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 .

(51) 国际专利分类号 ： CZ, DE，DJ，DK，DM, DO, DZ，EC, EE, EG，ES，FI, GB，
H04W8/18 (2009.01) G06F 9/455 (2006.01)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R，IS，

(21) 国际申请号 ： PCT/CN2019/108309 JO, JP, KE, KG, KH, KN, KP, KR, KW, KZ, LA, LC，LK，
LR，LS,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22) 国际申请 日： 2019 年 9 月 26 日 (26.09.2019) MY, MZ, NA, NG，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25) 申请语言 ： 中文 PT，QA, RO, RS, RU, RW, SA,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26) 公布语言 ： 中文 US, UZ, VC, VN, ZA，ZM, ZW。

(30) 优先权 ： (84) 指定 国 (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
20181 1133974. 1 2018年 9月27 日 (27.09.2018) CN 保护) ：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71) 申请人 ：惠 州 TCL 移 动 通 信 有 限公 司 (HUIZHOU NA, RW, SD, SL, ST, SZ, TZ, UG, ZM, ZW), 欧亚 (AM,

TCL MOBILE COMMUNICATION CO., LTD) [CN/ AZ,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N] ; 中 国广 东 省 惠 州 市 仲 恺 高 新 区 和 畅 七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路西86号, Guangdong 5 16006 (CN) 。 IE,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l,
(72) 发明人 :楼 项辉 (LOU，Xianghui) ; 中国广东省惠州

CM, GA, GN, GQ, GW, KM, ML, MR, NE, SN, TD, TG) 。
市仲惜高新区和畅七路西86号, Guangdong 5 16006

= (CN) 。 蔡海 (CAI，Hai) ; 中国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 本 国际公布 ：
= 新区和畅七路西86号, Guangdong 5 16006 (CN) 。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 (条约第21条 (3) ) 。

3 (74) 代理人 :深 圳 翼盛 智成 知识产 权 事务所 (普 通 合
伙 ) (ESSEN PATENT&TRADEMARKAGENCY) :

=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深南大道6021 号喜年中
= 心A座 1709-171 1, Guangdong 5 18040 (CN) 。

g (81) 指定 国 (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
兰 保护)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_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CU,

(54) Title ：METHOD FOR SELECTING VIRTUAL SIM CARD RESOURCE, STORAGE MEDIUM, AND MOBILE TERMINAL

= (54) 发明名称 ：虚拟 SIM卡资源的选取方法、存储介质以及移动终端

® (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for selecting a virtual SIM card resource, a storage medium, and a mobile terminal. The method
卜 comprises: a mobile terminal receives an acquisition request inputed by a user for acquiring a virtual SIM card resource, where the
fO request carries a location identifier; acquires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tion identifier all virtual SIM card resources corresponding thereto,

and filters according to a preset criterion all of the SIM card resources acquired; and displays to the user a virtual SIM card resource
〜 obtained by filtering.

g (57) 摘要 ： 本 申请 公 开 了 一 种 虚 拟 SIM 卡 资 源 的 选 取 方 法、 存 储 介 质 以 及 移 动 终 端， 所 述 方 法
包 括：移 动 终 端 接 收 用 户 输 入 的 获 取 虚 拟 SIM 卡 资 源 的 获 取 请 求， 其 中， 所 述 请 求 携 带 位 置 标

O 识； 根 据 所 述 位 置 标 识 获 取 其 对 应 的 所 有 虚 拟 SIM 卡 资 源， 并 按 照 预 设 条 件 对 获 取 到 的 所 有虚
拟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将筛选得到的虚拟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存储介质 以及移动终端

[0001] 本 申请要求于2018 年 9月27 日提交 中国专利局 、申请号为201811133974.1 、发明

名称为 “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存储介质 以及移动终端 ” 的中国专利 申请 的

优先权 ，其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本 申请 中。

技术领域

[0002] 本 申请涉及智能终端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存

储介质 以及移动终端。

背景技术

[0003]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全球 出境旅游 、商务等人数增长迅猛。加上智能机 的应用

普及 ，出境时用户使用手机上 网频率也越来越高 ，而 国际漫游服务费用很高。

为了避免高 昂的国际漫游费 ，虚拟 SIM卡产生并广泛推广于商用 ，虚拟 SIM卡业

务套餐既不用换卡 ，又可 以享受低价 的漫游服务 ，提高了用户体验。

[0004] 但是 目前能提供虚拟 SIM卡业务 的供应商有很多家 ，而且各个供应商不 同国家

区域 的业务套餐 内容和价格各不相 同，有些在A区域 比较实惠 ，有些在B/C/D ...

