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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二维码　未来无限大
          ——访灵动快拍CEO王鹏飞

文  李萌 2012年是公司的稳步增长发展阶段，我们的主要方向还是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两大领域，在研发上我们

会更加关注近场通信和增强实境等目标。

总之，灵动快拍会在2012年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产品应用并在行业应用中突破最后一公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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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热潮已经袭来，并且在不断地改

变着人们的生活，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促使二维码

技术在进一步完善、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注

意到在机场、餐厅、地铁、电影院等场所频频出现

的二维码，可以说，二维码在国内市场的应用正在

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用户对二维码的使用也渗透

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手机内的二维码扫描应

用，用户只需将手机照相镜头对着那个小小的黑白

方形花纹图案，即可马上在手机屏幕上显示对应

商品或者服务的详细信息，并享受相应的服务。小

小二维码的世界有着无限大的未来，等着勇敢的创

业者去探索、去期待，王鹏飞就是其中的一个。

说到王鹏飞的创业之路颇具传奇色彩，不同

于其他很多互联网创业者的学习与创业历程，王鹏

飞在大学时候学的是体育教育这样一个和互联网

完全不着边的专业，但是他却在毕业后将创业领

域锁定在移动互联网，他说这种创业的动力源于自

己对互联网的热爱和执着，更是一个经过思考和

交流后的决定，“毕业以后我因为对互联网的热爱

而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在最初的工作中我一直站在

用户应用的角度上思考，从而对产品及行业的发展

有了新的认识，后来经过多次学习交流才最后下定

了在移动互联网创业的决心。”

草根创业者的二次转型

大学毕业后，王鹏飞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创业

的历程，他是一个无限互联网新时代的代表人物

之一，2004年，年仅24岁的王鹏飞创办了自己的第

一个创业公司天下网，是当时互联网领域颇有名气

的手机交友网，天下网在2005～2008年异军突起，

成为手机上网用户首选的手机SNS网站，获得了上

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后来被日本手机巨头DeNA

收购。第一次成功的创业经历并没有让王鹏飞沉

溺于天下网创始人的巨大光环中，而是为他的再次

创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动力，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沉淀和调整，王鹏飞蓄势待发，等待着创业时机的

到来。

2010年3月，王鹏飞便开始为他人生的第二次

创业做准备，目标锁定在二维码领域。王鹏飞之所

以将二维码作为他第二次互联网创业的焦点，是

因为受到了第一次创业的启发，再加上他对国内移

动互联网市场发展情况的充分理解和认识，这些

因素都使他及时调整了创业的战略方向，“通过第

一次的创业使我对移动互联网的领域理解更加深

刻，于是我从第一次创业的手机交友领域转向了第

二次创业的生活应用服务方向。在战略上我还是

想结合生活来做，因为我发现用户群体在手机上

的需求越来越贴近生活，当时智能终端没有像现

在这样普及，但市场的需求已在悄然酝酿了。随着

智能终端的普及，大众群体在智能终端中的应用

需求已多样化，怎样才能把实际生活中的应用都

在智能终端中体现出来？二维码的特性无疑是智

能终端最容易让大众接受的入口，而二维码在国

内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国外市场应用已经很成熟

了，所以我在第二次创业时选择了二维码领域。”

2010年4～5月，王鹏飞开始组建团队，“到

了10月，我们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客户需求解

决方案的不同，经过深入的分析以及对行业进行

了观察与调研之后，由我们的精英团队创立的北

京灵动快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始正式成立，并

在2010年10月开发了我们的第一批快拍二维码产

品，12月时就开始进行了快拍二维码产品的推广工

作。”王鹏飞激动地为记者介绍公司成立之初的经

历，在他看来，灵动快拍的发展目标就是打造出一

个居于国内领先位置的二维码高新技术应用研发

公司，对此，王鹏飞信心十足。

聚焦二维码的新蓝海

二维码是二维条形码的一种，可以将网址、文

字、照片等信息通过相应的编码算法编译成为一个

方块形条码图案，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摄像头和解码

软件将相关信息重新解码并查看内容。从2005年二

维码正式走入中国，至今发展已经有6年了，在王鹏

飞看来，目前国内二维码领域正处于发展阶段，前

景十分广阔。“二维码现在在日本、韩国、美国等

多数国家应用非常广泛。在国内二维码现在则刚

刚起步，以后发展的领域及空间非常大，二维码行

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民众认知的阶段，

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及各项政策推动才能把二维码

的功能实实在在地应用到大众群体中。所以，对于

二维码未来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期待。”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

