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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不可读最常见的几个原因

了解、预防和解决读码失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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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不可读最常见的几个原因
通过条码自动操作的关键功能是项目识别和数据采集，以确保在实验室中的样品利用正确的组件应用于智能手机准确记录患者数据。当不
明显或损坏的条码导致“不读”或故障，数据丢失可能对产品的完整性和企业声誉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更不用说潜在的法律含义和严重危
害消费者权益。了解无法读码的根本原因，应用适当的技术来解决问题，都将此轻松搞定，同时它也意味着在自动化上成功与失败的差
异。本文介绍了无法读码的最常见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

	 -	低对比度
	 -	静区干扰
	 -	不当的读取位置
	 -	打印或标记不一致
	 -	条码损伤或变形

Microscan Systems, Inc. 

条码的可读性是由读码器读取条码中数据的难易程度所决定的。
条码的可读性会被技术和环境等因素所影响。虽然条码可能用人
眼观察不出其缺陷,但条码中微小的差异,背景,甚至与条码和读码器
之间的位置不对都会导致条码无法读取。看似高质量的条码,	有一
个普遍的误解就是其无法读取的原因是由于条码编码错误或不可
读的字符使得读码器根本无法解决，给想要最大限度提高自动化
效率的客户带来了困扰。然而，不可读码的根源通常是一些常见
的问题，简单的调整条码或者使用解码技术可以很容易的解决。	

	

了解解码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诊断读码问题上可以为客户节省宝
贵的时间和精力。还可以使企业通过采用最优的工具以及条件来
维护他们的流程和盈利，防止数据丢失和在未来可能的流程失
败。最常见不可读条码的原因是低对比度,静区干扰,不当阅读位置,
打印或标记不一致,或损坏变形。

低对比度
为了从条码中的元素中提取数据（一维或二维码），码读器必须
能够区分元素符号中的明暗关系。这两个元素类型对适当的解码
是很有必要的，使读码器获得条码元素的编码模型，及表示编
码数据的符号。根据不同类型的条码（油墨印刷或直接喷墨或
DPM），不同的材质，明暗关系可以交替地表现为表面上的标记
（条码本身），或背景（基体材料）应用的标记。如果没有足够
的对比度，读码器将无法读取这两个元素构成的条码，无法区分
来自背景的条码，其结果就是条码可能无法读取。

低对比度的另一个例子是缺乏一致性的黑白条码元素。这可被影
响因素有打标或印刷的一致性，使得黑白元素均匀地分布在条码
中,在有噪点的背景或衬底,或照明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引起反射或
阴影。这些一致性问题会导致读码器无法正确区分条码。即使在
这种情况下条码仍然可以解码,低对比度或亮度不均匀性条码的元
素也会显著延长读码器的解码时间和限制读码距离。

解决方案

确保清晰、统一条码元素是防止由于对比度低而导致条码不可读
的首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或标记方法是造成条码元素不
一致的原因，调整打印机或打标设备确保油墨均匀地打出该条
码，或标记的设备打印模块用力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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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对人的眼睛，这一数据矩阵条码可能是完美无瑕。然而，这个符号
不符合某些行业的条码质量要求，可能无法通过一般的读码器读取。

图2：黑条码印刷在深色背景上（例如在纸板上的一维码），或者在光或
反光材料打印亮度高的条码（例如在金属上的Data	Matrix	码），由于明

暗元素之间的低对比度导致条码无法读取。

图3：同一批次的Data	Matrix	码直接标记在金属上，其可读性随背景噪点
或者衬底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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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条码应用中对条码对比有最显著影响元素的是衬底。想要处
理不均匀,嘈杂的背景,或高度反光的衬底,或由于阴影或标记深度
而比较困难区别衬底和标记，其关键组件是照明。为条码阅读而
设计的光源可以为各种形状,可为产品量身定做以便获得最均匀和
对比度最高的图像条码标记。虽然漫射照明可有助于照亮在光滑
平面打印出来的条码,	暗场照明可应用在低角度光线聚集在衬底的
某一区域，,增强压花或雕刻条码的可读性。

另外一些关于对比度低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读码应用中所使用的
条码类型以及读码器类型。线性（一维）如UPC	/	EAN条码和堆
叠符号PDF417等必须跨越整个符号来捕获和区分所有的关键要素
（在整个长度这种情况下）进行解码。如果条码的任一柱状条由
于对比度而模糊,结果可能是整个条码都读取不出。由于线性条码
通常比较长,因此必须比较大范围内都获得高对比度,而不像Data	
Matrix码和QR码等二维码那样紧凑。

