支持以下场景：
• 号码和资源管理 — SIM 号码

• SIM 订购流程 — 管理与 SIM 卡供应
商的输入/输出文件交换

• 经销商管理 — 记账和 SIM 订购

• SIM 无线 (OTA) 管理 — 远程文件管
理 (RFM)、远程应用管理 (RAM)、 
OTA、HTTP 和 SMS

• 休眠 SIM — 身份验证、取消配置和
重新激活

• 电子注册 — ID 扫描、生物识别

• 销售点 (PoS) SIM 个性化 — 由 PoS 
工作人员进行 WARM/活跃 SIM 管理

• eUICC/订阅管理 — GSMA 订阅管 
理、自助门户和 eUICC 生命周期
管理

• 多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IMSI) 漫
游 — 动态 IMSI 管理、IMSI 切换、
漫游和回退小程序

表 1. DSP 用例

用例 示例 业务问题 DSP 的作用 

预付/后付活动使用过多 
MSISDN

监管机构检查 MSISDN 的使用 
情况

MSISDN 短缺或号码费用较高 MSISDN 仅分配给活跃卡；管理
由电信管理局分配的总号码池 

地理位置驱动型资源
分配 

按地区制定的 MSISDN 计划和  
HLR 

大量 SIM 卡库存和未优化的
网络资源 

根据收集的地理位置信息选择
的 MSISDN 和 HLR 

未优化的 SIM 分销链 SIM 在送抵零售店之前被盗 欺诈、客户投诉造成的收益 
损失 

分销后再启用 SIM 

按计划大量引入 SIM 卡 IoT 引入 SIM 库存成本过高 虽生产 SIM 卡，但无 MSISDN 和 
HLR 许可成本 

按照市场要求选择号码 “幸运号”或贵宾号选择 由于预先分配号码，用户只能
从当前库存中选择 

第一次连接时动态分配号码 

休眠 SIM 卡 生产 HLR 低于活动阈值的客户 未使用网络资源 从生产 HLR 中取消休眠卡的配 
置，托管在 DSP 中，直至下次 
激活 

LTE 或 5G 引入 运营商迁移至 4G 或推出 5G 运营商不熟悉通用 SIM 激活 无缝引入 (U)SIM 

MVNO 引入 运营商向 MVNO 开放网络 以 MVNO 增长模式管理网络 
的成本 

仅在 SIM 激活时产生成本 

电子注册 SIM 需要链接至经过验证的 ID 
才能激活

手动处理 自动化注册

eUICC 引入 推出 LTE 智能手表或适用于联
网汽车的 M2M eUICC

需要集成新的 eUICC 
Subscription Manager 平台或
服务提供商 — 需要更敏捷
的新流程

已按照 GSMA 规格预先集成 
eUICC Subscription Manager  
平台。
工作流程灵活性可满足 eUICC 
的新业务需求

用 eSIM 替换 SIM 用户升级使用支持 eSIM 的新 
手机

将物理 SIM 卡中的配置文件 
顺利“迁移”至 eSIM 和新 
设备

根据需要利用新的 eSIM 
Subscription Manager 平台编排
此类操作

寄存企业客户的大量 eSIM 
M2M 设备

拥有大量 100K eSIM 智能仪表的
企业希望将它们连接至特定 MNO

MNO 需要为 M2M 企业提供 
自助服务工具（UI 和 API），
以便他们自行以熟悉的方式
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支持新的 GSMA ES4 和 ES6 
接口来触发 GSMA SM 平台 
(SM-DP/SM-SR)，并为企业提
供 API/UI

将首次连接的新用户/设备
定向至特定门户

使用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等
移动数据设备的用户，在首次连
接时将定向到特定的订阅门户

