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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the 

Things and the Mobile Internet, QR code, a method of information storage as well as an entrance to the mobile 

internet, has been applied widely gradually. However, the means of QR code to spread are mainly in graphical 

paper printing, which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expand to interact with users. This paper will, based on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mode of service design, around the feature of the QR code, put forward creatively that 

display the QR code dynamically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intelligent display terminal. Combining with the 

new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user scanning the code and the interestingness of the code. 

Structure the on-line and off-line products service system. Structure the cloud to end service busines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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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二维码作为一种信息存储手

段与移动互联网入口逐渐得到广泛应用。而现有的二维码传播手段多是平面纸媒印刷的形式，不

具备与用户交互的扩展能力。本文基于服务设计的创新思维模式，围绕二维码的特性，创造性地

提出使用智能显示终端对二维码进行动态显示，并与新兴的交互技术相结合，增大用户扫码概率

和互动趣味性，并围绕二维码，构建相关线上线下产品服务系统和从云到端的服务商业模式。

【关键词】二维码；服务设计；智能终端；物联网；移动互联网

1 设计背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现在正在面临第三次

工业革命的到来，物联网技术兴起，而二维码的

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让物联网由“概念”转向“实

质”。它是物联网时代真正来临的标签。二维码作

为一种信息存储手段与移动互联网入口，在移动

商务市场的应用前景极其广阔。

现有的二维码传播手段多是平面纸媒印刷、

定制或租用广告灯箱、定制 Led 灯箱等形式，其

缺点包括：更新速度慢、成本高、显示内容灵活

度低。传统媒体传播的二维码不具备与观众交互

的能力，对于观众的吸引力较小，扫码率较低，

极大地限制了二维码的推广。商家通常花费了较

高成本进行制作，却只能若干次使用便作废，给

很多商家带来了诸多困扰。

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以二维码为基础的新

产品、新服务、新系统带了拓展空间，小小的二

维码背后蕴藏了无限的可能性，会给人们的信息

接收方式带来用户体验的提升。二维码的智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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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与在线云服务相互结合将作为信息传播的新载

