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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活码和静态码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二维码一般指 QR code，QR码是二维码码制中的一种，由日本 

DENSO WAVE公司于 1994年发明。更多科普信息。 

1.1 静态码原理 

用户在编辑器中输入文本或网址，这些内容不会上传到服务器，而是直接被编码成二

维码，也就是静态码。用户输入的每个字符都对应二维码图案的一部分，所以一旦改变内

容，二维码图案也会跟着改变。并且由于静态码内容不经过服务器，所以无需联网也可以

扫码打开。 

 
                                            

1.2 活码原理 

制作者在编辑器中保存内容后，草料会将这些内容（图文、表单、音视频等）上传到

服务器中，同时产生一个可以访问到服务器的短网址，然后通过转码技术将这个短网址编

码成二维码，也就是用户最终看到的活码。 

我们打开二维码其实就是在通过短网址访问服务器。用户在后台修改二维码，就是在

修改保存在服务器中的内容，保存修改后再打开二维码就会看到新的内容，所以说活码的

内容是可变的。 

https://cli.im/help/48235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190916/1568624013411507.png


 
 

1.3 静态码和活码怎么选择 

与静态码相比，活码有更多优势： 

• 短网址中存储的信息量可以无限大（但由于手机加载速度限制，建议合理控制信息量） 

• 因为是对短网址进行编码，所以二维码图案更简单，更容易识别 

• 短网址跳转的页面内容可以随时更改，而不用去替换已经印刷的二维码制品 

• 可以通过短网址跟踪二维码被扫描的数据，如时间、次数、扫描的地域等 

 

什么情况下适用静态码： 

在无法联网的情况下，但依旧需要扫码识别信息，或需要特殊设备识别，比如扫描枪扫码

入库等，或二维码内容固定不变，比如身份证号、产品序列号，静态码更适合你。 

  

什么情况下适用活码： 

因为活码更灵活可控，当你可能需要在印刷后更新二维码内容、跟踪扫描统计，或者是二

维码内容暂不确定，但需要先印刷二维码制品的，你可以选择使用活码。 

 

2.快速创建活码 

草料二维码平台的活码支持富文本、图片、文件、音视频等丰富内容，可应用于商品

介绍、旅游路线、设备标识、视频教程、技术交底等场景。 

2.1 选择模板 

草料首页，点击【新建活码】，可以选择已有模板或空白新建。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190916/1568624065248201.png


 

 

2.2 编辑内容 

在编辑器内输入文本，或上传【图片】、【文件】、【音频】等内容，如果需要扫码收集

信息，可以开启表单功能，完成编辑后点击【生成二维码】就会生成二维码图片。 

 



2.3 更多设置 

生成二维码后，点击【完成】可以进行下一步设置，包括二维码的有效期设置，查看权限

设置，分享和收藏设置等。 

 

 



2.4 后台管理 

完成编辑后，可以前往工作台。在工作台可以看到账号下制作的所有活码，支持对已生成

的二维码再次编辑或修改设置项。

 

3.二维码后台管理功能 

3.1 活码内容修改 

注意：如果你生成的二维码是在草料官网首页制作的普通文本码/网址码，是无法修改内容

的，示例如下： 

 

活码可以修改内容且二维码图案不变，操作过程如下：    

1.登录草料账号；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191031/1572507548464726.png


2.点击「管理后台」； 

 

 

3.在最近更新列表中找到对应二维码，点击「编辑」图标； 

 

 

4.编辑修改内容后点击「完成」即可； 

 



 

3.2 活码更多功能设置 

在管理后台找到对应二维码，可以对该二维码进行更多设置

 

3.2.1 查看权限设置  

 

① 加密设置 

二维码可设置查看权限，需在指定时段、指定地域内或输入密码才可查看二维码内容，可用

于文件传阅、现场活动推广等应用场景。 

活码支持加密功能，可设置密码，扫码后输入密码显示二维码内容。 

适用于文件传阅、教学资料等应用场景 

 

② 查看地域设置 

支持设置查看地域，可设置指定地域才可查看二维码内容，不在设置地域内扫码无法查看

内容。 

适用于签到登记、现场报名、巡逻检查等应用场景 

 

③ 查看的时段设置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212/1581479583654980.png