区域 比较实惠。用户所使用 的终端如果只集成 了一家虚拟 SIM卡业务 ，则用户无

法选择每个 国家 区域 的最优套餐 ；有些终端如果集成 了多家虚拟 SIM卡业务 ，则

用户需要对 比多家方案从而选择最优套餐 ，比较繁琐 ，不便于用户使用。

发明概述

技术问题

[0005] 本 申请提供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存储介质 以及移动终端 ，可实现

自动选取虚拟 SIM卡资源。

问题 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6] 第 一方面 ，本 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包括 ：

[0007]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 中，所述请求携

带位置标识 ；



[0008]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

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0009]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0010] 第二方面 ，本 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

介质存储有一个或者多个程序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

器执行 ，以实现如上所述 的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中的步骤。

[0011] 第三方面 ，本 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移动终端 ，其包括 ：处理器 、存储器及通信

总线 ;所述存储器上存储有可被所述处理器执行 的计算机可读程序 ；

[0012] 所述通信总线实现处理器和存储器之间的连接通信 ；

[0013]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程序时实现如上的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中的步骤。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4] 本 申请通过位置标识 自动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根据预设条件

对获取到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以得优选虚拟 SIM卡资源 ，以满足用户 出境时虚拟

SIM卡业务套餐需求 ，给用户 的使用带来方便。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0015] 图 1为本 申请提供 的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的一个实施例 的流程 图。

[0016] 图2为本 申请提供 的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的一个实施例 的中步骤 S20的流

程 图。

[0017] 图3为本 申请提供 的一种移动终端 的一个实施例 的结构原理 图。

发明实施例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0018] 本 申请提供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存储介质 以及移动终端 ，为使本

申请 的 目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 、明确 ，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实施例对本

申请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 的具体实施例仅用 以解释本 申请



，并不用于限定本 申请。

[0019]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 ，除非特意声明，这里使用 的单数形式“一 ” 、“

一个 ” 、“所述 ”和 “该 ”也可包括复数形式。应该进一步理解 的是 ，本 申请 的说明

书中使用 的措辞 “包括 ”是指存在所述特征 、整数 、步骤 、操作 、元件和/或组件

，但是并不排 除存在或添加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 、整数 、步骤 、操作 、元件 、

组件和/或它们 的组。应该理解 ，当我们称元件被 “连接 ” 或 “稱接 ”到另一元件时

，它可 以直接连接或耦接到其他元件 ，或者也可 以存在 中间元件。此外 ，这里

使用 的“连接 ”或 “稱接 ”可 以包括无线连接或无线耦接。这里使用 的措辞 “和 /或 ”包

括一个或更多个相关联 的列 出项 的全部或任一单元和全部组合。

[0020]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理解 ，除非另外定义 ，这里使用 的所有术语（包括技

术术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 申请所属领域 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 同

的意义。还应该理解 的是 ，诸如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些术语 ，应该被理解为具

有与现有技术 的上下文中的意义一致 的意义 ，并且除非像这里一样被特定定义

，否则不会用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来解释。

[0021]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对实施例 的描述 ，对发明内容作进一步说明。

[0022] 本 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包括 ：

[0023]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述请求携

带位置标识 ；

[0024]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

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0025]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002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0027]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器 ，其中

，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0028]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2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其中，所述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

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0030]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获取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0031]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并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反馈至移动终端。

[003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0033]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 ；

[0034]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3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所述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均配置有优先

权等级。

[003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

选 ，包括 ：

[0037] 获取移动终端 中虚拟 SIM卡资源 的历史使用记录 ；

[0038] 根据所述历史使用记录对套餐 内容进行筛选 ；

[0039] 对筛选后 的套餐 内容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4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还包括 ：

[0041]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0042]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

置标识。

[004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

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具体包括 ：

[0044]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查找所述移动终端是否配置

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

[0045] 若未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则获取第一地理位置

信息的位置标识。



[004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如 图1所示 ，所述方法包括

[0047] S10、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述

请求携带位置标识。

[0048] 具体地 ，所述 SIM卡为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 （客户识别模块）的缩写 ，并