体和平台，成为商家、展商吸引客户人流、提高

信息传播的有效手段。

因此我们将设计的目标用户定义为商家，希

望为商家提供能够提高二维码信息扫描率、二维

码信息传播的灵活性及交互性，增加对消费者吸

引力的智能服务系统，以此来增加商家和消费者

的互动，优化和改良以二维码为主体的传播系统。

1.1 目标用户

二维码在人们生活中的用途越来越多，其商

业价值也不断凸显，成为很多商家的新宠。

目前二维码在商业购买行为过程中主要应用

于以下四个方面：

（1）传递信息。如商家网站、产品介绍、质

量跟踪等。

（2）电商平台入口。顾客线下扫描商品广告

的二维码，然后在线购物。

（3）移动支付。顾客扫描二维码进入支付平台，

使用手机进行支付。

（4）凭证。比如团购的消费凭证，促销优惠

券下载或使用等。

基于 O2O 模式下的二维码购物已被 1 号店、

淘宝网、京东商城等主流电商广泛应用到户外广

告中，随处可见的地铁、公交站台广告上二维码

购物“虚拟超市”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除电商

之外，众多实体商家也将他们的产品发布、促销

信息、优惠政策等通过网上信息发布与线下二维

码入口相结合，O2O 模式下二维码有效地提升了

营销活动的趣味性、参与的便捷性，吸引了众多

消费者参与品牌的活动，进而与品牌企业建立互

动关系。

对于商家而言，每个商家都希望自己的商品

或服务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宣传和销售，二维码

作为重要的营销手段之一，广泛出现在海报、传单、

商户网页上，希望通过消费者扫描二维码获取商

品信息，参与促销，提高销售额。而现阶段的二

维码主要为静态平面图形，并且缺少视觉设计感，

与商家的整体视觉设计没有统一性，对于消费者而

言缺乏视觉吸引力及交互性，消费者扫描率较低。

1.2 设计目标和定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以商家与客户提供最有

效的信息传播服务系统为研究对象设计目标，在

对商家和消费者进行访谈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

消费者用户行为和购买决策过程的特点，明确消

费者在做出购买决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需求，

利用服务设计和交互设计的方法，依托成熟的交

互硬件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提出新的二维码信息

传播方式、服务系统和交互设计解决方案。

2 调研过程

在用户调研中，采用了观察和访谈的方法。

对消费者进行观察，有助于了解消费者在消费过

程中的行为特征和交互流程，调研的成本较低，

适合在项目初期采用。在项目深入阶段，采用对

店员、消费者深入访谈的方法，在真实环境中了

解用户真实的情况及用户的心理和想法，通过深

入访谈能够发现观察法无法提供的设计创新机会。

2.1 调研过程与分析

服务设计关注核心利益相关人的意见，而不

是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只关注最终数据价值而忽略

个人价值。此次案例研究的重心是要通过提高二

维码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改变商家信息的展示

方式来提高销售业绩，因此将以关注用户行为为

中心，对每一位受访者的反馈给予同样的重视，

这也是服务设计的核心特征之一。

我们对北京市的 12 处百货大楼、商业街的各

类商店及售货员、消费者进行了观察和走访，调

研地点覆盖了北京君太太平洋百货、大悦城、中

友百货、枫蓝国际、新街口大街、五道口等商铺、

商厦集中的地区。通过观察商铺内装潢和陈设，

我们发现，每家商店根据自身的品牌定位和设计

风格，装修和陈设各有特色，但促销信息的展示

较为简单，主要为以下几种：

（1）少部分商家会根据活动内容设计海报张

贴在店铺里、商场人流较为密集的地方。

（2）制作成灯箱，根据促销活动更换灯箱内

的广告彩页。

（3）制作为宣传单页、卡片等印刷品派发给

行人。

（4）制作简单的手绘 pop 海报贴在对应商品，

方式较为随意。

（5）餐饮店会将他们的优惠券下载二维码等

促销信息贴在餐桌上，更换不干胶时比较麻烦。

（6）制作成海报张贴在地铁、公交等人流量

较大的地方，这种方式造成的生产、租用和管理

成本都非常高。

2.2 问题整理

经过整理，可以发现二维码在帮助商家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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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消费过程中存在以下的问题：