激光读码器（专门用于读取一维码）激光线照射至黑白单元相间
的条码上，通过折射光线将其返回到扫描仪，然后使用扫描仪的
光电探测器将光信号转换成一个波形编码串。线性条码通常需要
比2D更高的对比度–通常为80%或更高的明与暗的对比元素获得
均匀的波型。当有一个条码明暗之间的对比度太小将会导致不能
读码。相比之下，用相机捕捉到一维或二维码图像，仅需要20%
对比度。由于这些原因，使用二维码代替一维条码，随后，使用
智能相机可以减少由于对比度低的条码不可读取的可能性。

静区干扰
静区是条码或二维符号周围需要保持空白的区域，不能有字符，
标刻或者其他遮挡物，因此静区也称为非打印区。所有的读码器
对于静区大小都有最小允许范围。这样的空间可给从周围分离出
标记留出足够的空间，可以让读码器“看到”全部条码。一维
码，静区位于条码的左右两端。通常来说，一维码的静区应是最
窄条宽度的10倍。在二维码中，静区是整个标志周围的空间。2D
符合的静区要求是由AIM协会所规定的，它规定二维码边缘至少
留出一个元素（或单元）的宽度。为了得到较大的二维码最好的
读取结果，通常建议静区是符号的高度或宽度的10%，相对来说
静区可以设置得较小。

如果静区内有了文本或其他标记，读码器可能无法解码此条码。
或者，静区干扰可能会产生不准确的解码数据字符串，因为读码
器解读将非符号元素作为整体条码的一部分。

解决方案

静区干扰可能是条码不可读最容易发现和解决的因素。这是因为
静区干扰往往由于缺乏在条码标记或符号印刷时留白空间的规
划。解决基本的静区干扰的问题只需调整打印或标记方法–或衬
底–来满足最小静区空间的要求。静区拥有尽可能多的空间可以
有效的降低解码误差机率。没有最大值静区宽度规格，如果没有
任何特殊要求，因此没有理由去限制这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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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油墨分布在这个试管条码标签导致了一些白色斑点在条码元素上,这
可能会导致可读性问题。

图5：在一个光滑的标签上运用适当的照明所得到的效果。

图6：适当的照明在蚀刻金属的效果。

图7：激光读码器的扫描线必须穿过在所有的条码单元以保证线性条码的
可读性。

图8：线性(1D)条码扫描仪解析反射的激光波模式以表示条码明暗的元素
符号。这些波模式说明了高和低对比度条码之间的区别。

图9：一维码静区必须是在条码两端至少是最窄条码的10倍的宽度的空间,
二维码则是在码的四周留出1个元素的宽度空间。

图10：应提供尽可能多的空间给条码静区,避免在静区打印或者添加其他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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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正确读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读码器安装的特定旋转方向不
在读码器的技术范畴之内。例如激光条码扫描仪，必须以这样一
种方式安装：激光扫描器激光线垂直于条码。如果这个方向偏
离，扫描线无法穿过所有的元素（条）的条码，条码将无法被正
确读取。

解决方案

读码器的技术规格是至关重要的。在安装读码器时应考虑到设备
安装位置的范围以确保在有限范围内获取最佳位置。如果应用要
求具有挑战性，应采用更适合于条码距离更广，角度更宽，和方
向性要求不特别强的读码器。例如，读码器内置自动对焦功能能
保证其景深可变的距离条码可读，无需手动调焦。更强的是液体
镜头自动对焦读码器，其镜片–包含实际的液体,	可用电信号来增
加或者减少曲率–能够调整焦距到几乎无限远，拥有从条码中读
取距离最大的灵活性。

不同的阅读角度和特定的安装应用要求，智能相机对于激光扫描
器而言更有优势。使用内置的摄像头捕捉画面中的条码，而不是
依靠反射激光束，所以他们的阅读能力并不像需通过镜面反射，
也不需要将读码器垂直安装于条码上。智能相机还可以在任何方
向读码，因此不需要将读码器安装在特定位置以获取最佳效果。
事实上，对于手工上料，或是零件被送入设备之后方向不固定，
智能相机是确保条码在方向未知的情况下进行解码的最佳选择。
	
