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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产业近年内发展迅猛， 其中二
维码是物联网应用中的典型代表。 相较于
大家熟悉的一维条形码， 二维码占用的空
间更小，却具有信息密度高、数据量大、纠
错能力强、 安全性好、 支持多种文字等特
点。 二维码的这些特点使其具备巨大的发
展潜力，中国移动紧跟时代潮流，于 2011
年推出手机二维码业务， 大力推动二维码
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中国移动手机二维码业务是指以移动
终端和移动互联网作为二维码存储、解读、
处理和传播渠道而产生的各种移动增值服
务。 业务自推出以来，经过不断发展完善，
已覆盖了防伪溯源、电子票务、广告媒体、
名片等多个行业，推出了食品溯源、烟酒防
伪、二维码电子票、拍码看视频、二维码名
片等多项应用， 给百姓日常生活带来很大
便利。 同时， 中国移动推出了手机二维码
客户端供广大用户免费下载使用， 体验二
维码业务带来的便利。 客户端具有拍码、
二维码生成、二维码管理等主流功能，更是
具有拍码看视频的特色功能。

溯源防伪确保食品安全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是公众所担心和重
视的。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移动提出了完善
的手机二维码溯源防伪解决方案： 食品生
产商在生产源为食品分配二维条码； 生产
过程中， 生产厂商与质量认证机构将采集
的产品信息和认证状况等信息制成二维码
标签，粘贴在产品包装上；用户购买食品的
时候， 通过手机客户端扫码便可查询到产
品相关信息。 方案已于 2011 年在新疆阿克
苏进行落地试点，其产出的香梨、苹果等瓜
果上面将粘贴二维码溯源条码， 预计年内
制码量将达到 2000 万个，并且后期还将在
新疆全区多个地市开展农产品溯源应用。
不仅如此， 防伪溯源技术还应用在产品生
产方面， 比如中国移动为九禾化肥提供的
二维码溯源防伪系统已在实施过程中，可
以很好地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电子票务悄然流行

工作之余， 人们都会参加一些娱乐活

动去减缓压力。 中国移动与国内最大的二
维码业务商新大陆翼码公司合作， 推出了
包括影院、餐饮、旅游等多个行业的二维码
电子票业务。人们想去看电影，可以在相关
网站上进行预订， 预订成功后会收到以短
彩信方式下发的手机二维码凭证； 用户凭
借该二维码便可直接去电影院换取电影
票，或直接扫码进场。由于二维码具有强大
的防伪功能， 使得用户买到假票的几率降
到最小。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也开展了积分
兑换二维码电子票的业务，实现了麦当劳、
哈根达斯、全球通 VIP 大讲堂、国家大剧院
等电子票兑换，方便用户使用。

一键录入名片更方便

传统纸质名片的携带以及信息存储都非
常不方便，交换名片后，用户还需要将名片信
息逐一人工录入到手机中。 中国移动物联网
官网二维码专区和手机二维码客户端提供了
二维码名片制作功能， 用户可根据自己需要
制作各类个性化的二维码名片。名片将姓名、
联系方式、电子邮件、公司地址等信息集成到

二维码图中， 用户只需使用手机二维码客户
端扫描名片上的二维码即可一键录入名片上
的信息，极大地方便了用户，节省了时间。

电子媒体由“静”变“动”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普及， 传统的平
面媒体不断受到新兴多媒体的挑战， 平面媒
体有借助新技术向多媒体发展的强烈需求，
而二维码技术可以作为二者之间的良好媒
介。 中国移动推出的二维码视频广告业务将
二维码、视频、平面广告三个元素有机结合在
一起， 用户通过拍摄平面广告上的二维码图
即可观看到动态的视频。 这种产品将会改变
平面媒体现有的广告模式， 将传统的平面广
告由“静”变“动”，给用户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拍码购物引领购物新模式

时下网购已经成为最流行、 最便捷的购
物方式， 但现有网购受到了地点和网络的限
制。中国移动推出了拍码购物解决方案，开辟
了一种新的购物模式： 用户通过扫描商品广
告上的二维码进入到购物平台， 可以了解到
商品的信息、货源情况、折扣活动等，并且可
以直接完成商品的支付购买， 既方便快捷又
安全可靠。用户不再受时间、地点和网络的限
制， 只要通过手机拍码客户端轻松一扫就可
完成所有购物环节，不论在哪里，想拍就拍，
想买就买。

