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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method for implementing Wi-Fi connection through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which com
prises: a Wi-Fi hot-spot owner terminal scanning a Wi-Fi hot-spot, editing information of the scanned Wi-Fi hot-spot, and writ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 Wi-Fi hot-spot into an NFC tag (101); a Wi-Fi hot-spot user terminal reading and parsing the in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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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本 发 明公开 了一种通过近距 离通 讯技术 （NFC) 进 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 ，包括 ：Wi-Fi 热点所有者 终端
扫描 Wi-Fi 热 点 ，并编 辑所述 巳扫描 的 Wi-Fi 热 点 的信 息 ，将 Wi-Fi 热 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101 ) ；Wi-Fi 热
点使用者 终端读取 并解 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 点信 息 （102 ) ；扫描所 有可发现 的 Wi-Fi 热 点 ，找 到与 巳解 析
的 Wi-Fi 热点信 息匹配 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103 ) 。本发 明还 同时公开 了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系统
和终端 ，运用该方法 、系统和 终端可令用户再进 行 Wi-Fi 连接 时不 需要输入密码 ，提 高 了用户体验 。



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系统和终端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移动通信技 术领域 ，尤其 涉及一种通 过近距 离通讯技 术

(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系统和终端。

背景技术

目前 ，随着 Wi-Fi 技术的普及 ，很 多公共场所都开通 了免 费 Wi-Fi 热点 ，

比如 ：机场、咖啡厅和酒店等。由于 Wi-Fi 只能通过距 离和密码对用户的连

接进行限制 ，所以 Wi-Fi 热点的所有者为 了防止非本场所的用户连接 Wi-Fi,

并为 了避免其他用户盗链 ，经常更换 Wi-Fi 的连接 密码 ，如使用动态密码 ；

甚至有 的地方需要 用户输入手机号码 ，通过短信 的方式发送动态密码给用

户 ，一旦超 出连接 范围，用户就需要 重新发送手机号码 ，给用户的使用造

成 了麻烦 。

从上文描述可见 ，现有终端在识别可用 网络时，无论该可用 网络是新

的网络还是之前访 问过 的网络 ，终端和该 网络的无线连接都 需要将该 网络

的概括信 息加载到终端 中，并需要 用户执行相应 交互操作 。可见 ，现有 的

Wi-Fi 连接 实现方法繁瑣且 费时，用户体验较差。

NFC 是一种非接触式射频识别及互联技术 ，其为所有 消费性 电子产品

提供 了一个极为便利的通讯方式。NFC 具有成本低廉 、方便 易用以及更富

直观性等特点，使得其在某些领域显得 更具发展潜力。NFC 通过一个芯片、

一根天线和一些软件 的组合 ，实现各种设备在几厘米范围内的通信 ，费用

低廉 ，一般仅为两三欧元 。在 NFC 普及后 ，只需通过一个标签和简单 的软

件模块的组合 即可 实现设备 间的无线连接 ，不需用户交互。



发明内容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主要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系统和终端，使得用户在进行 Wi-Fi 连接 时不需输入密码 ，可提 高

用户体险。

为达到上述 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 实现的：

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 , 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的 Wi-Fi 热

点的信息，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 中；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

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找

到与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匹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其中, 所述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之前，该方法还 包括：

终端打开 NFC 功能和 Wi-Fi 功能。

其中，所述编辑 已扫描的 Wi-Fi 热点的信息时，将 Wi-Fi 热点信息表示

为：wifi:// SSID/security/password 的格式，并打 包为 URI 类型的 NDEF

record。

其中，所述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 NFC 标签之前，该方法还 包括：

终端打开 NFC 功能，并扫描 NFC 标签。

其中，所述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包括：SSID、security 和 password。

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系统，该系统包括：

NFC 标签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以及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其 中，

所述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用于扫描 Wi-Fi 热点，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息，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所述 NFC 标签 ，用于存储 Wi-Fi 热点信息；

所述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用于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

点信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找到与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匹



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所述终端用于扫描 Wi-Fi 热点 ，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 息，将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本发 明还提供 了另一种终端 ，所述终端用于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 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 ，找到与 已解析 的 Wi-Fi 热

点信 息匹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NFC 标签 ，所述 NFC 标签用于存储 Wi-Fi 热点信 息。