且所述 SIM卡分别为实体 SIM卡和虚拟 SIM卡。所述实体 SIM卡为用户身份识别

卡 ，需要装配于移动终端 内使用 ，并且所述实体 SIM卡的芯片上存储了数字移动

电话客户 的信息 ，加密的密钥 以及用户 的电话簿等 内容 ，可供运营商网络客户

身份进行鉴别 ，并对客户通话时的语音信息进行加密。所述虚拟 SIM不 同于传统

的实体 SIM卡 ，不存在 SIM硬件实体 ，虚拟 SIM把 SIM信息存储在手机 的存储空

间中。其中，所述实体 SIM卡内的SIM信息用户不能更改 ，所述虚拟 SIM卡中的S

IM信息用户可 以远程更新和管理。此外 ，为了使用虚拟 SIM卡资源 ，移动终端

上可 以通过虚拟 SIM资源来实现实体 SIM功能 ，其中，所述实体 SIM卡功能可 以

包括 SIM卡文件系统 以及2G/3G/4G鉴权算法 的实现等 ，并可 以提供 SIM信息的传

输和管理功能。

[0049] 进一步 ，所述获取请求是根据用户 的输入信息生成 ，也就是说 ，移动终端接收

用户 的输入信息 ，根据所述输入信息生成所述获取请求 ，并且在生成所述获取

请求时 ，根据所述输入信息确定所述位置标识 ，以使得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

位置标识。其中，所述位置标识为虚拟 SIM卡资源 的归属地 的位置标识 ，根据所

述位置标识可 以确定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归属地 ，并根据所述 SIM卡资源 的归

属地可 以确定所述位置标识 ，即所述位置标识与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归属地存

在一一对应关系。其中，所述归属地 的划分是 以需要漫游为标准。

[0050] 同时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移动终端可 以提供一个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接 口，

用户通过所述获取接 口输入信息 ，以使得移动终端接收到用户输入 的输入信息

。例如 ，移动终端 的设置界面可 以增加虚拟 SIM卡资源 的配置选项 ，通过所述配

置选项可 以调 出虚拟 SIM卡资源 的配置界面 ，通过所述配置界面可 以输入信息。

再如 ，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配置界面可 以采用APP的形式 ，移动终端装载所述

APP , 并通过所述APP显示虚拟 SIM卡资源 的配置界面 ，所述APP还可 以用于管



理 SIM信息并写入虚拟 SIM卡 ，使虚拟 SIM卡能执行入 网操作 ，使用对应 的运营

商网络服务等。当然 ，当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以APP 形式进行管理时 ，用户通过

终端APP 才能购买并激活使用虚拟 SIM卡服务套餐 ，终端APP应用还可 以实现用

户管理 、订单购买、订单激活生效 、订单状态显示 以及其他功能。其中，所述

用户管理用于实现用户注册 ，登陆 ，登 出，修改密码等用户账号相关操作 ；所

述订单购买用于实现虚拟 SIM卡服务套餐订单选择 ，订单支付购买等 ；所述订单

激活生效用于将套餐订单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通过APP 应用写入虚拟 SIM卡模

块 ，接入并使用对应 的虚拟 SIM卡网络服务 ；所述订单状态显示用于显示订单状

态 ，如 ，未使用 ，正在使用 ，已用完等 ；所述其他功能可 以包括流量查询显示

，虚拟 SIM卡开启/关闭控制 ，使用量提醒 （订单漫游服务 已使用量达到一定百

分 比时提醒）等功能。

[0051] S20、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

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52] 具体地 ，所述位置标识对应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归属地。在根据所述位置标

识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时 ，首先确定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地理位置 ，所述地理位

置漫游 区域划分为依据确定。例如 ，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香港地 区，或者香港

等。在获取到位置标识对应 的地理位置后 ，再获取所述各运营商提供 的所述地

理位置 的虚拟 SIM卡资源 ，以得到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其

中，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过程可 以由后 台服务器进行 ，也可 以有终端设备

进行。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过程有后 台服务器进行。相应

的，如 图2所示 ，所述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0053] S21、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器

，其中，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0054] S22、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