二维码行业在发
展的过程中需要
有一个民众认知
的阶段，也需要
社会各方面及各
项政策推动才能
把二维码的功能
实实在在地应用
到大众群体中。所
以，对于二维码未
来的发展，我们
有很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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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依赖于手机，因此移动终端的普及将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企业的营销方式和品牌塑造方式。但就

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个角色无疑将由手机来充当。

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软件的应用与普

及会与一系列的技术手段相结合才能产生足够大的

影响力，王鹏飞的灵动快拍公司中的一款产品“快拍

二维码”就是其中的一种。

王鹏飞向记者介绍，“灵动快拍主要提供无线

手机二维码增值业务及二维码企业解决方案。核

心团队由移动互联网、图像识别、数据算法、软件

技术、市场营销等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致力于为中

国手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品质以及平滑的使用体

验。我们公司的产品叫快拍二维码，从产品的研发到

使用都十分重视用户的体验，而且快拍二维码是基

于智能用户终端的产品，应用非常方便。只要在手

机上装载我们的产品，用户瞬间就可

以让的手机变成一个强大的智能二

维码扫描仪器。”

二维码作为一种从物质载体进

入互联网的快速入口，为手机用户在

获取实物信息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加快了物联网高速发展的步伐，

使传统互联网更奔放地迈向移动化。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中，灵动快拍有着

自己准确的定位，即认真倾听用户需

求，为各类客户提供贴心服务，专注

于提升产品的用户体验，不断发展和

创新二维码应用。王鹏飞带领他的团

队在二维码领域中越做越强，不断为

用户带来更多应用便利，“我们的产

品现阶段的用户量已达到600万用户，

在产品的应用研发的过程中我们在用

户体验的角度上人性化考虑得很细

致，比如一些分享及查询功能都是与

实际相结合的。下一步我们还会进一

步地优化我的们产品为大众带来更

多的生活应用。”

二维码的生活更加灵动

扫描识别率的提高是很多做二维码的公司所

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王鹏飞表示，“灵动快拍成

立了专业的研发团队对二维码、条码识别进行深

入地研究，从多个角度运用识别技术进行分析探

索，与相关专业图像识别研究机构及资深专家进

行深度交流与沟通。并把现阶段国内外多项先进

识别技术与自身产品应用特性相融合，全方位提

升二维码、条码的识别效率。”这些是灵动快拍在

识别率方面所做的突破，也是公司技术核心力量

的价值所在。

在快拍二维码应用软件的普及与推广方式

上，王鹏飞也有自己的看法，“以手机二维码为代

表的移动营销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营销

方式和品牌塑造方式，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把

营销转向手机，选择移动营销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品

牌。灵动快拍的营销方式主要是基于客户服务，做

出解决方案，做APP Store、应用商品，还有就是口

碑传播。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整个行业的发展推向良

性循环，进行整合，并将快拍二维码应用

推广到全社会，为企业和个人带来更大价

值与便利。虽然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手机

二维码的前景并不乐观，只能算是手机

媒体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性手段，但我认

为快拍二维码的前景还是一片光明的。”

目前，灵动快拍的快拍二维码一直

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停地有新版本

的推出，王鹏飞表示，“灵动快拍之前一

直没有正式地开展推广工作，我们的产品

一经上市都是大家在应用过后自行通过

口碑传播的，现在我们主要还是在增加

用户群体。”

快拍二维码在各大Android应用商店

二维码下载中排名领先、先后为淘宝无

线电子商务二维码促销、大众汽车二维

码广告营销、物流企业仓储管理、中药溯

源、邮政系统货品管理、增值税发票防伪

等领域提供了先进二维码解决方案。优

秀的应用模式可以让快拍二维码针对不

同场景体现不同的价值，王鹏飞说，“我

们分别与各大传统媒体都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引导传统媒体跨入了新媒体的领域。比如我

