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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 3G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 ,手机二维码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QR码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二维码 ,具

有识读速度快、纠错能力强等特点。在介绍 QR码和 base64加解密算法在 QR码中应用的基础上 ,给出了一种在 i Phone平台下的手

机二维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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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Wi th the relentless development of 3G netw orks and smart phones, The using scope of tw o-

dimensional bar code become mo re and more ex tensiv e. Q R code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 e two-dimensional ba r

code in our country , i t fea tures fast reading speed and strong er ro r co rrection abi li ty. The paper giv 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g ram of the tw o-dimensional bar code sy stem fo r i Phone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QR code and how base64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 algo ri thm apply into the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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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 ( tw o-dimensional bar code)作为一种信息

存储和传递技术 ,是按照特定的编码规则形成的平面

几何图形 ,由一个二维码矩阵图形、二维码号和说明文

字组成 ,能够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位上同时表达信息 ,

具有信息量大、识读速度快、纠错能力强等一维码不具

备的特点 [1-3]。手机二维码是二维码技术在手机上的应

用 ,是移动通信技术和二维码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 ,它

将手机需要访问和使用的信息编制到二维码中 ,利用

手机摄像头来完成识读
[3 ]
。

随着 3G网络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机

获取信息 ,在手机上输入网址比较麻烦 ,而二维码手机

上网 ,对用户来说就很方便。智能手机摄像头功能的不

断强大 ,使得人们对其潜力的开发越来越关注 ,使用手

机摄像头识读条码信息来实现服务的模式倍受青睐。

当用户看到网站上的二维码后 ,将智能手机摄像头作

为识读设备 ,只要轻松一拍 ,就可以快速登录网站 ,同

时对于网站来说 ,也提高了用户体验。本文设计出了一

种手机二维码系统 ,用户利用手机不仅可以识读在报

纸、杂志、个人名片或是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 ,实现快

速上网 ,还可以对名片、网址、电子邮件、微博等常用业

务根据用户的个性化设计生成不同内容的二维码 ,同

时可以通过微博等分享给其他人 ,为用户提供极大的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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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R码介绍

目前常见的二维码有 Data Matrix、 QR码、汉信码

等 [4 ] ,本文以 QR码为例讨论。QR码呈正方形 ,只有黑白

两种颜色 ,在 4个角落中 ,有 3个角落上印有较小的像

“回”字的正方形图案 ,称为定位点 ,用来帮助解码软件定

位。 它由包括数字码字、纠错码字、版本信息和格式信息

的编码区域和包括位置探测图形、分隔符、校正图像和定

位图形的功能图形两部分组成
[5, 6 ]
。它除了具有信息容量

大 ,可靠性高等其他二维码具有的特点外 ,还具有识读速

度快 ,纠错能力强 ,易于生成等特点。

图 1　 QR码符号结构

2　 base64加解密算法在 QR码中的应用

2. 1　 base64加解密算法介绍

base64是一种用于传输 8 bi t字节代码的编码方

式 ,它的原理是每 3个 8 bi t的字节为一组 ,转化为 4个

6 bi t的字节 ,在每个 6 bi t字节的高位添加两个 0转化

为 4个 8 bit的字节 ,每个字节对应 0～ 63中的 1个数

字 ,根据这个数字查表得到对应的可打印字符 ,即 3个

字节需要用 4个可打印字符来表示。原文字节数不够 3

的倍数的地方全用 0来补齐。Base64加解密的特点: 简

单、速度快、不可读性。

2. 2　 base64加解密算法在 QR码中的应用

在 QR码的生码与识别过程中加入 base64加解密

算法的目的是使生成的 QR码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防

伪性。生码过程是用 base64加密算法对需要编码的信

息进行加密 ,然后对生成的密文进行 QR编码 ,生成相

应的 QR图像。识别过程与之相反。

3　手机二维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手机二维码的业务主要分为两种:主读和被读 ;主

读是指手机安装扫码软件 ,用手机摄像头来主动读取

二维码。被读是电子回执之类的应用 ,如电影票、电子

优惠券、电子门票等。本文设计的是手机二维码的主读

软件 ,主要是为手机用户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

3. 1　功能模块设计

手机二维码系统主要实现解码、生码两大功能。手

机二维码的载体有纸质、图片、网站等 ,不同载体的识

别方法不同 ,所以将识别模块分为扫码识别、图片识

别、网站识别 3部分。其中解码生码的业务主要包括名

片 (通讯录 )、网址、网页书签、电话号码、短信文本、电

子邮件、微博、加密文本、地图、日程、文本、 wifi密码、

应用程序。从提高用户体验的角度又增加了历史记录、

条码分享两个模块 ,用户可以将手机端的二维码通过

短信、电子邮件分享给别人 ,也可以分享至新浪微博、

腾讯微薄。因此 ,手机二维码客户端主要实现的功能可

以划分为如下 7部分 ,其相应的功能结构如图 2。

3. 2　手机二维码识别过程

手机二维码的识别过程是生码的逆过程 ,因为手

机摄像头不是专门的二维码识读器 ,采集到的图像存

在有阴影高光区等特点 ,考虑到这些问题要做图像预

处理。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 ,在生码过程中对原有数据

进行了 base64加密 ,所以扫描到的原文必须经过数据

解密。 本手机二维码系统的识别过程为:获取图像 ;图

像处理 ; QR译码 ;数据 base64解密 ;输出结果。

其中图像处理在整个手机二维码系统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影响着系统的性能 [7 ]。图像处理的

