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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卫生·

加密二维码技术在国境口岸传染病监测
体检单证中的应用

叶健忠，张妮奇，刘春芳，李微，李东晓，刘君，辛本强，刁慕言

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广东 深圳 518033

摘要：目的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单证信息防伪，打击国境口岸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制假行为。方法 将加密二维码

技术应用于口岸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管理中。结果 实现国境口岸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原始信息的携带、自动传

递、防伪以及单证快速准确查验。结论 实现加密二维码在口岸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中的应用，加强国境口岸传染

病监测体检单证的管理，杜绝假冒单证，加强了传染病监测力度，有效防止传染病传入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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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encryption two-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in medical
document of examin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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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nsure the medical document and information safety and reliable, combating counterfeiting
behavior in medical document of examin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 surveillance through technical means. Method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ncrypted two-dimensional code technology was used in the medical document of examination for
management. Results To achieve the original information carrying, anti-counterfeiting function, and fast and accurate
inspection of medical documents at the frontier port.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medical documents effectively, stop counterfeiting behavior, enhance communic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prevent
communicable disease spreading through the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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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人类传染病的流行也呈

现全球化趋势，2003 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2009
年甲型H1N1流感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公众

心理和政治造成的严重影响，把公共卫生的地位提

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预防与控

制的诸多问题。国境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作为我国卫

生预防与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防止传染病

由国境口岸传入传出、保护经济安全和公众健康的

神圣使命，如何有效地防止传染病经口岸传入传出,
是卫生检疫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工作实际阐述了

将二维码技术应用于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管理，确

保了健康检疫单证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在提高传染

病监测的执法力度的同时，有效地防止了传染病经

国境口岸传入传出。

1 背 景

国境口岸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为出入境人员的

重要证件之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染病监测

体检单证存在多种制假、仿制现象，而现有的传染病

监测体检单证尚无特殊防伪措施，同时缺乏切实可

行的技术手段可供口岸卫生检疫查验、公安局、外专

局等执法部门快速鉴别，给实际工作带来不便。据

了解，目前发现的制假、仿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篡改证书的基本信息，二是篡改证书的体检信息。

为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来完善出入境人员传

染病监测体检单证的防伪制作与鉴别，从而从根本

上完善和加强出入境人员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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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维码的技术原理

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某种特定

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

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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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

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二维码能够在横向和纵

向两个方位同时表达信息，因此，能在很小的面积内

表达大量的信息 [1]。二维条码是不依赖计算机网络

和数据库存储、转移信息的一种方法，是信息的另一

种表示形式，是信息携带、信息自动传递、信息防伪

的理想手段。

3 二维码的技术特点

3.1 信息容量大 每平方英寸可以容纳250到1 100
个字符。在国际标准的证卡有效面积上(相当于信用

卡面积的 2/3，约为 76 mm × 25 mm), 可以容纳 1 848个

字母字符或 2 729 个数字字符，约 500 个汉字信息。

比普通条码信息容量高几十倍。

3.2 编码范围广 可以将照片、指纹、签字、声音、文

字等凡可数字化的信息进行编码。

3.3 保密、防伪性能好 具有多重防伪特性，它可以

采用密码防伪、软件加密及利用所包含的信息如指

纹、照片等进行防伪，因此，具有极强的保密防伪性

能。

3.4 译码可靠性高 普通条码的译码错误率约为百

万分之二，而二维条码的误码率不超过千万分之一，

译码可靠性极高。

3.5 修正错误能力强 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

纠错理论，如果破损面积不超过 50％，条码由于沾

污、破损等所丢失的信息，可以照常破译出丢失的信

息。

3.6 容易制作且成本很低 利用现有的点阵、激

光、喷墨、热敏等打印技术，即可在纸张、卡片等表

面上印出二维条码。由此所增加的费用仅是油墨

的成本，因此，二维条码人们又称是“零成本”技

术。

4 二维码技术在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中的应用

二维码技术作为一种健康证书的防伪方式嵌

入到出入境体检管理系统中，通过将体检者的个

人基本信息和关键体检信息进行编码，生成唯一

的二维码，并将其打印在证书的最后一页，作为针

对该证书的防伪标志。任何时候，只要使用二维

码扫描枪或者 PDA 扫描枪对二维码进行解码，即

可核对该二维码与证书的信息是否一致，起到防

伪的作用。

4.1 二维码单证生成流程图（图1）

4.2 二维码在单证上的样式图 以《健康证明书》为

例（图2）。

图1 二维码单证生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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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健康证明书》的二维码样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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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二维码校验流程（图3）

4.4 单证中二维码解码效果图 以《健康证明书》为

例（图4）。

5 应用效果

该项目在深圳国际旅行保健中心应用以来，系

统稳定、数据完整、流程畅顺。实现深圳口岸传染病

监测体检单证原始信息的携带、信息自动传递以及

信息防伪，达到单证快速准确查验，杜绝假冒单证。

6 讨 论

随着近年质检系统信息化工作的深入，特别是

《国际卫生条例（2005）》对卫生检疫工作的新要求，

及检验检疫系统各单位的积极推进卫生检疫信息化

建设[2-9]，检验检疫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使国际旅行

卫生保健中心和口岸局的信息共享成为可能，数据

共享为口岸查验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制假行为。但是，系统外的执

法把关部门，如公安局、外专局等无法通过共享查

验，仍为单证制假提供可乘之机。

二维条形码是新兴的信息传输载体,起源于 20
世纪 90年代[10-11]。作为高安全性、高信息容量、低成

本的高端主流条码信息载体方案，二维码有着巨大

的推广应用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前景[12]。如今，二维码

在全球的发展已如火如荼[13-16]。

该项目首创性地将加密二维码技术应用于国境

口岸传染病监测体检单证管理中，实现国境口岸传

染病监测体检单证原始信息的携带、信息自动传递

以及信息防伪，达到单证快速准确查验，杜绝假冒单

证。该项目对国境口岸传染病单证制假分子具有很

强的威慑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

法》的有效实施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有效提高了传

染病监测的执法力度，防止传染病的跨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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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二维码校验流程图

图4 健康证中的二维码解码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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