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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技术的发展 
 
 诞生阶段 （20年代） 

一位名叫John Kermode性格古怪的发明家

“异想天开”地想对邮政单据实现自动分

检，利用当时新发明的光电池来收集反射

光。 

 发展阶段（40-70年代） 

代表性的事件73年美国统一编码委员会 

成立，为美国产品统一的标识符号建立了

UPC条形码系统，并全面实现了该码制标

准化 

 统一阶段（1981年-今） 

EAN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改称

为“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在中国的组织是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一个完整的条码的组成次序依次为：静区（前）、起始符、

数据符、（中间分割符，主要用于EAN码）、(校验符)、终止符、

静区（后），如图  

条码的组成 
 



由条码扫描器、放大整形电路、译码接口电路和计算机系统

等部分组成。如下图 ： 

条码识别系统的构成与原理 
 



条码按维度分类 
 

• 比较普及应用，成本低，使用方
便，由于一维条码的信息容量很
小，如商品上的条码仅能容纳13
位的阿拉伯数字，更多的描述商
品的信息只能依赖数据库的支持。 

一维 

• 除具有普通条码的优点外，二维
条码还具有信息容量大、可靠性
高、保密防伪性强、易于制作、
成本低等优点。 

二维 



条码定义与码制 
 

• 条码（又称条形码）是由一组按一定编码规则排列的条、空符
号，用以表示一定的字符、数字及符号组成的信息。 

• 条码系统是由条码符号设计、制作及扫描阅读组成的自动识别
系统。 

条码定义 

• 一维条码：Code39（标准39码），Code93，Code128A，

Code128B，Code128C，UCC_EAN128，EAN13（EAN-13

国际商品条码），UPCA，InterLeaved2of5（交叉25码），

Standard2of5（标准25码），Code11，Codebar（库德巴码） 

• 二维条码：PDF417，DataMatrix，QR_Code 

常用条码码制 



 A．输入速度快：键盘输入，一个每分钟打90个字的打字员1.6
秒可输入12个字符或字符串，而使用条码，做同样的工作只需
0.3秒，速度提高了5倍。并且能实现“即时数据输入”。 

 B．可靠性高：键盘输入数据出错率为三百分之一，利用光学
字符识别技术出错率为万分之一，而采用条码技术误码率低于
百万分之一。 

 C．采集信息量大：利用传统的一维条码一次可采集几十位字
符的信息，二维条码更可以携带数千个字符的信息，并有一定
的自动纠错能力。 

 D．灵活实用：条码标识既可以作为一种识别手段单独使用，
也可以和有关识别设备组成一个系统实现自动化识别，还可以
和其他控制设备联接起来实现自动化管理。同时，在没有自动
识别设备时，也可实现手工键盘输入。 

条码技术的优点 
 



接上文 

 E.经济便宜：与其它自动化识别技术相比较，推广应用条码

技术，所需费用较低。 

 F.自由度大：识别装置与条码标签相对位置的自由度要比

OCR大得多。条码通常只在一维方向上表达信息，而同一条

码上所表示的信息完全相同并且连续，这样即使是标签有部

分缺欠，仍可以从正常部分输入正确的信息。 

 G.设备简单：条码符号识别设备的结构简单，操作容易，无

需专门训练。 

 H.易于制作：条码标签易于制作，对印刷技术设备和材料无

特殊要求。  



一维条形码 二维条形码 

可直接显示内容为英文、数字、
简单符号； 

可直接显示英文、中文、数字、符号、图
型； 

贮存数据不多，主要依靠计算
机中的关联数据库； 

贮存数据量大，可存放1K字符，可用扫
描仪直接读取内容，无需另接数据库； 

保密性能不高； 保密性高（可加密） 

损污后可读性差 
安全级别最高时，损污50%仍可读取完整
信息。 

一维与二维的区别 



条码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条码采集 
离线采集：仓储、车间、货运现场的条码扫描应用。使
用条码采集器，在仓库现场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完毕后，
通过通讯接口（一般通过串口通讯）把采集的数据传入
到ERP系统，管理系统生成相应的业务单证。 
 