本发 明提供 的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系统和终端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 ，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 息，

将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中；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 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找到与 已解析 的

Wi-Fi 热点信 息相 同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可见 ，本发 明在进行 Wi-Fi 连

接 时，不需要 用户输入 密码 ，所有连接相 关操作 均由终端独立完成 ，提 高

了用户体验 。

此外 ，因 NFC 具有成本低廉 、方便 易用和直观性等特点，所以本发 明

的实现方法简单 ，成本低廉 。

附图说 明

图 1 为本发 明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实现流程 图；

图 2 为本发 明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实施例的方法实现流程 图；

图 3 为本发 明通过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 息进行 Wi-Fi 连接 的实

施例的方法实现流程 图；

图 4 为本发 明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 实施方式

本发 明的基本思想是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 ，并编辑



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 息，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息；扫描

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 ，找到与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匹配的 Wi-Fi 热

点进行连接 。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 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图 1 为本发 明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实现流程 图，如 图 1 所

示，该流程 的实现步驟如下：

步驟 101 :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 ，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息，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步驟 102: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

信息；

步驟 103: 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 ，找到与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

信息匹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本发 明的方法流程可分为两部分 ，分别为 Wi-Fi 热点所有者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的流程 ，以及用户通过 NFC 标签 中信息进行 Wi-Fi

连接 的流程 。下面分别对这两部分进行介绍。

首先介绍 Wi-Fi 热点所有者侧终端执行的操作 ，如 图 2 所示，处理步驟

如下：

步驟 201 : 终端打开 NFC 和 Wi-Fi 功能；

这里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需配置 NFC 功能和无线局域 网 （WLAN )

功能，Wi-Fi 热点所有者启动终端的 NFC 功能和 Wi-Fi 功能，所述 NFC 功

能通过终端 内部设置的 NFC 模块 实现。

步驟 202: 扫描所有可用的 Wi-Fi 热点 ，判断 Wi-Fi 热点是否需要写入

NFC 标签 ，如果是 ，则执行步驟 203; 否则 ，结束流程；



具体为：终端扫描所有可用的 Wi-Fi 热点 ，并判断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

是 否需要被写入 NFC 标签 ，也就是说 ，Wi-Fi 热点所有者确定终端 已扫描

到的 Wi-Fi 热点是否要提供给用户使用，如果是 ，则继续执行步驟 203; 否

贝'J , 结束 当前流程 。

所述 Wi-Fi 热点的扫描过程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详述。

步驟 203: 对所述 Wi-Fi 热点的信息进行编辑；

具体为：如果 Wi-Fi 热点所有者希望 Wi-Fi 热点信 息是加密的，则可以

在终端的 Wi-Fi 编辑界面中输入密码 ，这样 ，所述 Wi-Fi 热点信 息可表示为

"wifi: 〃无线 网络名称 ( SSID ) /安全技术 ( security ) /密码 ( password )" 的

格 式，比如：wifi://TP-LINK/ 有线等效保密 （Wired Equivalent Privacy, WEP )

/12345678 。之后 ，将 Wi-Fi 热点信 息进行打 包，打 包为通用资源标志符（URI )

类型的 NFC 数据 交换格式（The NFC Data Exchange Format, NDEF ) recordo

步驟 204: 将所编辑的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

具体为：Wi-Fi 热点信 息打 包后启动终端的 NFC 写标签功能，即将 NFC

标签靠近终端，如果终端检测到 NFC 标签 ，则将 已打 包的 Wi-Fi 热点信 息

写入 NFC 标签 ；当然，如果没有检测到 NFC 标签 ，则结束 当前流程 。

下面介绍 Wi-Fi 热点使用者侧终端执行的操作 ，如 图 3 所示，处理步驟

如下：

步驟 301 : 终端打开 NFC 功能；

具体为：Wi-Fi 热点使用者打开终端的 NFC 功能，所述终端需配置 NFC

功能，NFC 功能通过终端 内部设置的 NFC 模块 实现。

步驟 302: 终端扫描 NFC 标签 ，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内容；

这里 ，如果终端未能扫描到 NFC 标签 ，则结束 当前流程 。所述终端解

析所得的 Wi-Fi 热点信 息可 包括：SSID 、 security 和 password 等相 关信息。

步驟 303: 终端判断 已解析的内容是否为 Wi-Fi 热点信 息，如果是 ，则



执行步驟 304; 否则，结束 当前流程；

这里 ，终端判断所解析的内容是否为 URI 类型的 NDEF record, 此处认

为 URI 类型的 NDEF record 即为 Wi-Fi 热点信息。

步驟 304: 终端打开 Wi-Fi 功能，并扫描所有可用 Wi-Fi 热点；

本步驟为现有技术，此处不再详述。

步驟 305: 终端查找与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相 匹配的 Wi-Fi 热点进行