识别连接至网络的特定设备， 
并需要按照特定激活流程 
处理

检测设备功能，根据业务规则
运行特定流程

OTA SIM 管理平台 刷新不支持  HTTP 或 ES6 的旧 
OTA 平台，以便引入新 eSIM

旧 OTA SIM 管理平台不符合
新市场需求

提供最先进的 OTA SIM 管理功 
能，以便支持最新用例

“Trusted Connectivity Alliance (TCA) 今天发布的市场
监控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 eSIM 显著增长，TCA 
成员总计报告的 eSIM 发货量年同比增长 83%，达到 
3.09 亿件。TCA 是唯一一家提供 eSIM 全球出货量数
据的组织，这表明他们的 eSIM 供应商成员具备很高
的代表性。

eSIM 出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全球不断推出支持 
eSIM 的新手机型号、IoT 设备和智能手表。欧洲 eCall 
倡议等法规也支持在汽车用例中增加 eSIM 部署。”
— 资料来源：TCA PR 202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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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综述

此解决方案的设计具备模块化、可定制特点。您可以根据需求快速进行更改。如果
只是在一个子系统中更改，则整个架构不会改变。另外，此解决方案高度可扩展，面
向未来，可满足未来的需求。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采用许多尖端组件，可实现无缝 SIM 配置和
激活：

• Web 图形用户界面 (GUI) 可以管理整个配置系统，以及用来存储用户信息的用户管
理模块，便于提供实时库存状态报告。

• 工作流程管理器承袭了 HPE Service Activator (HPE SA) 技术，包括 HPE Workflow 
Designer、HPE Workflow Execution Environment 以及不同组件的内置插件。所有 DSP 
模块均拥有现成的工作流程，可以快速根据具备情况定制，无需更改架构。

• 生产系统适配器与运营商生产系统连接，可实现向内激活。

• 库存可维护所需的资源信息存储库。

• 工作流程会根据检测、分配、配置和移交模板匹配客户需求，如销售点激活、自动
化激活、B2B 门户等。

• SIM Updater (SU) 目前提供 OTA 接口，用户可以在其中创建所需的 OTA 命令，然后
根据 IMSI 范围、SIM 外形规格、SIM 供应商等搜索条件在特定 SIM 集中执行命令。 
OTA 命令可用于物理和嵌入式 SIM。OTA 命令可基于用户指定的触发因素，或在自
定义 SIM 激活工作流程或配置序列内执行。DSP SU UI 还会报告每次 OTA 操作/活
动的状态。SU 还支持来自 SIM 卡的已加载或已删除小程序，以及创建应用实例。

• First Time Attach (FTA) 会在初步检测期间提供实时用户身份验证，之后会在配置过
程中向访问位置寄存器 (VLR) 提供初始用户配置文件。

• HPE TAS USSD/MAP/SMS Gateway — HPE Telecom Application Services Messaging Gateway 
基于行业标准服务器和操作系统运行，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运行，而且支持 NFV 基础 
设施。Messaging 连接器可通过各种协议发送和接收往来用户的消息，如短消息点
对点协议 (SMPP)、Direct SMS over MAP 协议和非结构化补充业务数据协议 (USSD)。 
USSD Gateway 连接器则提供基于消息的通道，用于将来自 MAP 的 USSD 消息转化 
为 HTML 格式，以便简化 USSD 应用开发。HPE TAS Messaging Gateway 同时支持 ITU-T  
和混合堆栈（基于 ANSI SCCP 的 ITU-T TCAP）。USSD 请求和通知消息均受支持。
此外，还通过 N+1 冗余提供高可用性。作为 DSP 解决方案的可选组件，HPE TAS 
Messaging Gateway 具有以下作用：

 –根据需要与最终用户进行单向或双向通信

 –借助 TAS Messaging Gateway 的 SMPP 功能，避免 DSP SIM Updater 的二进制 SMS 
涌向客户 SMSC

 –支持长 SMS

 – USSD 选项允许用户交流首选项

 –如果通过 MAP 的首次交付尝试失败，可以配置回退到客户 SMSC

• 连接管理平台 — HPE CMP 可实施 IoT/M2M SIM 订阅的自助和自动化管理。此平台
能够创建和实施差异化订阅包，以便满足 M2M 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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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享诸多功能和优势

便捷的实施 — 久经验证的技术解决方案和业务流程可提供必要的动态 SIM 配置功 
能，以便快速、轻松地实现灵活性和不受限制的服务激活。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框架利用现有和计划中的技术基础设施，减少总体投资和部署工作，进一步简化 SIM  
供应链。