选。

[0055] 具体地 ，所述后 台服务器可 以根据资费、覆盖 、网络质量等 因素 ，对各个供应

商提供 的虚拟 SIM卡服务资源进行对 比和筛选 ，选择其中优质资源进行集成整合



，制定成各个地 区最优套餐资源 ，提供虚拟 SIM卡服务资源和能力。也就是说 ，

后 台服务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到其对应 的地理位置 ，在查找所述地理位置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再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 比对和筛选。相

应 的，所述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

筛选具体包括 ：

[0056]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获取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0057]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并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反馈至移动终端。

[0058] 具体地 ，所述预设条件为预先设置 ，用于根据筛选 出最符合预设条件 的虚拟 SI

M卡资源。其中，所述预设条件可 以根据用户 的需求而进行调整。也就是说 ，移

动终端在接收到获取请求时 ，可 以将所述预设条件显示给用户 ，以便于用户了

解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规则。并且 ，所述预设条件处于可被选 中和修改状态 ，

用户通过选 中所述预设条件来对所述预设条件进行修改 ，并采用修改后 的预设

条件更新 已存储 的预设条件 （记为默认预设条件） ，这样可 以使得获取 的虚拟 SI

M卡资源更满足用户 的需求。此外 ，当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筛选结束之后 ，可 以

将预设条件更新为默认预设条件。

[0059] 进一步 ，所述预设条件可 以包括资费、覆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并且当所述预设条件包括资费、覆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 中的多种时 ，所述资费

、覆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均配置优先等级 ，根据所述优先等级可 以将资费、覆盖

面 以及 网络质量进行排序 ，按照所述排序顺序对资费、覆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依

次进行 比较 ，从而得到最优虚拟 SIM卡资源。例如 ，所述预设条件包括资费、覆

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 ，并且资费、覆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 的比较条件为资费优 、覆

盖面全及 网络质量优 ，并且所述资费、覆盖面 以及 网络质量 的优先权等级分别

为3、2和 1，其中，优先权等级越高表面优选权越高。

[0060] 此外 ，所述预设条件对于套餐 内容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对于套餐 内容不

同的虚拟 SIM卡资源可 以分别进行筛选 以得到多个虚拟 SIM卡资源。当然 ，对于

套餐 内容不 同的虚拟 SIM卡资源 ，可 以将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采用 同统一的单位

对各套餐 内容进行单位化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单位化后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筛



选 ，以得到最优虚拟 SIM卡资源。另外 ，还可 以获取用户虚拟 SIM卡资源 的历史

使用记录 ，根据历史使用记录对各套餐 内容进行筛选 ，再对筛选后 的套餐 内容

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当然 ，还可 以分别对各套餐 内容对应 的虚

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将筛选得到 的各套餐 内容对也得最优虚拟 SIM卡资源显

示给用户 ，以供用户选取。

[0061] 在实施例 的一个变形实施例 中，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可 以是移动终端 自行获取

并筛选。所述移动终端需要获取或更新各虚拟 SIM卡供应商提供 的虚拟 SIM卡服

务套餐信息 ，并汇总保存在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中，以便在所述虚拟 SIM卡资

源数据库 内查找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相应 的，所述根据所述位

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0062]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 ；

[0063]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64] 具体地 ，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为预先配置 ，用于存储各虚拟 SIM卡资源

运营商提供 的虚拟 SIM卡资源套餐。例如 ，如表 1所示 ，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数

据库可 以采用表格 的形成存储各运营商提高的虚拟 SIM卡资源套餐 的信息。

[0065] 表 1 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



[表 1]



[0066] 在本 申请 的另一个实施例 中，所述查询请求可 以 自动生成 ，也就是说 ，移动终

端根据其 自身所处 的地理位置 自动生成所述获取请求 ，以便于为用户推荐其所

处地 区的虚拟 SIM卡资源。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 以及筛选

过程与上述实施例相 同，其不 同之后是所述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

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的步骤可 以替换为根据地理位置信息 自动获取位置标识 的步

骤。也就是说 ，所述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

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还包括 ：

[0067]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0068]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

置标识。

[0069] 具体地 ，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为移动终端所处 的地理位置 ，其可 以通过移动

终端 自身配置 的定位功能进行获取 ，例如 ，通过移动终端配置 的GPRS功能等。

所述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为移动终端配置 的实体 SIM的归属地。其中，所述移动终

端配置 的SIM的归属地 以及移动终端所处 的地理位置均是 以国际漫游为划分条件

来确定 的。例如 ，所述实体 SIM卡的归属地为中国，所述移动终端所处 的地理位

置为韩 国，那 么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为韩 国，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为中国。并且第

