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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概述及应用
陕西宝鸡金山电子设备厂  邢平立  白惠艳

食品带来的疾病结果给卫生体系造成压力，并

降低经济生产率。全球每年发生的食源性疾病数十

亿人。

2003年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

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做牵头，农业部、卫生部、质检总局、工商

总局、商务部等协同实施。

200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政府部门在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中的分工，从2005年1月1日起，农业部

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

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

环节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

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

合监督、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并且明确

要求，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科技部已将食品安全列入“十二五”重大科技

专项，并联合卫生部、质检总局和农业部，投入2亿

元对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实现“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控制。“食品安全”重大专项将从

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出发，从4个方面开

展行动，包括研究开发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与相关设

备、建立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价体系、积累食品安全

标准的技术基础数据和发展生产与流通过程中的控

制技术，力争在“十二五”末期，构建共享的食品

安全监控网络系统，包括环境和食源性疾病与危害

的监测、危险性分析和评估等。这给二维码的发展

带来机遇。

存储

二维码可以存储各种信息，主要包括：

摘要：介绍了二维码起源、原理、分类、功能和目前的应用领域情况。二维码（QR  Code）使用黑白矩

形图案表示二进制数据，是当前非常火爆的一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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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图6  《二维码存储的信息》的图片说明

网址、名片、文本信息、特定代码。

根据信息的应用方式，又可以分为：

线上应用

如网址和特定代码，更多的是线上应用。

离线应用

如文本信息和名片，更多的是线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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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通常我们所看到的以及大多数软件生成的二维码

都是黑色的，但事实上彩色的二维码生成技术也并不

复杂，并且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已有一些网站开始提

供彩色二维码在线免费生成服务了。基于二维码的纠

错功能，即使二维码部分被覆盖或丢失，扫描设备依

然能够识别出其记录的完整信息，当前已有不少“个

性二维码”的生成工具，把一些个性图案与二维码进

行合成，得到个性化并能被扫描设备识别的二维码，

这种“个性二维码”也开始流行起来。

应用

二维条码具有储存量大、保密性高、追踪性

高、抗损性强、备援性大、成本便宜等特性，这些

特性特别适用于表单、安全保密、追踪、证照、存

货盘点、资料备援、金属铭标牌等方面。

★婚礼应用

传统的婚礼要大派请柬，现在的婚礼只用发一

张二维码即可。传统的婚礼现场来宾只能围观，不

能互动。现在的二维码科技婚礼可以手机同步直播

并且在线留言。记者看到了一款二维码请柬，用手

机扫描之后，手机自动跳入新郎和新娘的空间，不

仅看到婚礼的各项信息，而且能看到新郎和新娘的

结婚照，还能留言评论收藏。

★票务销售应用

传统票务系统升级为电子票务系统的商家和代

理商，为合作者提供了从网络电商平台搭建、软硬

件集成开发、开放接口、维护等全系统的方案，建

立的电商平台直接接入各种网银平台，用户在线支

付完成后，凭得到的电子凭证或票据即可到此电商

平台的对应实体商家消费，无需排队、无需等待、

无需繁琐验证，让用户立即获得一系列完美的消费

体验。

★表单应用

公文表单、商业表单、进出口报单、舱单等资

料之传送交换，减少人工重覆输入表单资料，避免

人为错误，降低人力成本。

★保密应用

商业情报、经济情报、政治情报、军事情报、

私人情报等机密资料之加密及传递。

★追踪应用

公文自动追踪、生产线零件自动追踪、客户服

务自动追踪、邮购运送自动追踪、维修记录自动

追踪、危险物品自动追踪、后勤补给自动追踪、

医疗体检自动追踪、生态研究（动物、鸟类等）

自动追踪等。

★证照应用

护照、身份证、挂号证、驾照、会员证、识别

证、连锁店会员证等证照资料登记及自动输入，发

挥“随到随读”、“立即取用”的资讯管理效果。

★盘点应用

物流中心、仓储中心、联勤中心之货品及固定

资产之自动盘点，发挥“立即盘点、立即决策”的

效果。

★备援应用

文件表单的资料若不愿或不能以磁碟、光碟等

电子媒体储存备援时，可利用二维条码来储存备

援，携带方便，不怕折叠，保存时间长，又可影印

传真，做更多备份。

★报纸应用

二维码作为一种连接报纸、手机和网络的新

兴数字媒体，报纸利用二维码技术打造“立体报

纸”以来，看报的用户通过使用智能手机上的各

类二维码软件扫描报纸上的二维码，报纸立即

成“立体”，同时还可以轻松阅读观赏报纸的延

伸内容。国内应用二维码的报纸有《华西都市

报》、《长江日报》、《成都商报》等。二维码

应用使报纸的容量大大扩展，读报的乐趣也大大

增加，这意味着报纸、期刊已经不仅仅是平面的

新闻纸，更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3D视听影像

感受，并且为产品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资讯以及更

为便捷的购买方式，缔造了全方位的移动互联网

商务平台。

★产品溯源应用

在生产过程当中对产品和部件进行编码管理，

按产品生产流程进行系统记录。可以在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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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错误，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进行产品质量

