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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二维码整合三亚旅游资源的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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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手机二维码的特点，手机二维码技术在三亚旅游市场的应用研究，通过整合三亚旅游资源，可以提高三亚旅游
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规范旅游市场 , 积极推进三亚市旅游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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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eatures of mobile two-dimensional code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mobile two-
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in Sanya tourism market. Th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Sanya, mobile two-
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can improve efficiency and levels of tourism services, regulate the tourism market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Sanya tourism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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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选择来三亚度假旅游。但三亚旅游业发展得太快与信息化服务

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随之各种弊端被暴露出来，游客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不悦在三亚集中体现使之成为众矢之

的。因此，规范旅游服务市场、提高三亚旅游市场的服务水平和加强监督管理力度，推进三亚旅游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都是它成为真正的国际旅游岛之前必须要过的一道坎。随着智慧旅游的提出，各大企业、技术服务商纷纷进入旅游行业，

更加促进了二维码的发展及应用。条码技术是在信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集编码、印刷、识别、数据采集与处

理为一体的综合性技术。目前，由于工业中产生的数据信息量不断增加，传统的一维条码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所以二维码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1]
。

1　手机二维码简介

二维条码 [2]
（2-dimensional bar code），简称二维码，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

分布的黑白相间的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图形；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

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

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它具有条码技术的一些共性：每种码制有其特定的字符集；每个字符占有一定的宽度；具有一

定的校验功能等。同时还具有对不同行的信息自动识别功能及处理图形旋转变化等特点。

手机二维码是二维码技术在手机上的应用，将手机需要访问、使用的信息编码到二维码中，利用手机的摄像头识读。

利用手机二维码上网，为你省去了为手机上网输入冗长的网址，手机用户只需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输入二维码下面的号

码或关键字即可上网，随时下载图文、音乐、视频、获取优惠券、参与抽奖、了解企业产品信息等。同时，还可以方

便地用手机自动输入短信、识别和存储名片，实现电子地图查询定位，获取公共服务（如天气预报）等多种功能。二

维码业务为商家构筑自己的 WAP 平台提供了可能，为其他媒体提供了一个与用户随时随地沟通的方式。商家或媒体可

以搭建自己的 WAP 网站，用户对相应的二维码进行扫描后即可获取到更为生动而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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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机二维码在国内应用现状

手机二维码 [3] 在日本和韩国应用时间较早，使用的人群多，在很多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国内起步晚，但

近几年发展势头迅速，目前有几大类应用经过市场初步检验已趋于成熟，将在今后的市场中进一步得到完善和推广。

（1）积分兑换采用手机二维码的积分兑换方式后，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提出兑换申请，并到就近的兑换点兑换礼品，

更加方便用户生活。

（2）电子导诊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终端预约挂号，凭二维码电子凭证在预约时间前往医院直接取号，大大减少了排

队挂号、候诊的时间，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就医模式。

（3）电子 VIP 以二维码 VIP 电子卡替代传统实体 VIP 卡，VIP 客户只要携带手机，就可享受服务。目前全球通

VIP 易登机的系统已经在全国除港澳台地区的 62 家主要机场安装完毕。

（4）自助值机乘客购买电子客票后，登录相关网站，输入身份证号及航班等信息，便可以自行选择座位，完成自

助值机。之后，乘客只需带着手机在机场专用自助设备扫描换取实体的登机牌，就可通过安检并登机。能够更好的体

验查询、订票、登机一站式的轻松。

（5）电子提货券用电子凭证的形式替代传统的提货券，条码凭证已广泛应用到实物营销、实物派送等方面，大大

方便了商家和消费者。

（6）电子签到会议、展览、活动通知与签到，用于企业访客登记与安排。

（7）电子折扣券电子折扣券得以实现无纸化，直接发到用户手机中，使用者只需携带手机即可享受餐饮、娱乐、旅游、

百货购物服务的各种折扣优惠。

二维码应用已经慢慢走进了大众消费领域，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但对二维码在旅游行业中的研究