一地理位置信息和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说明移动终端处于国际漫游状态 ，

进而获取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 ，例如 ，所述位置标识为韩 国。

[0070] 此外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和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还可 以判断是否 已经

配置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资源。相应 的，所述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具体包括 ：当

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查找所述移动终端是否配置所

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若未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

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则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这样可 以提高推荐

的准确性 ，避免用户重复购买同一地 区的虚拟 SIM卡资源。

[0071] S30、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0072] 具体地 ，显示给用户指 的是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在移动终端 的显



示界面上 ，并且配置有购买选项 ，这样用户通过显示界面可 以购买虚拟 SIM卡资

源。

[0073] 基于上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本 申请还提供了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

质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一个或者多个程序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

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以实现上述实施例所述 的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

取方法 中的步骤。

[0074] 基于上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本 申请还提供了一种移动终端 ，如 图3

所示 ，其包括至少一个处理器 (processor ) 20; 显示屏 2 1 ; 以及存储器 (memor

y) 22，还可 以包括通信接 口 (Communications Interface) 23和总线24。其 中，

处理器20、显示屏 2 1、存储器22和通信接 口23可 以通过总线24完成相互间的通

信。显示屏 2 1设置为显示初始设置模式中预设 的用户引导界面。通信接 口23可

以传输信息。处理器20可 以调用存储器22中的逻辑指令 ，从而实现各种功能：

[0075]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述请求携

带位置标识 ；

[0076]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

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0077]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007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处理器20执行 以下

步骤 ：

[0079]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器 ，其中

，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0080]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81]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

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处理器20具体执行 以下步骤 ：

[0082]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获取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0083]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并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反馈至移动终端。



[0084]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处理器20具体执行

以下步骤 ：

[0085]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 ；

[0086]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8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所述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均配置有优先

权等级。

[0088]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时 ，处理器20具体执行 以下步骤 ：

[0089] 获取移动终端 中虚拟 SIM卡资源 的历史使用记录 ；

[0090] 根据所述历史使用记录对套餐 内容进行筛选 ；

[0091] 对筛选后 的套餐 内容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09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 ，处理器20还执行

以下步骤 ：

[0093]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0094]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

置标识。

[0095]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时 ，处理器20具体执

行 以下步骤 ：

[0096] 查找所述移动终端是否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

[0097] 若未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则获取第一地理位置

信息的位置标识。

[0098] 此外 ，上述 的存储器22中的逻辑指令可 以通过软件功能单元的形式实现并作为

独立的产品销售或使用时 ，可 以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可读取存储介质 中。



[0099] 存储器22作为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可设置为存储软件程序 、计算机可执

行程序 ，如本公开实施例 中的方法对应 的程序指令或模块。处理器20通过运行

存储在存储器22中的软件程序 、指令或模块 ，从而执行功能应用 以及数据处理

，即实现上述实施例 中的方法。也即 ，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计算机

程序 ，所述计算机程序被处理器执行时实现 以下步骤 ：

[0100]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述请求携

带位置标识 ；

[0101]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

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0102]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010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

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0104]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器 ，其中

，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0105]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106]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

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

体实现如下步骤 ：

[0107]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获取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0108]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并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反馈至移动终端。

[0109]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

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0110]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 ；

[0111]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112]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所述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均配置有优先

权等级。

[0113]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0114] 获取移动终端 中虚拟 SIM卡资源 的历史使用记录 ；

[0115] 根据所述历史使用记录对套餐 内容进行筛选 ；

[0116] 对筛选后 的套餐 内容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0117]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 ，所述一个或者多

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还实现如下步骤 ：

[0118]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0119]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

置标识。

[0120] 在一些实施方式中，在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

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0121] 查找所述移动终端是否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

[0122] 若未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则获取第一地理位置

信息的位置标识。

[0123] 存储器22可包括存储程序 区和存储数据 区，其中，存储程序 区可存储操作系统

、至少一个功能所需 的应用程序 ；存储数据 区可存储根据移动终端 的使用所创

建 的数据等。此外 ，存储器22可 以包括高速随机存取存储器 ，还可 以包括非易

失性存储器。例如 ，U盘 、移动硬盘 、只读存储器 (Read-Only Memory，ROM) 、

随机存取存储器 (Random Access Memory , RAM) 、磁碟或者光盘等多种可 以存

储程序代码 的介质 ，也可 以是暂态存储介质。

[0124] 此外 ，上述存储介质 以及移动终端 中的多条指令处理器加载并执行 的具体过程



在上述方法 中已经详细说明，在这里就不再一一陈述。

[0125] 最后应说明的是 ，以上实施例仅用 以说明本 申请 的技术方案 ，而非对其限制 ;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 申请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本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 ：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