久经验证的组件
• 每一天都有数十万张 SIM 卡通过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激活。

• 约有 100 家通信服务提供商已成功部署并委托 HPE SA 实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
服务。

• SIM Updater 3GPP 03.48 EF 更新已针对领先供应商和许多 SIM 卡供应商的大量 SIM 
卡产品进行验证。

不受网络/SIM 供应商限制 — 我们的解决方案基于标准第三方产品，不受任何 SIM 
卡或网络设备提供商约束。

自适应客户体验 — 此解决方案不强制使用 SIM 小程序来提供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或任何硬编码通信方法。方案非常灵活，既能支持基于 SMS、 
USSD 通知、USSD 菜单、门户、IVR、S@T 以及集成至工作流程 SIM 小程序的用户交互，
也能支持基于案例和交互需求的用户交互。

单一硬件、软件和服务供应商 — 通过 HPE，您只需单一的硬件、软件和服务供应商，
即可帮您实施先进的 DSP 解决方案。

北向访问

SIM 供应商/EUM

FTP

HPE FTA

REST/RMI

计费系统

事务管理

HPE SMS Gateway

SMPP/HTTP

CSP 管理员、
MNO 和 EUM

SIM 生命周期
管理

订阅管理

HPE DRAHPE STP

库存管理

诊断和监控

帐户管理

收费方案管理

HPE CMP 门户（管理员）

配置接口

身份提供者
SAML v2

配置子系统
(HPE SA)

eUICC 管理

号码管理

SOAP/REST

配置文件管理 凭据管理

审计管理

CMP 公司门户

设备部署管理

REST

公司管理员

REST

运维 通知

事务管理

RSPM 
(SM-DP+/SM-DP/SM-SR)

活动管理

   SOAP

NMS

邮件服务器

REST

REST/SOAP

SIM Updater

HPE CMP 组件

HPE 公司门户

CMP 集成 HPE 系统

运营商系统

DSP 解决方案

图 2.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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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路线图清晰 —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解决方案平台可确保您为未
来准备好所需的解决方案组件。eUICC 配置文件生命周期管理是支持的可选功能之
一，提供面向 eUICC Profile Subscription Manager 平台（SM-DP+、SM-DP 和 SM-SR）的 
GSMA 接口，包括连接至 HPE Remote SIM Provisioning Manager (RSPM) 的接口。

降低风险 — 利用 HPE 专业服务，可降低项目风险，缩减维护成本。

信赖久经验证的专业知识

自 2008 年起，我们便开始采用不受 SIM 限制的标准方法，为世界各地的 CSP 实施 
HPE Dynamic SIM Provisioning 产品。

凭借阵容强大的顶级产品组合，我们成为了动态 SIM 配置领域值得信赖的 IT 和网络
转型系统集成商，在市场上确立了独特的定位。

• 利用 HPE SA 提供服务和用户配置

• 利用 HLR/HSS 产品进行移动管理

• 消息传递网关

我们的解决方案不受 SIM 卡供应商限制

• 适用于任何供应商的任何 SIM 卡

• 基于网络标准，不必依靠客户端应用或小程序

• 不会对当前和未来的 SIM 卡造成任何影响，支持自适应用户界面：

 –任何类型的用户交互场景

 –可简化分配的 SMS 或 USSD 通知

 –可用于选择号码的 USSD 或 S@T 菜单

 –仅用于贵宾号码交互的 SIM 小程序

• HPE 提供完全自有的端到端解决方案，不会对现有产品环境造成任何影响：

 – First Time Attach（用于 SIM 检测和身份验证）

 – DSP 应用，包括 DSP Workflow Manager

 –配置接口的插件概念

 –内置号码管理数据库

 – HPE Telecom Application Service：Message Gateways、DSTK SIM 小程序和 S@T 嵌入
式支持

 –可通过部署 SIM Updater 可选组件，支持高级 OTA SIM Management 用例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pe.com/cn/zh/solutions/telecom-network-automation.html

做出正确采购决策。
联系我们的售前专家。

聊天 呼叫电子邮件

获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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