支持设置每天查看时段，可设置每天指定时段才可查看二维码内容，不在设置时段内无法

查看内容。 

适用于教育培训、活动推广等应用场景 

 

手机端效果预览： 

 

3.2.2 查看有效期设置  

你可以设置二维码可被查看的有效日期，超过日期后，扫码无法查看内容。适用于签到登

记、活动推广、现场报名等应用场景。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190626/1561528961113498.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190626/1561528677731252.png


3.2.3 手机应用打开设置  

新版活码支持二维码手机应用打开设置，限制部分打开方式，例如只允许微信软件打开，

并且设置微信中二维码是否允许“扫一扫”、“长按识别二维码”、“转发分享”方式打

开二维码。，  

① 允许微信中的打开方式 

你可以设置在微信中是否允许二维码被“扫一扫”、“长按识别二维码”、“转发分享”

等方式查看 

 

② 是否允许被其他手机应用打开 

可以限制除微信外，其他手机应用，如浏览器、支付宝、QQ等无法打开二维码内容 

 

③ 微信中二维码内容的打开方式 

免费版用户微信中二维码内容的打开方式默认为草料小程序，付费升级支持切换 H5网页、

无标识小程序等更多方式。了解详情  

 

手机端效果预览： 

 

 

3.3 活码数据统计 

活码支持自动统计二维码扫描量，扫码者通过「长按识别」或「摄像头扫码」均会计入扫

描量。

https://cli.im/help/48448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190626/1561530066564070.png


  

除了在官网后台查看扫描量统计数据，也可以关注“草料二维码”公众号，订阅每周一的

扫描量统计推送消息。 

 

3.4 二维码美化 

1. 找到需要美化的二维码，在更多操作中选择“二维码美化”； 



 

 

2. 在弹出窗口中对二维码进行美化

 

 

3. 给二维码添加 logo 或文字（300px 的二维码，建议 logo 80*80px；400px的二维

码，建议 logo 100*100px；1000px的二维码，建议 logo 200*200px；A4打印一个二维

码，建议 logo 400*400px）；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521/1590028485565362.png


 

 

4. 美化成功后点击「保存图片」或「其他格式」，选择图片格式进行下载； 

 

 

5. 选择保存为「专属美化模板」，可以在「我的二维码」–「设置」–「美化模板」中查

看，并支持设置为「默认美化模板」；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521/1590027970117703.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521/1590028190744556.png


 

注意：保存为专属美化模板后，可将其设置成默认美化模板，之后生成的所有二维码都会

是该美化样式。 

3.5 二维码目录管理 

1．创建目录 

选择需要分类管理的二维码类型，例如活码。进入【二维码列表-活码】，根据自己的需求

创建目录，可以根据产品类别、部门、用途等等方式来创建，创建的目录下还可以继续创

建子目录。 

 

 

2. 鼠标点击目录，可以继续添加子目录，或者对目录名称修改、删除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521/1590028353139502.png


 
 

3．可以在目录下直接创建二维码，也可以将已有的二维码移动到其他目录 

 

 

4. 开启目录汇总码功能，扫码即可查看整个目录下的所有二维码 

 

表单可以用来收集信息，替代传统的纸质表格 

适用于出入登记、签到、报名、物品领用、设备巡检、区域巡查等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527/1590570454755178.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527/1590570658184570.png


4.表单功能使用教程 

4.1 表单的应用方式   

在二维码中添加表单，其他人用微信扫二维码就可以在表单中登记信息。登记的信息都可以

在管理后台查看。 

 

4.2 表单的功能 

1．支持上传多媒体资料 

用户扫码后可以在表单中上传图片、录音、视频、定位等纸质表格无法登记的内容，体现

信息多样性。  

2．极速填写  

可以记住首次填表的内容，以后再填写时系统会自动填充记住的内容，提高登记效率。 

3．防作假水印  

可以加入拍照组件，要求现场拍照上传，并通过防作假水印真实记录提交时间和位置，避

免他人代检、伪造现场照片等虚假记录。 

4. 手写签名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604/1591254013248361.png