	

对一些空间和安装物理位置约束的应用，在设备内安装读码器的
空间选择可以会受到严重限制。直角反射镜可以在此类情况中帮
忙使读码器“看到”条码，甚至当他们不直接位于读码器视野
内。使用直角镜子，操作者可以将激光扫描仪对着条码和背景，
或将条码图像返射回智能相机，这样读码器能够很好的读取条码
甚至是具有挑战性的位置。许多读码器含有特殊的镜像图像解码
算法，可能需要解读条码“翻转”。	
	

	

当背景噪音或意想不到的标志和碎片进入静区,不能读码可能是由
于在打印或刻印时出现的错误。应该小心以确保印刷和标记设备
是按预期工作,以避免意外打码而导致静区干扰。额外的照明技术
也可以有效帮助过滤静区中包含的噪声背景或引起的反射又或由
于不均匀衬底造成的阴影。

当打印或标记条码的区域有限，,比如紧凑的PCB板或微小的电子
组件或医疗设备,静区空间可能很难得到。如果静区大小必须受到
限制,客户可以选择使用读码器先进的解码算法,其可以适应静区
中小的干扰。一些高性能条码解码算法能够读取即使静区小于1D
或2D条码的规定。

阅读位置不当
在某些情况下,可读条码可能会得到不可读的结果,不是因为它的
打印或标记质量问题,而是由于相对于条码而言的物理读码器位置
不当。根据不同技术，读码器可能有独特的读码需求，例如特定
的焦距、角度、或方向(在倾斜或旋转条码的情况下)。大多数的
读码器的内部光学焦距是有限的。读码器的景深(最近和最大读取
范围)决定了读码器与条码最近或最远的位置,以确保读码器可以
可靠的解码。

读码器扫描或者拍照的角度也可以影响它的读取性能。将读码器
于条码垂直安装可能会导致镜面反射--激光的直接返回(基于激
光条码扫描器)或集成LED照明(智能相机)从条码或基质——有效
地“致盲”读码器。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读码器可能无法捕获具
有足够对比度的整个条码,	即使条码是完美的导致不能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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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高性能成像读码器采用特殊的算法读取有限静区的条码，如在紧
凑的PCB板上的Data	Matrix。

图12：红色区域即是特定读码器相距条码而言的可读取距离和范围。

图14：靠液体产生适当的静电压力反应用于液体透镜的透镜曲率的读码器。

图13	：	读码器通常应该安装需要一定角度，以避免直接光反射回读码器。

图15：智能相机可以在任何方向阅读条码。

图16：当使用直角反射镜时，使用读码器来阅读常规和镜像图像是至关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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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定期检查和维护印刷和打印设备确保其高质量，打印一致性条码等
避免不可读情况是至关重要。当基于油墨打印条码时，如连续喷墨
（CIJ），热喷墨（TIJ），微压电打印（DOD），或高分辨率情况
下的编码，应注意正确的喷头距离，清洁和畅通的打印头和喷嘴，
并确保正确的速度和设备设置。如果条码是用于激光扫码的，正确
的焦距和连续供电于设备保证了高对比度的印刷。热转印（TTO）
和热敏纸（DTO）方法用蜡或树脂色带（或其他热介质）应用于条
码的衬底，对避免带皱纹、验证带正确插入设备、使用高质量的色
带或其他热材料和使用高品质的打印头和滚筒轴均匀打印条码都是
非常重要的。

生产高质量标记的关键是通过直接研磨时对产品表面使用一致的研
磨压力。直接零部件打印是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完成的,如机电蚀刻,
激光蚀刻、化学腐蚀等以及点喷丸。至关重要的是材质的质量必须
过关。用于研磨(激光,化学、或金属针尖)的材料和设备电力供应功
率需要稳定以确保打印或标刻条码的一致性。

另外——有时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维护高质量印刷和标记设备，客
户会选择通过选择功能更强大的读码器来解决此类问题。读码器与
复杂的工程解码算法能够阅读码宽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如形状、
倾斜和均匀性偏离理论上“完美”的特点条码。当然,即使有高性
能的读码器,设备也需要定期维修。

条码损坏或变形
当印刷和标记不一致造成解码的困难时，不可读码的风险还是会有
即便是优质的条码。条码质量可能会因为操作或暴露于外等各种环
境因素而降低。恶劣的条件可能对条码或衬底造成足够的伤害或变
形，导致最优质的条码都可能无法读取。损伤的范围可以是轻微的
划痕，斑点，污点，或甚至碎片导致撕裂或完全缺失条码。	