基本流程为: 灰化度 ;二值化 ;图像裁剪与旋转 ;中值滤

波。

根据国家标准 GB / T18284-2000矩阵码 ,译码的

流程为:获取符号图像 ;识读格式信息 ;识读版本信息 ,

确定符号的版本 ;消除掩膜 ;根据模块排列规则识读符

号字符 ,恢复数据和纠错码字 ;用纠错码字进行错误检

查 ,如果发现错误则纠正 ;数据码字译码。

3. 3　系统的运行环境和开发环境

3. 3. 1　手机软硬件要求

该系统的客户端软件需要调用手机摄像头来采集

二维码图像 ,但识读二维码的准确率和速度与手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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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头和镜头的性能密切相关 ,因此对手机的摄像头和

镜头的性能就有一定的要求。又因为条码识别需要进

行大数据量的图像处理 ,因此手机要有较高的图像处

理能力。识读完二维码中的数据后 ,需要经过手机的网

络通信通道连接到二维码服务管理平台取得数据 ,因

此需要手机具有一定的网络通信能力。由此 ,需要摄像

头 API和网络通信 API的支持。

3. 3. 2　客户端开发环境

开发环境: 苹果系统 MacOS, iPhone SDK ( SDK

中包含苹果公司的集成开发环境 Xcode、 iPhone模拟

器及其他一些开发工具 )。

3. 4　扫码、生码功能的实现

扫描二维码的开源库有 ZBar、 ZXing等。 ZBar能

做一维码 (即条形码 )和二维码的识别 , ZXing只能做

二维码的识别。在此以 ZBa r作为例子来构建二维码扫

码的应用。在生成二维码的库中 QREncoder比较好

用。二维码显示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图像的大小而作

调整 ,所以需要包含系统库 QuartzCore. framew o rk。

图 3显示的是扫码和普通二维码生成后的界面。

图 3　扫码和普通二维码生成后的界面

3. 5　测试结果与分析

测试时选用了商品条码 ,本地手机相册中的二维

码图片和网站二维码各 10张 ,用 iphone4s手机拍摄样

本 100次 ,手机 CPU为苹果双核 A5处理器 800 M Hz,

16 G内存 , 800万像素 ,拍摄条件为普通光、强光、弱

光 ,结果表明都能正确识读。对名片、邮件、微博等常用

业务测试 200次 ,均能快速生码。整个过程中手机的平

均响应时间为 50 ms,最长时间为 300 ms。说明本文设

计的软件能快速、可靠地识别和生成 QR码。

4　结　论

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手机二维码系统 ,该系统

不仅仅是一个条码识别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其上承载

的各种服务可以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条码服务 ,同时

通过整洁、美观的操作界面给用户带来更好、更方便的

使用体验。本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可以接入多种服

务 ,适合在多种场合和领域使用。

参考文献:

[ 1] 徐　玲 ,蒋欣志 ,张　杰 .手机二维码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 J].计算机应用 , 2012, 32( 5): 1474-1476.

[ 2] PAV LID IS T , SWART Z J, WANG Y P. Information

encoding w ith tw o-dimensional bar codes [ J]. IEEE

Computer , 1992, 25( 6): 18-28.

[ 3] 付 峥 .智能手机二维码识别系统设计与实现 [ D ].西

安: 电子科技大学 , 2011.

[ 4] 何　宇 ,周志刚 ,卜智勇 .基于 Symbian OS智能手机的

二维码识别系统 [ J].微计算机信息 , 2011, 27( 6): 103-

104.

[ 5] 高　峰 .二维条形码手机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 D ].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 2008.

[ 6] 刘云龙 ,吕　韬 ,曾　晋 ,等 .基于 android手机的加密

Q R二维码识别系统 [ J].软件 , 2012, 33( 4): 34-36.

[ 7] 黄宏博 ,穆志纯 .基于图像处理的复杂条件下手机二维

码识别 [ J].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报 , 2011, 26( 5): 40-

44.

(上接第 54页 )

4　总　结

本文针对虚拟网络的故障探测及诊断算法展开研

究 ,通过介绍网络虚拟化 ,对其探测和诊断算法进行描

述 ,根据虚拟网络特点 ,设计出网络故障探测站部署算

法 ,并给出了算法的具体描述 ,由于篇幅所限 ,难免有

不足之处 ,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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