对二维码和表单中的内容进行签名确认，例如：技术交底等资料已阅签名、旅游用户须知

已阅签名等。手写签名既增加了可信度，又简化了打印纸质文件的步骤。 

5. 定位功能 

表单中的定位组件，可以自动获取填写人目前的地理位置，而且填写人无法手动修改。 

6. 协作成员 

可以指定只有部分人有权限填写表单或扫码查看表单数据，保障内部数据安全。 

7. 审核和回复  

审核人员可以对别人提交的内容进行审核，并且将审核结果通过微信回复给填表人。 

8．消息提醒  

填好表单后，自动通知指定的消息接收人，各职责人员实时掌握动态，及时安排后续工

作。 

9. 表单提交凭证 

用户填好表单后，可以将提交成功的页面保存后作为凭证，后续可用于核销。 

4.3 快速制作表单二维码 

1. 选择模板 

草料首页，点击【新建活码】，可以选择已有模板或空白新建。 

 



 

2. 编辑二维码内容 

可以在编辑页面添加正文内容，同时开启表单功能。 

 

 

把该二维码与表单进行关联，可以选择已有的表单，也可以空白新建一个。 



 

 

从表单编辑页面左侧点击选择需要的组件，内容编辑完成后，保存并点击“完成”。 



 

 

表单编辑完成后，会返回之前的窗口，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成功关联了一个表单，当然也可以

选择再关联一个表单，或者对表单进行其他功能设置，如：审核功能，填写权限，消息提醒

等。 

全都设置完成后，点击窗口右下角的“保存”。 

 

 



3. 生成二维码 

生成二维码后，点击【完成】可以进行下一步设置，包括二维码的有效期设置，查看权限

设置，分享和收藏设置等。如果不需要额外设置，直接就可以下载二维码图片去使用。

 

 



 

 

4.4 表单数据后台管理 

1. 表单数据导出 

在表单数据汇总页面可以查看所有提交的数据，并支持筛选和导出。 

 

 

2. 表单管理 

在表单管理页面，可以看到账号下已保存的表单，可以新建表单或进行其他操作。 



 

 

3. 数据审核 

如果表单设置中开启了数据审核功能，扫码者提交的待审核数据都会显示在这个页面，管理

员点击即可审核。 

 

 

5.批量二维码制作教程 

用户可以在草料平台批量生成格式统一的活码，适用于固定资产标签、设备标牌、劳务人

员信息、实测实量等应用场景。 

以下几类内容无法批量制作: 

• 批量网址链接或纯文本内容。 

• 批量静态码。 

• 批量上传图片、文件、音频、视频。 

• 批量生成不同内容格式的二维码。 

 

5.1 打开批量建码入口 

1. 在草料首页点击“批量生码”，并开始创建。 



 

5.2 选择批量二维码模板 

在打开的页面中可以选择已有模板或从空白新建模板。 

 

  

以劳务人员信息的模板为例。打开编辑页面后，选择【批量模块】，分别添加[图片]和[表

格]组件，用于之后上传人员照片和人员信息。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12337402.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22266853.png


 
 

除【批量模块】外，还可以给模板增加通用内容。选择【图片】组件，并上传图片，那这

个模板下的所有二维码都会带有这张图片。 

 

5.3 保存批量模板 

模板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跳转到批量生码页面。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26567093.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31368978.png


 

5.4 选择批量生码方式 

我们提供了三种生码方式，只是操作过程不同，生成的二维码是一样的。下面分别介绍： 

 

5.4.1 上传 excel生成二维码 

选择这种方式，需要先下载 excel模板，然后把需要上传到二维码中的内容填写到表格

中。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34287815.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38172863.png


 

  

把填完的表单上传后，就可以开始生成二维码，生成的二维码数量就是 Excel表格中填写

的人员信息数量。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42302338.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46370304.png


 

 

  

生成的二维码中，表格内容已经自动填充，图片则需要一张张上传。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50711045.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56686621.png


 

5.4.2 输入个数生成二维码 

在弹出窗口中输入任意数字，即可生成对应数量的二维码。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60283741.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63739668.png


 

  

生成二维码后，点击“编辑”，可在每个二维码的批量模块中填写内容。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66223283.png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70501904.png


5.4.3 生成一个二维码 

操作等同于方法二，只生成一个二维码。 

5.5 批量二维码的管理和设置 

 

 

https://blogcdnimg.clewm.net/attachment/image/20200904/1599191176605543.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