问题追溯，比如食品安全、农产品追溯、产品保修

窜货管理。

★景点门票应用

景点门票、火车票告别传统文字纸张模式，采用

二维码进行售票、检票，提高通行效率，防止伪票。

★车辆管理应用

行驶证、驾驶证、车辆的年审文件、车辆违章

处罚单等采用印制有二维码，将有关车辆上的基本

信息，包括车驾号、发动机号、车型、颜色等车辆

的基本信息转化保存在二维码中，其信息的隐含性

起到防伪的作用，信息的数字化便于与管理部门的

管理网络的实施实时监控。

★创意应用

随 着 智 能 手 机 的 普 及 ， 各 种 各 样 的 二 维 码

（2-dimensional bar code）应用也接踵而至，看

看有哪些极具创意的二维码应用：二维码请柬、二

维码展示海报、二维码签到、二维码墓碑、二维码

名片、二维码指示牌、二维码蛋糕、二维码宣传广

告、二维码食品身份证。

会议服务

二维码会议服务，是二维码技术在移动商务服

务中的另一种应用，主要用于二维码会议签到。

主要包括：

会前：二维码彩信/短信邀请函、彩信会刊、来

宾入住安排、会议议程提示、短信温馨提示；

会中：二维码签到、彩信优惠券、短信抽奖、

短信互动、议程提醒、就餐安排等；

会后：彩信会刊、会后感谢。

大大提高了会议的签到效率，由于签到二维码

彩信识别终端设备会时时将与会记录通过GPRS传输

至二维码签到记录平台，会议的参与情况和促销活

动的效果可以做清楚的分析，真正实现会议营销的

闭环，从会议主办邀请直到 后的参与情况都会非

常高效的记录下来，这是未来势必会普及推广的会

议签到形式，不仅高效而且低碳，是移动商务领域

中的一项重大革新应用。

二维码应用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各种大小会议

活动应用二维码会务签到越来越频密，二维码加快

了签到流程，使得会议现场更加方便管理。

★电子商务应用

二维码将成为移动互联网和O2O的关键入口。

随着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线上线下并行的

互动，二维码已经成为电子商务企业落地的重要营

销载体。二维码在电商领域的广泛应用，结合O2O

的概念，带给消费者更便捷和快速的消费体验，成

为电商平台连接线上与线下的一个新通路，对于产

品信息的延展，横向的价格对比，都有帮助。

★金属铭标牌的应用

金属铭、标牌应用的非常广泛。在现今各个领

域，二维码也正越来越多渗入到一些军工、保密行

业的铭标牌制作生产当中。

手机二维码

在手机上的二维码是用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

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矩形

方阵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新一代条码技术。具有信

息量大、纠错能力强、识读速度快、全方位识读等

特点。

识读设备

二维条码的

识读设备依工作

方式的不同还可

以 分 为 ： 手 持

式、固定式。

手 持 式 ：

即 二 维 码 扫 描

枪 。 可 以 扫 描

PDF417、QR

码、DM码二维码

的条码扫描枪。

图7  手持式二维码扫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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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 式 ：

即 二 维 码 读 取

器 ， 台 式 ， 非 手

持 ， 放 在 桌 子 上

或 固 定 在 终 端

设 备 里 ， 比 如

SUMLUNG的SL-

QC15S等等。

二维码表层的信息应用很简单，与一维条码差

别不大。要实现极具商业价值的应用，必需使用二

维码深层的核心技术，也是QR二维码真正的价值所

在。QR系统管理迅速在各国企业界扩展，QR方法

成为企业实现竞争优势的工具。

专业二维码技术公司可对二维码进行定制服

务，可变换颜色、图案，甚至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

的造型。

专业的二维码应用服务不单纯有表层简单的功

能供用户作为一种基本体验，更是拥有商业价值的

后续应用。为广大企业接力二维码实现市场营销。

二维码的形成

有几种方法本地生成和在线生成，可以说非常

的简单，艺术美观的二维码稍微复杂一点，要在线

生成。

文本、短信、网址、个人名片、邮件地址、无

线网络、电话、GPS等等都可以形成二维码。

打印

二维码有印刷、打印之外，还有激光镭射方

式。一些金属及金属铭标牌、陶瓷、玻璃物件，用

传统的印刷和打印方式容易去除，达不到防伪效

果。激光镭射，尤其是曲面激光成为首选方式。国

内外一些激光机，开发的软件可以直接把二维码图

片文件读入，镭射到物件上。

发展方向

二维码的应用，似乎一夜之间渗透到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地铁广告、报纸、火车票、飞机票、快餐