打印或标记不一致
印刷或标记方法的变化,例如劣质墨水打印的条码或在打印时表面
不均匀的压力直接标记,这些都可以是潜在不可读性问题的因素。
当印刷和标记设备不像预期的那样产生和应用条码,问题出现了，
例如可能导致低对比度和静区干扰。还有其他因条码质量差或不
一致,而导致读码器无法读取满足其配置要求的特定的形状,旋转
读,均匀性:

轴向不均匀性——偏移主要轴线的厉害程度。在这
个例子中,y轴明显大于X轴。这种不一致的X-	Y-轴一
般表明条码打印机打印或直接零部件标记时承载物
出现了非预期的移动。	

对比度——条码的明暗元素之间的区别,或条码、其
静区或其他周围的元素之间的区别。在本例中,在打
印过程中由于压力过小而导致暗元素(蚀刻标志)和
亮元素(衬底)离得过近，破坏了其可读性。	

网格不均匀性——理论上理想的“完美的条码”与
条码的条或其单元之间的偏移量。印刷或标记错误
导致不均匀网格(通常由于在条码生成时发生了不可
预料的移动)将生成的条码倾斜或扭曲,这可造成条码
的无法用标准设备读取。	

调制——明暗元素一致性的条码。在这些例子中,暗
元素没有一个一致的表现。这个问题,像低对比度,往
往是由于墨水打印的条码分布不一致或不均匀磨损
的直接标志所致。		

 

打印增强——与预期理想中的“完美”符号大小有
偏差(更大或更小)。当符号印刷时,油墨可能会“渗
出”与底接触,导致印刷过度。如果没有足够的墨水
或压力通过印刷或标记设备,结果可能只看到底色。	

	
	
	

静区——周围地区的条码必须保持无文字，标志，
或其他障碍物。在这个例子中，条码已打印在指定
区域外，使得静区与其他元素重叠。这可能是由于
印刷设备打印时的错位或被移动所致。	静区–周
围地区的条码必须保持无文字，标志，或其他障碍
物。在这个例子中，条码已打印在指定区域外，使
得静区与其他元素重叠。这可能是由于印刷设备打
印时的错位或被移动所致。	

反射——从符号的光的反射亮或暗的元素，允许读
码器从背景（基体材料）区分出条码元素和从	
“暗”元素中区分出“亮”元素。低反射，通过这
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会增加读码器无法区分这
一符号元素到底为“暗”还是“亮”元素，导致读
码器尝试解码时无法读码。低反射可能是由打印分
布不均、不统一或者设备打印压力的原因造成。

	

4                              www.microscan.com

图17：喷墨打印设备直接在纸板包装上打印线性条码。在产品运动和运
动速度会变化时打印条码会大地影响这些条码的质量。

图18：点刻DPM系统使用金属针在金属表面打印条码。重要的是要确保
压力一致性,以避免不均匀或低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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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很多环境因素能导致条码扭曲的形状，对比，元素的均
匀性，和衬底的完整。例如，生产环境中的温度变化可能导致生
成条码的油墨凝固，造成大面积的油墨或衬底扭曲，导致无法读
码解码。

固定模版损坏——损坏条码元素模板可以显著影响可读性。例如
Data	Matrix，损伤固定模板是指在符号中遗失的“定位模板”
（码最外层的行和列），其中包括“L”（符号中固定的左侧和
底部元素）和“时钟模板”（符号“L”对面的边缘元素）。这
些图案可以使读码器对条码定位、行列的数量以方便解码。划
痕，污渍，碎片，或其他材料导致条码模板的损坏可以使条码不
可读。

	
	
	
	

其他损害——条码所暴露在的环境条件是无限变化和组合的，所
以在这方面条码可能导致损害。任何一种伤害，阻碍条码元素无
法显示在读码器视野内–意外材料的磨损，痕迹，表面的污渍，
或多余的材料（碎片甚至安装夹具）–可能会导致无法读取结
果。下面的图片只是几个条码损坏的例子。