文章却是非常少。

3　手机二维码在三亚旅游景区的应用方案

（1）订购电子门票

首先将传统门票销售系统升级为电子票务系统 [4]
，销

售系统可以推荐多条旅游组合路线，游客也可以根据自身

的要求来选择三亚旅游景点一日游或者多日游。在线支付

完成后，凭得到的电子凭证或票据即可到三亚相对应的旅

游景点旅游观光，无需再次排队购票、无需等待、无需繁

琐验证等，用户只需使用微信或者其他软件扫描二维码即

可进行身份验证，让用户立即获得一系列完美的消费体验。

二维码门票也可以帮助游客自主的选择日期到旅游景点旅

游。通过平台将传统售票方式变为信息服务，实现景区票

务电子化，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促进旅游项目的

多元化和精细化，最终实现景区票务销售的增加和品牌的

提升。

（2）旅游公交二维码 [5] 推进公交服务水平

旅游公交二维码是利用二维码技术，在全市公交车站布设二维码，用户可以通过下载应用软件，并利用手机自带

的摄像头拍码即可到达指定的网址。每个公交站点都有不同的二维码，只要一拍就可以看到一张您所在的区域地图，

并可以随时获取周边餐饮、娱乐道路、公交信息和换乘信息。通过二维码入口，用户可以迅速浏览全市每一个公交站点、

周围的餐馆、商店、自行车站信息的网页，获取海量信息。如果用户手机没有摄像头也没关系，发送相应短信可以收

到一条链接，点击就可以访问。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逐步构成了随时随地上网的入口。有了它，就像随身带了张

三亚公交地图，到哪里坐什么车都很清楚。同时还可以对所有市内公交车及旅游大巴车分别都刷上二维码标记，可以

图 1　电子门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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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机直接对其二维码标识进行扫描，可以获取该车的基本情况及违章信息，游客可以决定是否乘坐。

（3）二维码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应用 [6]

移动支付已成为全球市场快速发展的主流趋势。游客登录到支付宝的支付页面，输入金额产生交易订单 , 商家将二

维码扫描识别之后 , 可以确认手机用户的支付宝账号和身份 , 然后用户确认就可以完成付款。亮点在于其中手机用户身

份的确认 , 支付宝采用二维码被读技术 , 使用手机客户端生成一个含有用户支付宝账户信息的二维码 , 这样就能完成用

户与商家之间面对面的网络交易支付关系确认。商家将订单以二维码的形式发到消费者手机中 , 消费者持该二维码到指

定的店 , 由该店扫描确认之后 , 消费者即可从该店获得相应的产品或服务。

另外二维码可以作为防伪码打在产品外包装上 , 消费者在扫描码之后 , 将数据提交至验证服务器 , 验证服务器返回

数据验证该产品真伪。

（4）二维码广告 [7]

二维码广告是传统媒体广告与新媒体广告的结合体，二维码广告可以在三亚市各旅游景点、公交站以及各交通工

具上进行标识，市民及游客通过手机扫描，可以使平面媒体动起来。二维码广告以二维码为介质，可以将平面媒体、

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整合起来，从多维度加深三亚作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龙头印记。在此基础上，二维码广告可

以量体裁衣，最大程度地满足国内外游客对于三亚旅游资源全面了解的需求。

二维码能离线容纳大量信息，在旅游景点中中对于无法在展示屏上显示的大量信息，通过二维码的编码即可完成，

只需用手机一扫，大量信息即刻出现，比如各个旅游景点的详细介绍及渊源点等。

（5）手机二维码在酒店及其他零售业等方面的应用 [7]

酒店在三亚旅游业发展的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随着信息化浪潮的推进，旅游信息化也在迅速发展，如今旅

游酒店也在努力提高信息化，来增强酒店的核心竞争力。

二维码电子凭证服务在酒店行业的应用，特别是酒店的会议服务，宴会服务体系中意义重大。酒店在提机构提供

会议，宴会服务的同事，可以为客户提供最方便的签到流程，最智能的统计数据，让会议宴会主办方不仅仅节省了成本，

同时为提高了会议效率，条码凭证签到系统在会议型酒店中备受青睐。同时，二维码电子凭证服务，也为酒店的促销

活动营销提供了方便快捷，传递速度更快，更精准。

二维码电子凭证在酒店行业的应用，酒店加速信息化历史发展趋势的体现，是酒店优化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确

立行业竞争力的有利利剑。二维码电子凭证技术将会为酒店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意义。

4　结束语

手机二维码技术在整合三亚旅游资源的应用研究，有利于三亚旅游企业及相关部门，真正推行三亚旅游旅游二维

码电子券，实行“吃、购、游”三位一体服务，规范旅游市场，推进旅游营销策略，提升服务水平和加强监督质量，

同时也可以积极推进三亚市旅游市场的信息化。手机二维码技术对于加快海南旅游建设，推进旅游信息化和智慧旅游，

对于真正建成具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国际旅游岛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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