（1）现有的平面二维码表现形式单一，以黑

白两色为主，缺乏设计感，且不同商家提供的二

维码之间视觉上比较相似，难以拉开距离。

（2）二维码的传播载体以纸媒、灯箱等平面

媒体为主，如需更新就必须全部重新印刷制作，

制作成本高，更新不灵活。

（3）以平面印刷媒体为主的二维码载体缺少

交互性，对消费者的视觉吸引力较小，扫码率较低。

（4）二维码不能与消费者产生真正意义的交

互行为，无法通过动态的、趣味性的方式来吸引

更多的顾客通过扫码来了解产品信息。

（5）二维码与平面设计相结合，起宣传和互

联网入口作用，但不能对消费场所的客流情况、

顾客行为、功能单一，扩展性较差，没有将二维

码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2.3 典型用户和使用情境

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建立了典型的用户与使

用情境，为下一步的设计提供帮助。

典型用户 1：张先生，32 岁，在某连锁快餐

店工作三年，现在任销售经理，他每天的工作需

要对销售方案进行策划，还需要对销售量、客流

量进行分析，用以指导他的销售策略。

情境 1：信息的发布

张先生新制定了这一季度的套餐团购活动和

优惠券，他先将所有促销信息更新到快餐店官网，

与以往需要将二维码制作成海报印刷不同，现在

张先生在二维码生成网站上，将促销活动和优惠

券下载分别生成二维码，并且添加了网站提供的

小动画，输入动画里的文字显示内容，设计好二

维码和动画的交替频率时间，等等，生成了网站

制定文件。他将这个文件通过优盘拷进二维码控

制盒，显示屏就自动开始播放二维码。一个显示器

可以轮流显示若干个二维码，每次需要改变促销活

动时，张先生直接通过网站设计好显示内容，不用

再一次次印刷海报和宣传单，极大地节省了成本。

典型用户 2：小叶，22 岁，是北京某高校的本

科学生，平时很爱和同学一起出去吃北京城的美食，

经常在团购网站团购或在一些官网下载优惠券，但

经常会因为时间等原因囤积了一些优惠券用不完。

情境 2：扫描二维码直接获取优惠券

小叶今天和同学在某商场逛街，中午的时候

走进了一家餐馆，正在看餐牌的时候看见在点餐

台上放着一个好看的盒子正在播放一些动画，她

们靠近后，显示内容竟然变成了一个二维码，她

们感到很好奇，于是拿出手机扫描了一下，直接

链到了该餐馆的官网，并提示是否需要下载优惠

券，小叶觉得还不错，便下载了下来，直接在就

餐时就能使用了。

3 服务系统创新方案设计

3.1 方案设计

通过调研和问题分析，进入设计定位和解决

方案阶段。根据以上结论，作者得出设计原则：

互动和体验。

设计方案着重考虑商家从产品信息发布到用

户获取信息的整个流程，利用 RFID、物联网、云

服务等技术打造一个具有与消费者智能互动能力、

帮助商家自助完善产品信息、有效发布产品信息

的智能服务系统，将二维码通过互动性、趣味性、

科技感和人性化的方式展现给消费者，从而吸引

消费者了解该产品。

本设计的整体产品结构由线下及线上两条产

品线构成。

（1）线下产品，即二维码智能控制盒。对于

普通商家，二维码智能控制盒有基本款造型可供

顾客挑选；对于有更高要求的顾客，也可根据自

己的要求进行定制造型，成本将会有所增加。二

维码控制盒内置的传感器（距离、温度、湿度传

感器等）可对数据进行收集综合，从而掌握公共

场所的人流量，控制盒根据传感器监测的数据进

行不同的动态内容显示。显示内容以二维码为主

体，根据实时客流情况不停变换显示动态内容，

通过提高显示内容的趣味性和与顾客的互动性，

吸引顾客前来了解信息。服务蓝图如图 1 所示。

与此同时，控制盒内置传感器还能检测温度、

湿度等环境信息，为公共场所的资源开发提供重

要的参数信息，也可为商家提供重要的商业数据，

如客流量、高峰期、顾客停留时间等数据，用于

指导商家制定具体措施。

二维码智能控制盒具有目前纸质平面所不具

备的交互互动性，可广泛用于商场、地铁等人流

密集的场所进行广告宣传。

（2）线上产品，即在二维码智能控制盒背后，

支持整个服务闭环的云端系统。具体来说，商家

在购买二维码智能控制盒后，可以通过访问官方

网站进行宣传网页的定制，系统可将宣传内容模

块化，顾客只需像搭积木一样搭出自己需要的页

面即可生成二维码导入线下产品进行使用；云端

系统为顾客定制页面的保存和访问提供支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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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证了二维码智能控制盒的使用。同时，通过

控制盒内的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也可以实时传输到

云端系统，为商家呈现数据分析情况，如图 2 所

示。

Figure 2. QR-code control box and cloud services
图 2. 二维码控制盒与云端服务

二维码的产品闭环是由线下及线上两条产品

线构成的。线下产品提供普通款和定制款的实体

产品供应，运营人员主导整个线下产品线的实施，

设计师支持运营人员完成用户需求。线上产品，即

在二维码智能控制盒（见图 3）背后，有云端服务

系统提供后台服务，消费者可以享受通过直接扫描

二维码进入商家官网、了解产品或促销信息、下载

优惠券等服务。

Figure 3. Renderings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3. 二维码智能控制盒效果图

3.2 方案表达

设计目标集中在如何利用智能化的技术手段

将二维码有效表达，因此，我们将概念深化的目

标设定在二维码智能控制盒的设计方面。

（1）外观：根据对商场环境的观察，在外观

设计上保持一定的现代感，同时不会与各商家自

身的装饰风格相冲突。对于普通用户，二维码智

能控制盒有基本款造型可供顾客挑选，包括多种

颜色，如图 4 所示；对于有更高要求的顾客，也

可根据自己的要求进行造型定制设计，包括可以

定制表面喷绘和商家 logo 等服务。

Figure 4. Color Series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4. 二维码控制盒色彩系列

（2）功能：通过二维码智能控制盒将二维

码画面和对应的广告信息画面存储在智能终端

上。上述二维码对应的广告信息包括：表情符

号、文字信息、图片、视频中的任意一种或者

任意组合。内部显示内容可以由商家在云端网

络自行定制，通过 U 盘传输到控制盒，进行显

示操作。

Figure 1. Service Blueprint
图 1. 服务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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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External structure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5. 二维码控制盒外部结构

（3）应用：在实际应用中，二维码智能控制

盒可以放置在室内，比如商场内的平台上；也可

以放置在户外的交通要道旁的平台上，以满足户

外商业广告宣传的需求。

目前二维码智能控制盒经过造型的仔细推

敲、结构的多番优化，版本迭代已至第二代，且

已经成功制作实物手板，能够实现进行超声波测

距显示不同内容。第二代相对于第一代造型更加

美观，内部结构更加合理，显示性能更加流畅，

同时增加了多种配色方案，根据传感器感测到的

信号控制所述显示屏交替显示从存储器中读取的

画面。第一代及第二代二维码控制盒模型如图 6
和图 7 所示。二维码控制盒超声波测距模块及二

维码控制盒内部结构如图 8 和图 9 所示。

Figure 6. First model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6. 第一代二维码控制盒模型

Figure 7. External structure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7. 第二代二维码控制盒实物

Figure 8. Ultrasonic Ranging Module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8. 二维码控制盒超声波测距模块

Figure 9. Internal structure of QR-code control box
图 9. 二维码控制盒内部结构

4 结论

通过在立体媒介（二维码智能控制盒的显示

屏）动态显示二维码，实现了高效率地智能使用

二维码，扩大了二维码的使用范围。目前我们的

二维码控制盒已经在校园、展会等投入应用，但

由于技术实现原因，该版本的控制盒对二维码的

应用还没有达到最大化和最优化，相信在未来的

后续开发中，我们能加入更多的传感功能，实现

更好的功能。

灵活显示的内容增强了二维码与人交互的能

力，对于观众的吸引力较大，提高了消费者对商家

服务的消费体验。方案创造性地将交互技术、传感

技术、物联网技术融合到公共服务设计里来，具有

很大的商业潜力，同时，以体验为中心的服务设计

方法也为公共服务今后的发展开拓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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