解决方案

一旦条码投入生产线中，条码一致性质量就很难维护。贴有条码
的产品即使在不同工厂之间传输或者卖给客户后，通过其他新的
读码器读取后继续用来作为追踪或者标记项目，在这里面能预防
或解决条码损坏和变形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开始生产条码的时
候就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来抵御未来的伤害,比如选择一个耐恶劣
环境条件的衬底来印刷或标记条码,这样它们可以承受任何预期的
环境因素,免受生产环境带来自的潜在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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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条码类型提供特殊编码数据的选项，以协助在解码过程中读
取即使受损的条码。Data	Matrix提供多种级别的错误检查和纠
正(ECC也代表“纠错条码”),	ECC-200标准,基于Reed-Solomon
纠错的原则。Reed-Solomon纠错允许多达50%的数据矩阵被损
坏还可读。纠错编码是作为条码元素在数据存储区域,通过多种方
式显示条码数据以提高数据的可恢复性。几乎所有的应用都接受
了ECC-200	Reed-Solomon错误校正做为标准,因为它是用于Data	
Matrix最好的纠错方法。	

尽管应该采取尽可能多的措施以预防条码损坏而导致不可读取解
码,但人们通常都会聚焦在读码器的功能性上而不是条码本身。对
于最具挑战性的应用而言,条码损坏或变形是不可预测的,所以通
常从一开始就应安装高性能读码器。读码器设计时拥有功能最强
大的解码算法，先进的条码定位功能，梯度变化或反射率变化分
析，用网格定位符号去制作出一个理想的可靠解码的条码处理过
程。读码器还可以提供重组技术——读码器使用一种算法来拼凑
连续来自扫描线的数据进行还原重建。在条码部分被遮挡或符号
旋转的情况下,该算法能把不完整的条码段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完
整的扫描线,然后可以被读码器解码。

                    www.microscan.com

图20：数据矩阵符号的关键要素包括L模板，时钟模板，以及数据存储
区。符号的可读性是依赖于读码器捕捉的图像是否够清晰。

图19：环境条件破坏了这个线性条码，条码已经有污渍部分,使其无法
被读码。

图21：遮盖物、划痕、标刻损害条码的例子。

图22：在尘土飞扬的食品包装工厂中读码，必须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
确保条码和读码器能承受得住恶劣环境的干扰。

图23：Reed-Solomon纠错的方法使即使高达50%的数据解码矩阵是模糊
的。在这里,	ECC-200条码在部分数据区域无法区分的情况下也能可靠地

解码。

图24：从多个损坏或扭曲的条码段利用重建算法创建可读的扫描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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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条码质量保证
当创建和阅读高质量的条码,时，最好的防御是最好的进攻。应用
程序条码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在行业条码质量标准必须符合
由国际联合协会或客户特殊的标准(比如	AIM,ANSI,GS1,ISO等标
准组织),安装了条码验证设备可以在条码出现错误之前检测到条
码问题以防止无法读取现象的发生。条码验证系统包括检测、机
器视觉相机,检测软件，此软件并不仅仅用于检验上述的所有常见
无法读取的原因,而且可为每个条码进行等级评判。尤其重要的是
识别条码不可读的原因可能包含的多个问题——比如印刷过度和
固定模板损坏。验证可以确保条码不仅将使读码器可读,而且它可
以用来监视和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条码的变化,即使这些变化人
类眼睛无法发现。当条码低于某个阈值时，验证设备可以编程去
提醒客户，这样就可以明确知道打印机，标记设备开始需要调整
以防止失败。条码验证设备是公司防御无法读码的最重要的武器,	
但它可比高性能读码器更昂贵，安装更加困难。当主要关心的只
是读码(而不是确保条码质量100%符合要求)，先进的读码器可能
是最好的选择。

总结
虽然不可读的条码可以对公司的造成极大的破坏,但建立一个针对
质量差条码和不可读取结果的改善措施是相当简单的。造成不可
读取条码的结果通常表现为有限几个原因,包括低对比度、静区干
扰,阅读位置不当、打印或标记不一致,和损坏或变形。一旦不可
读条码的原因确定了,它可以通过简单的预防措施解决。在许多情
况下,条码印刷和标记方法可以从开始生产就优化,，以确保高质
量的条码。但当无法保证生产出等级A的条码时，可靠的读码器
就变成优先选择,高性能解码能力强的激光扫描仪和读码器能确保
每次良好的读取，可以保护公司最宝贵的时间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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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机器视觉软件使用ISO	15416校验标准来验证条码质量的和监测条
码质量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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