据悉，二维码因其诸多优势，近年来在
国内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二维码已普遍应
用的日韩相比， 国内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二维码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从日韩发展
经验和当前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来看，手机
二维码未来将朝以下方向发展：一是与人们
的“衣食住行言”结合更加紧密。纵观当前发
展迅猛的微博、 美食推荐等移动互联网应
用，无一不是与大众生活的“衣食住行言”紧
密结合在一起。 可以期待，未来的手机二维
码业务将会有更多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应
用， 让人们切实体会到二维码带来的乐趣、
便利与实惠。 二是与后端服务结合更加紧
密。二维码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太大的价值，
它的价值更多是作为后端服务的一个入口，
是用户与后端服务之间的桥梁。比如拍码购
物，二维码只是作为入口，最主要的是通过
拍摄二维码，能够便捷地进入购物平台完成
商品的支付购买。 不断发掘、整合更优质的
服务将是手机二维码的发展方向。

中国移动手机二维码就在我们身边，如
果大家感兴趣，赶紧下载手机二维码客户端，
拿起手机去寻找那些可爱又神秘的小方块，
体验“魔码”的神奇吧！ ■李媛婧 李为 洪潜

手机二维码，“魔码”生活就在身边
中国移动“物联网改变生活” 纪实

近日，笔者从中国移动了解到，中国移动
香港公司将在年内启动 LTE 商用网络，从而
依托 LTE�TDD/FDD 融合组网为用户提供
高效的移动宽带服务。

据介绍，LTE�TDD/FDD 融合组网已经
成为全球移动宽带的重要演进方向， LTE 与
FDDLTE 融合组网已经正式商用。 欧洲
Hi3G 公司在瑞典和丹麦部署并商用了
TDD/FDD�LTE融合网络。 日本软银在已经
商用 LTE 的基础上， 已于今年 9 月底启动
FDD�LTE 商用网， 从而开始融合组网经营。
欧洲的 Vodafone 和 E-Plus 等公司也都同时
拥有 TDD 和 FDD 频率，并开通了融合测试
网络。

FDD（频分双工）、TDD（时分双工 )�作
为两种不同的双工方式，分别可以采用对称
和非对称的频谱，具有相当的性能 。 在 4G
网络时代，视频流媒体、交互 Web 等下行流
占据绝对优势，TDD 高容量、非对称的优势
显现。尤其在 FDD 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推动 LTE�TDD/FDD 融合组网将成为必然
趋势。

目前，LTE�TDD/FDD 融合组网已经实
现了从标准、产业链到产品的全面融合。在终

端制造商方面，华为、中兴、大唐、爱立信、诺
基亚西门子、 阿尔卡特朗讯等全球主要系统
供应商都推出了 TDD/FDD 的共平台产品，
TDD/FDD 共芯片的产品也成为国内外芯片
厂家的共同研发方向， 端到端产业已经全面
从技术上支持融合组网的发展。运营商方面，
中国移动于今年 8月正式明确了终端多模多
频段需求，将支持五模、十频段的 TDD/FDD
融合终端作为 LTE 产业长期发展的目标，为
终端产业提供了明确的产品需求， 加速引导
终端产品的推出和成熟。

作为 LTE 技术的领跑者， 中国移动一
直以来致力于推动和支持 LTE�TDD/FDD
的融合发展， 并依托 GTI 与国际运营商和
全球产业一起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TD-LTE
的加速成熟和商用。 目前， 中国移动现已
顺利完成规模试验测试工作，并正式启动了
10+3 城市的扩大规模试验网络建设工作，
年内将完成 2 万个基站的建设， 并在 2013
年年中完成扩大规模试验测试工作。 同时，
为加速 TDD/FDD�LTE 的融合，解决技术难
题，降低成本，中国移动联合厂商研发新型
基站， 丰富了 LTE 的产品类型并提升了网
络覆盖质量的手段， 为 TD-LTE 扩大规模

试验网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中国移动香港公司也已宣布在现有

FDD�LTE网络上引入 TD-LTE技术，在香港
建设 LTE及 FDD�LTE无缝双制式融合网络。
今年 6月，中国移动香港公司在杭州成功演示

全球首次 LTE和 FDD�LTE中港两地漫游，展
示了 TDD/FDD�LTE 融合网络的技术方案。
预计 2012年底， 中国移动香港公司将在香港
推出 TDD/FDD�LTE融合服务， 这将成为亚
太地区第一个双模 LTE网络。 ■霏雯

香港年内启动 LTE�4G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