店、电影院、金属铭标牌，不干胶标签、团购网站以

及各类商品外包装上。作为物联网浪潮产业中的一个

环节，二维码的应用从未这么受到关注，有专家甚至

预测，将在两三年内形成上千亿的市场空间。

定制

二维码可根据资讯内容的多少、应用的功能需

求生成码图。一般简单表层的应用可将信息内容直

接生成QR二维码使用。若作为有商业价值的应用，

想包含更多资讯内容和延伸扩展服务，就需要开发

QR二维码深层应用。

QR二维码表层应用多见于发票、车票、简单的

资讯型应用。

优点：普通解码软件解码。

缺点：信息不能修改编辑、仅限简单内容、不

能交互信息、无加密。

图8  固定式SL-QC15S

QR二维码深层应用多见于：验证、防伪、追溯、

签到、军事，更多能交互信息的商业应用服务上。

优点：用专业解码软件、加密机制不被破解、丰

富资讯内容、系统管理、可编辑修改、与用户交互信

息、更多扩展功能、具商业价值的应用；缺点：手机

应用国内标准未统一，需根据手机系统开发、下载。
下转63页

图9 艺术二维码（永远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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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的应用离不开自动识别，条码、二维码

以及RFID被人们应用的更普遍一些，二维码相对于

一位码，具有数据存储量大、保密性好等特点，能

够更好地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相结合，形成了更

好地互动性和用户体验。而与RFID相比较，二维码

不仅成本优势凸显，他的用户体验和互动性也具有

更好地应用前景。

在移动互联业务模式下，人们的经营活动范围

更加宽泛，也因此更需要适时的进行信息的交互和分

享。随着3G/4G移动网络环境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普及，二维码应用不再受到时空和硬件设备的局

限。产品基本属性、图片、声音、文字、指纹等可

以数字化的信息进行编码捆绑，适用于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物流仓储、产品促销以及商务会议、身份、物

料单据识别等等。可以通过移动网络，实现物料流通

的适时跟踪和追溯、帮助进行设备远程维修和保养、

产品打假防窜及终端消费者激励、企业供应链流程再

造等，以进一步提高客户响应度，将产品和服务延伸

到终端客户。厂家也能够适时掌握市场动态，开发出

更实用的产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 终实现按单生

产，将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

结束语

随着国内物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相信更多的

二维码技术应用解决方案被开发出来，应用到各行

各业的日常经营生活中来，届时，二维码成为移动

互联网入口真正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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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汽车仪表盘的出现，因此，高压成型和注塑

工艺将和丝网印刷结合越来越紧密，所以相对高压

成型和注塑这两个工艺来说，也将是丝网印刷目前

可以发展的一系列配套产业之一。国际汽车的发展

又是突飞猛进，现在的汽车设计完全以美观时尚为

基础，迎合现代的审美观念，在高档车型中出现了

很多三维立体的仪表盘，对丝网印刷企业来说，这

些企业必须具备高压成型设备，但是从现在上海的

丝网印刷企业现状来说，这样的两个与印刷配套的

产业都是欠缺的，基本上没有一家丝网印刷企业拥

有这样的设备与技术。所以，在与国际市场相竞争

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竞争力不够。

丝网印刷企业入门汽车行业的行业标准

根据汽车行业的特殊要求，若企业需要进入汽

车厂商零部件的采购名录，必须拥有ISO/TS16949

的认证：

ISO/TS16949适用于汽车相关产品设计和开

发、生产；相关时，也适用于安装和服务。

ISO/TS16949适用于整个汽车供应连。

ISO/TS16949适用于组织进行顾客规定的生产

件和维修零件制造的现场。支持职能，无论其在

现场或在外部（如设计中心、公司总部及分销中

心），由于它们对现场起支持作用而构成现场审核

的一部分，但不能单独获得。

此项认证每个汽车零部件企业都需要通过，但

是此项认证需要根据企业的规模（场地、从业人

员、开发能力等）、发展状况等考虑，此项认证不

仅需要满足企业标准还需要满足国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