连接 ；

具体为：终端从 已扫描到的 Wi-Fi 热点 中查找与步驟 302 中解析所得的

Wi-Fi 热点信息，如与 SSID、security 和 password 相 匹配的 Wi-Fi 热点进行

连接 。当然，如果未能找到与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相 匹配的 Wi-Fi 热点 ，

则结束 当前的流程 。

本发明还提供 了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系统，如 图 4 所示，

该 系统 包括：NFC 标签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以及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

其 中，

所述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用于扫描 Wi-Fi 热点 ，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息，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所述 NFC 标签 ，用于存储 Wi-Fi 热点信息；

所述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用于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

点信 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找到与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 息匹

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所述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 ，还用于扫描 Wi-Fi 热点之前 ，打开 NFC

功能和 Wi-Fi 功能。

所述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还用于读取 NFC 标签之前，打开 NFC 功

能，并扫描 NFC 标签 。

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终端 ，用于扫描 Wi-Fi 热点，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的



Wi-Fi 热点的信 息 , 将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所述终端 ，还用于扫描 Wi-Fi 热点之前 ，打开 NFC 功能和 Wi-Fi 功能。

本发 明还提供 了一种终端 ，用于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

信 息，扫描所有可发现 的 Wi-Fi 热点 ，找到与 已解析 的 Wi-Fi 热点信 息 匹配

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所述终端 ，还用于读取 NFC 标签之前 ，打开 NFC 功能，并扫描 NFC

标签 。

本发 明提供 了一种 NFC 标签 ，用于存储 Wi-Fi 热点信 息。

以上 所述 ，仅 为本发 明的较佳 实施例 而 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发 明的保

护范围。



权利要求书

1、一种通过近距 离通讯技术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

该方法包括：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 , 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的 Wi-Fi 热

点的信息，将 Wi-Fi 热点信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息；扫描

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找到与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匹配的 Wi-Fi 热

点进行连接 。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扫描 Wi-Fi 热点之前，该方法还 包括：终端

打开 NFC 功能和 Wi-Fi 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 1或 2 所述的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 , 所述编辑 已扫描的 Wi-Fi 热点的信息时 , 该方法还 包括：

将 Wi-Fi 热点信息表示为：wifi:// 无线网络名称 SSID/security/password

的格式，并打 包为通用资源标志符 URI 类型的 NFC 数据交换格式 NDEF

record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读取 NFC 标签之前，该方法还 包括：终端

打开 NFC 功能，并扫描 NFC 标签 。

5、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的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 已解析的 Wi-Fi 热点信息包括：SSID 、security 和 password 。

6、一种通过 NFC 进行 Wi-Fi 连接 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

NFC 标签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以及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其 中，

所述 Wi-Fi 热点所有者终端，用于扫描 Wi-Fi 热点，并编辑所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 息，将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所述 NFC 标签 ，用于存储 Wi-Fi 热点信 息；

所述 Wi-Fi 热点使用者终端 ，用于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

点信 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找到与 已解析 的 Wi-Fi 热点信 息匹

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7、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用于扫描 Wi-Fi 热点 ，并编辑所

述 已扫描 的 Wi-Fi 热点的信 息，将 Wi-Fi 热点信 息写入 NFC 标签 中。

8、一种终端 ，其特征在于，所述终端用于读取并解析 NFC 标签 中的

Wi-Fi 热点信 息，扫描所有可发现的 Wi-Fi 热点 ，找到与 已解析 的 Wi-Fi 热

点信 息 匹配的 Wi-Fi 热点进行连接 。

9、一种 NFC 标签 ，其特征在于，所述 NFC 标签用于存储 Wi-Fi 热点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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