在线采集：超市零售、连锁店销售、车间产品在线扫描
等场合。在线扫描方式需要在线扫描设备不PC机直接相
连，数据通过有线线路实时传递到ERP系统。 
 
无线采集：仓储、车间现场、货运、餐饮的条码扫描应
用。利用无线网络及通信技术，为条码设备提供管理系
统的数据接口，完成数据的双向传输。实现条码设备上
数据的实时查询和现场数据采集的实时校验、传递。 

»应用行业 
物流、零售、制造、电信、电力、金融、政府、交通和
医疗卫生等 

»应用范围 
包装、商品、办公、生产、机场、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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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管理：
资产的标识不
管理 

3.物料及库存管理：物
料跟踪管理，货品出入
库、上下架、货位调整、
货品盘点等的数据采集 
 

条码应用的热点需求 

2.生产管理：产品零部件是不订单号、零件种类、产品数量、
编号及工艺路线等信息相关的，希望通过对于上述数据采集
可对原材料，半成品、在制品等物料进行跟踪 

热点需求 

4.追溯产品的批号、生产日期及流转信息；控制串货 



条码管理与ERP协同、融合 

单据数据录入需要手工进行，工作量大，出错机率高，作业效率低，供应链管理、生产过
程追溯管理困难;一套ERP系统，往往丌能真正把人力解放出来，反而会增加资源，信息化
并丌代表自劢化。条码系统不ERP系统集成应用，极大提高ERP系统应用效率，补缺ERP管
控盲点。 



条码在设备资产管理的应用 

1 



固定资产 
 
资产标签设计打印 

资产盘点数据采集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 



固定资产系统的特点 
 
1.条码手持终端现场办公 
条码技术让资产标识更简便 
无线手持终端是建设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 