们与金陵晚报的合作使我们就创造了中国第一份

电子音乐报纸。我们在二维码扫码下载方面也和

各大渠道商做了多方面的合作，现在在各大电子应

用市场都会看到网站上有扫描二维码的提示，只

我们的产品现阶
段的用户量已达
到600万用户，在
产品的应用研发
的过程中我们在
用户体验的角度
上人性化考虑得
很细致



35
编辑 | 李萌 美术编辑 | 张姿

互联网天地 CHINA INTERNET
January  2012

要用户手机中装有快拍二维码扫码后就可以很便

利地直接下载到手机中了，这样用户就不用再像以

前那样输入网址或名称搜索后才能下载应用。”

“此外，二维码在食品防伪溯源方面也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大众的

深度关注，如何让大众群体检验和验证食品安全

成为了我们考虑的因素。”王鹏飞表示，“如果用户

的手机里安装快拍二维码，在各大商店只要用手

机扫码就可以追溯到此食品的安全来源。”的确，

二维码的应用已经适用于人们生活衣食住行的各

个方面，王鹏飞进一步介绍，“关于二维码电子凭

证方面的应用也十分常见，比如麦当劳的优惠券、

签到、电子优惠凭证的使用，不仅方便用户携带保

存，还可以起到低碳环保的作用。这对于商家来说

也丰富了产品销售及推广的良好途径。”

未来突破“最后一公里”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鹏飞带领着他的“灵

动快拍”成为了中国领先的物联网服务提供商，截

至2011年10月，快拍二维码用户已超过500万，单月

扫码量超过2000万，成为业内优秀的二维码识别

软件，占据超过60%的市场份额。未来，灵动快拍

还有更大的目标要去实现，也有更多的方面要去不

断完善。王鹏飞表示，“2012年是公司的稳步增长

发展阶段，我们的主要方向还是移动互联网及物

联网两大领域，在研发上我们会更加关注近场通

信和增强实境等目标。现在我们还属于创业型公

司，在盈利方面也在不断努力，2012年我们会在二

维码溯源防伪方向做一些工作，前期我们已经与其

他合作伙伴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今年会加大力

度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总之，灵动快拍会在2012年

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产品应用并在行业应用中突破

最后一公里问题。”

二维码领域的发展离不开移动互联网这个大环

境的变化，因此，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二维码领域

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移动互联网环境

中的二维码应用是结合移动互联网线上、线下链接

最好的通道。现在二维码正在被大众认知，而且效果

非常好，从现阶段行业发展来看，移动互联网是最前

端的、也是二维码应用最多的领域，未来二维码应用

的领域会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广泛。”王鹏

飞向记者阐述他对于二维码未来发展的看法，“移动

二维码将

会在未来

两年中整

体爆发，

二维码软

件将会是

智能终端

必备的工

具软件之

一，未来

二维码将

会 渗 透

到各行各

业，蓝海之大可想而知了，我觉得近两年二维码在防

伪溯源、电子凭证两大方面会是一个爆发点，随后会

扩展到各行业不同领域的应用。”

在王鹏飞的带领下，现阶段公司发展得十分讯

速，在问及在创业中积累的管理经验时，王鹏飞表

示，“在管理团队方面我们一直采用人性化管理，公

司会定期安排公司组织生日会活动、户外活动、健

康检查等多项福利，在工作休息时间我们还专门在

公司内摆设了乒乓球桌案为员工们提供放松及运动

的场所，平时公司也会定期组织中高管层与领导聚

餐，分享现阶段工作成果，探讨现阶段行业内发展

并交流分享相互沉淀的经验。”从交流中记者能够

感受到王鹏飞对他的创业团队的关怀和希望，他是

一个智慧的创业者，也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不

久前的“2011年度中国接力人物评选”中王鹏飞还

获得了“新锐创新奖”，王鹏飞具备创业者在身心方

面的强大力量，他说他之所以会加入中国接力者精

英协会，是期待之后创业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与协会

的精英们的分享，感受来自协会精英们的支持和

鼓励，“这让我感受到在创业的路上不只有一个人

在奋斗，还有协会这个大家庭做后盾，在迷茫时给

我一个指路的明灯，在疲惫时为你补充力量。”

最后王鹏飞跟创业者们分享了他的创业理念，

“先要经过学习、分析市场、并结合当前市场的应

用做足充分的工作才能投身到互联网的创业大潮

中，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人必须要有执着的动力，

铁打的团队、善于总结及创新的精神才更能够成

功。”希望王鹏飞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平坦，也希望

想要创业的人们能够更加勇敢。

在互联网领域创
业的人必须要有
执着的动力，铁打
的团队、善于总结
及创新的精神才
更能够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