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 ；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 ，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

脱离本 申请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包括 ：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

述请求携带位置标识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

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根据所

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

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

器 ，其中，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

筛选。

[权利要求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通过所

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

体包括 ：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获取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并将筛选得

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反馈至移动终端。

[权利要求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根据所

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

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具体包括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

虚拟 SIM卡资源 ；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权利要求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预设条

件包括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所



述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均配置有优先权等级。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按照预

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包括 ：

获取移动终端 中虚拟 SIM卡资源 的历史使用记录 ；

根据所述历史使用记录对套餐 内容进行筛选 ；

对筛选后 的套餐 内容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权利要求 7]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根据所

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

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还包括 ：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

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

信息的位置标识。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虚拟 SIM卡资源 的选取方法 ，其中，所述当第一

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信息的

位置标识具体包括 ：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查找所述移动终端

是否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

若未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则获取第一

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

[权利要求 9] 一种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有一

个或者多个程序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

行 ，以实现如下步骤 ：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

述请求携带位置标识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

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

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

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

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

器 ，其中，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

筛选。

[权利要求 11] 根据权利要求 10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在通过所述后 台服

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

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获取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

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并将筛选得

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反馈至移动终端。

[权利要求 12]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

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

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

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

虚拟 SIM卡资源 ；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权利要求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所述预设条件包括

资费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 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所述资费

最优 、覆盖全面 以及 网络质量最优均配置有优先权等级。

[权利要求 14] 根据权利要求 12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在按照预设条件对

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

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获取移动终端 中虚拟 SIM卡资源 的历史使用记录 ；



根据所述历史使用记录对套餐 内容进行筛选 ；

对筛选后 的套餐 内容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权利要求 15] 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

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

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

者多个处理器执行 ，还实现如下步骤 ：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

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

信息的位置标识。

[权利要求 16] 根据权利要求 15所述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其中，在获取第一地理位

置信息的位置标识时 ，所述一个或者多个程序可被一个或者多个处理

器执行 ，具体实现如下步骤 ：

查找所述移动终端是否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

资源 ；

若未配置所述第一地理位置信息对应 的虚拟 SIM卡资源 ，则获取第一

地理位置信息的位置标识。

[权利要求 17] 一种移动终端 ，其中，包括 ：处理器 、存储器及通信总线 ；所述存储

器上存储有可被所述处理器执行 的计算机可读程序 ；

所述通信总线实现处理器和存储器之间的连接通信 ；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程序时实现如下步骤 ：

移动终端接收用户输入 的获取虚拟 SIM卡资源 的获取请求 ，其中，所

述请求携带位置标识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

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

将筛选得到 的虚拟 SIM卡资源显示给用户。

[权利要求 18] 根据权利要求 17所述移动终端 ，其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

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程序实现如下步

骤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生成获取请求 ，并将所述获取请求发送至后 台服务

器 ，其中，所述获取请求携带所述位置标识 ；

通过所述后 台服务器对所述位置标识对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

筛选。

[权利要求 19] 根据权利要求 17所述移动终端 ，其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

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进行筛选时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程序实现如下步

骤 ：

根据所述位置标识在预设虚拟 SIM卡资源数据库 内查找其对应 的所有

虚拟 SIM卡资源 ；

按照预设条件对查找到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进行筛选。

[权利要求 20] 根据权利要求 17所述移动终端 ，其中，在根据所述位置标识获取其对

应 的所有虚拟 SIM卡资源 ，并按照预设条件对获取到 的所有虚拟 SIM

卡资源进行筛选之前 ，所述处理器执行所述计算机可读程序还实现如

下步骤 ：

实时获取移动终端所处 的第一地理位置信息 ，并将所述地理位置信息

与其配置 的实体 SIM卡所处第二地理位置信息进行 比较 ；

当第一地理位置信息与第二地理位置信息不 同时 ，获取第一地理位置

信息的位置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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