 
2.全生命周期管理 
同时支持易耗品和固定资产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 

 
3.专用条码设计系统 
可视化让条码设计更加简单 
内置各种条码打印机条码指令 

 
4.简单轻松的盘点系统 
采用手持盘点机 
可分解合并任务，多机联动 
一键盘点一键上报 



条码在库存管理的应用 

2 



库存管理-业务需求 
 

• 问题：存货的错发，漏发频繁，单据传递不及时 

• 后果：1、物流成本提高  2、客户满意度降低 3、
库存信息准确率被破坏 

问题1：是否经常有错发漏发的状况 

• 利用手持扫描终端和无线网络，扫描实物条码，
并且直接生成相关库存单据，保证账实相符。 

• 一物一码，扫描确认发货信息。完全杜绝种类的
错发，漏发现象。在第一源头堵住错误的发生。 

• 系统提示发货的数量，将扫描后的数据和系统提
示数量相比较，减少发货数量上的差异。 

解决方案：条码出入库扫描 



库存管理-业务需求 
 

•问题：实物数据采集困难，经常不准确 

•后果：1、清点登记麻烦繁琐 2、录入数据
量大，容易出错 3、管理漏洞多，容易作假 

问题2：麻烦的盘点 

•仓库管理员通过扫描存货，即可录入盘点数
据，无需登记，不会重复，简单轻松。 

•盘点时不提供仓库实时数据，即扫即盘。所
有扫描到的结果直接录入系统，无法在中途
环境内修改 

解决方案：盘点扫描 



库存条码应用场景 



库存条码生成 

•预先打好或者利用已有 

•现场生成 

•先打印后关联 

生成时机 

•单据模版的条码控件 

•标签设计与打印，打印模版 

生成工具 

•存货 

•货位 

•托盘 

•箱码 

内容 

•解析 

•主档 

类型 



条码扫描－无线采集（实时方式） 

• 利用无线网络及通信技术，为条码
设备提供管理系统的数据接口，完
成数据的双向传输。实现条码设备
上数据的实时查询和现场数据采集
的实时校验、传递。 

场景 

• 这种方式可以实时采集数据、实时
处理数据，无线手持终端通过
WebService服务访问ERP数据库。 

• 优点：不受有线设备线路的限制，
数据处理及时，不需离线档案下载，
采集的数据实时校验，简单易用。 

• 缺点：设备价格较高，无线网络信
号有可能不稳定，造成数据传输中
断。 

特点 



条码扫描－离线采集（批处理方式） 

• 使用条码采集器，在仓库现场进行数据采集。 

• 处理完毕后，通过通讯接口（一般通过串口
通讯）把采集的数据传入到管理系统（比如
ERP系统），管理系统生成相应的业务单证。 

场景 

• 条码采集器是一个智能终端设备 

• 在做业务数据采集前，可以先把业务任务数
据从业务管理系统下载下来，在任务范围内
做收集和识别，可以作一些简单的任务范围
的判定和提示。 

• 此种方式属于非实时方式，优点扫描速度较
快，不受场地距离限制，相对于无线方式来
讲，操作简单功能稳定。 

• 缺点不能实时处理数据，需要人工参与数据
的导出、导入，有新的基础资料增加后，需
要重新下载基础数据，采集后的处理较烦琐 

• 设备采购费用在在线设备与无线设备之间。 

特点 



条码管理流程及业务实现 

库存条码管理   

到货不入库 
• 仓库接收不入库的登记劢作，关心的是存货种类和数量的准确性 

上托不上架 

• 启用托盘管理的情况下，利用无线终端的扫描，将托盘不存货关联，上架是将

已经入库的商品，摆放到仓储确定的位置 

下架 
• 将订单或者货架内的物料进行调整 

出库 

• 拣选出库是将出货单的商品按照指示挑选出，确讣种类和数量相符合，并登记

出库 

其他  
• 库内盘点 货位调整 装箱  补货 批次 序列号 



库存条码的应用价值 
 

• 准确提供操作工人需要操作的存货信息，有效提高准确度，
杜绝出现错发，漏发等情况。 

• 提供货位、批次管理扫描，大大提高拣货效率，提高仓库的
利用率，提高收发货效率，并且能够实时实地查询库存信息。 

提高收发货品的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 提供高效的盘点策略，提高盘点效率和准确性。 

快捷、轻松、准确盘点 

• 终端界面简单易用，可以通过扫描直接生成ERP单据，在减轻
了仓库管理员工作量基础上，降低了对其掌握电脑的水平要
求。 

操作简单方便 



条码在生产MES管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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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的需求变化——现状 

生产流程缺乏 

持续完善的机制 

计划编制 

仍存在很多问题 

交期满足情况 

不尽人意 

生产现场 

难以持续改进 

即使是通过了ISO9000认证
的很多企业也没有有效遵
循PDCA的原则将生产流程
有效统筹安排，缺乏前瞻
性和自我完善的机制。 

对原材料供应、生产安 
排、进度管控缺乏实时精
确的数据支撑，排出的计
划僵硬，甚至与生产环境

和客户需求脱节。 

对生产完工、异常等数据
的统计不及时、不完整，
缺乏有效的分析和整体把
握，无法给出具体所需的

生产时间和完成时间。 

在实施5S管理的过程中往
往流于形式，执行力偏差，
实施的过程无法长期坚持，
究其原因是缺乏生产现场
数据的分析及反馈机制，
缺乏系统对业务流程的固
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18世纪末 20世纪初 70年代初 至今 

第一次工业革命 
机械化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批量流水线生产 

第三次工业革命 
高自动化柔性生产 

第四次工业革命 
智能化协同制造 

智
能
制
造 
 
智
能
工
厂 

蒸汽驱动 

电力驱动 

信息技术驱动 

智能装备及 
互联技术驱动 



精益生产企业应用关键场景 

 

 

高效   即时 

创新   转化 

 

 

柔性  均衡 

效率  准确 

 

 

细分  可控 

精准  实时 

 

 

快速统计 

工序级    

 

分析 对比 决策 

效率 质量 成本 

设计协同 生产规划 现场生产 成本控制 业务分析 

ERP系统+源科MES 



MES有效监控生产现场，实时追踪质量 

客户发货 

应用场景 



源科MES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基于

企业车间管理需求，以精益生产为

指导思想，合理安排相关的人、机、

料，将传统的人工排产转变为计算

机辅助排产，通过跟踪记录生产全

过程的活动，采用各种信息采集技

术，将车间执行状况实时呈现到管

理人员面前，使得客户可以方便地

进行计划、调度等车间作业。 

MES制造执行系统概述 

MES 

生产

计划 生产

执行 

质量

管理 

员工

管理 物料

配送 

设备

管理 

报表

看板 

集成

接口 



B/S 网页浏览模式的应用界面 



一目了然的动态电子看板 



配套硬件图片展示 

电脑触摸屏 车间LED显示屏 



车间管理的条码应用 

RFID卡 条码 手持PDA 



• 在线扫描方式需要在线扫描设备与
PC机直接相连，数据通过有线线路
实时传递到ERP系统。 

场景 

• 使用条码扫描器直接和业务管理系
统连接，代替人工输入功能。 

• 此种方式的优点：设备价格低，适
用于被扫描的存货体积较小，扫描
工作点较固定的场合。扫描器扫描
过程相当于键盘的串行输入过程。 

• 此种方式的缺点：有线设备连接线
的长度有限，扫描员的活动范围受
限制。 

特点 

车间条码的在线采集 



产品销售 

数据库服务器 网页浏览服务器 
WEB/BROWSER SERVER 

物流配送 产品追溯 

数据中心 

质量管理 

产品检测、包装入库 人员追踪管理 监控生产全过程 

记录产品生产的每个环节 

实时生产管理 

• 条码让物流管理更精准           • 车间数据实时采集 

数据中心 

计件工资 

条码采集涉及的数据 



生产数据模拟与分析，防患于未然 

通过效率指标分析，
找到改进方案，提高
生产效率。 

通过质量指标分析，定
位质量瓶颈，改进工艺，
提升产品质量。 

通过成本指标分析，找
出降低成本的措施，有
效降低生产成本。 

生产总监 

生产工时监控 

生产质量监控 生产计划监控 



多维度、全视角的生产业务分析 

ERP+MES方案中的生产业务分析可以针
对生产效率、交货准确率、生产合格率等
生产指标进行监控，为生产总监全面掌握
生产情况提供了一个科学实用的辅劣工具。 

  

手动批注 



应用价值 

 

 

•准确提拱车间生产报工人员需要操作的生产订单派工信息，生产存货加
工工序行信息、工序流转卡信息有效提高准确度，杜绝出现错报，漏报
等情况。 

提高生产车间报工人员报工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提供高效的报工策略，提高生产工序效率和准确性。 

快捷、轻松、准确盘点 

•与ERP产品形成整体解决方案，有效进行产品追溯 

•如有批次管理的存货条码扫描给存货工废、料废情况追溯提供有效依据。 

为货品追溯提供有效依据 

•终端界面简单易用，可以通过扫描直接生成工序报工ERP单据，在减轻
了车间报工人员工作量基础上，降低了对其掌握电脑的水平要求。 

操作简单方便 



条码在质量管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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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信息采集涉及内容 
 

• 质量体系文
档的管理与
控制 

• 海量质量相
关数据的分
析与利用 

• 质量跟踪与
控制 

• 贯穿企业生
产经营全过
程 质量管
理的控制 

质量
过程 

质量
控制 

质量
文档 

质量
分析 



条码应用在质量管理的各个环节 

质量管理

销售管理

生产订单

采购管理

库存管理

委外采购

车间管理

库存管理检验单
不良品处理单

采购到货单

委外到货单

生产
订单

发货单

在库待检表
红字销售出库单

工序转移单
返工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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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条码应用（一） 
 

• 问题：客户投诉质量问题，不能够确定批次信息 

• 后果：售后质量问题不能够追溯到批次，序列号
等情况 

问题：货品质量追溯困境 

• ERP启用批次或者序列号管理，对每个进出的存货
进行单一化的管理。 

• 将批次或序列号和单据捆绑在一起，即可知道何
时何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扫描录入存货的批次和序列号，用不到半秒的时
间，解决以前纠结了好久的问题。 

解决方案：批次与序列号 



质量管理业务需求 
 

•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流通 

•后果：企业产品名誉受损，企业和消费者利
益无法保障 

问题：假冒产品在市场上流通 

•每个产品上赋予系统加密生成的二维防伪标
签。 

•消费者购买后可通过官方网站或指定手机软
件进行解码，即可验证产品真伪，获得详尽
的信息。 

解决方案：二维码防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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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场景图 

    

    

产品上架  

生产线贴中箱条码 条码标签打印  

无线条码扫描程序 



典型应用场景图 

    

    

车间一体机  

电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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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本质关注快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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