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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什么是码夫 

码夫，专业的移动扫码支付方案商。 

码夫支付系统 

码夫支付系统包括 GPRS 通信模块、码夫支付开发板、码夫支付开发板调试

组件、码夫支付管理平台以及消费者应用。 

码夫支付系统支持微信、支付宝以及聚合支付等移动支付方式。 

接入码夫支付系统 

根据自己的需要，您可以选择码夫支付系统任一环节接入使用，码夫提供全

力支持。码夫提供硬件设计、嵌入式软件等相关开源资料，包括 PCB 等硬件设

计原理图，产品原理图，API 接口文档，码夫系统架构说明书，嵌入式源码。购

买码夫产品即可享受资料共享。 

构建自己的支付系统 

码夫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您构建属于自己支付体系，包括但不限于支付产品

设计、微信公共号对接、支付宝生活号对接、后台及 web 平台部署等。 

更多合作详见官网：http://www.mafu.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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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夫支付产品 

产品样图 

码夫支付板子支持多种工作模式：串口，脉冲，继电器等，您可以选择适合

自己的方式改造自己的产品，码夫支付板子详见图 1 

针对基本工作模式脉冲和继电器，我们集成了基本的场景应用，支持大范围

脉冲宽度与间隔信号输出，支持继电器开关时间自定义及随时关闭，支持基站定

位与设备在线查询，并且支持线下投币检测； 

为了方便使用，串口支持 2.8v-5v 电平自适应，投币器（脉冲）连接支持电

压 5v-18v 自适应，并且板子加入了电源防反插器件。 

 
图 1 码夫支付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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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的资料 

在推出自己的产品的同时，码夫开源了相关技术资料，包括硬件设计资料，

嵌入式源码，管理平台和后台源码（这部分不再开源，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

以及系统体系说明文档等，详见图 2 开源资料目录。 

 
图 2 码夫支付开源资料目录 

 

购买码夫支付产品，联系客服，加入技术支持群，可查看所有开源资料，码

夫随时提供技术支持。 

购买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2.3c5e6a233QT3s6&i

d=559444559709&ns=1&abbucket=9#detail（淘宝链接） 

使用场景 

码夫支付板子可用于共享娃娃机、摇摇车、按摩椅、充电桩、擦鞋机、洗衣

机、游戏机、KTV 机等各种可以扫码支付的生活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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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夫支付消费者应用 

方式多样 

根据自己业务需求，您可以在管理平台配置消费者应用功能，功能包括基本

支付功能（必选），广告位展示功能以及卡券发放功能等；其中基本支付功能分

为投币器类型和倒计时类型。 

消费者可以选择微信支付或是支付宝支付消费，同一二维码自动识别支付方

式。 

投币器类型 

消费者使用投币类型设备基本支付功能流程： 扫码，虚拟币套餐购买，支

付，选择投币，确定启动设备；详见图 3 投币器类型设备消费者使用流程。 

 
图 3 投币器类型设备消费者使用流程 



  码夫移动扫码支付 www.mafu.shop 
 

 5 

倒计时类型 

消费者使用倒计时类型设备基本支付功能流程： 扫码，支付，确定，自动

启动设备；详见图 4 倒计时类型设备消费者使用流程。 

 
图 4 倒计时类型设备消费者使用流程 

 

配置套餐 

运营商可以使用码夫支付管理平台动态配置消费者套餐，平台支持备选套餐

添加修改与删除，批量修改设备套餐，如图 5、图 6 所示；详细操作步骤参考第

四章套餐设置。 

 
图 5 倒计时类型设备套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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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投币器类型设备套餐设置 

 

配置广告位 

运营商可以使用码夫支付管理平台打开或是关闭消费者应用中广告位展示，

平台支持上传广告位展示图，详细操作步骤参考第四章消费者应用设置。 

（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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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夫支付产品管理平台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体系 

使用流程 

码夫支付管理系统中的设备根据是否是自己运营分以下两种情况：1，添加

设备 --- 添加消费套餐 --- 编辑设备 --- 投入使用 --- 收益； 2，添加设备 

--- 添加代理商  --- 设备分组  --- 设置分销分成 --- 收益 。系统具体使用

流程如图 7 所示： 

 
图 7 码夫支付管理系统使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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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分配 

系统角色分为超级管理员（Admin）、管理员、总代理、省市县级代理和运营

商；超级管理员有且仅有一个同级账号，如图 8 所示：  

 
图 8 码夫支付管理系统体系结构 

 

1，只有管理员可以对接公共号，即有权限为总代理开户，开户即默认总代

理可以提交公共号资料并开通自己的公共号；  

2，只有总代理拥有公共号资源，收益默认打入总代理提供的微信账号里面；

即总代理及以下运营的设备，消费者的微信应用页面和各级代理的后台管理系统

显示的 logo 及品牌名字都是与总代理相关。 

3，分成收益是总代理商家账户向各级代理个人微信账户汇款，微信提现都

是提现到个人账户，微信收取千分之六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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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省市县级代理运营设备，那么他就是上级代理的运营商；如果总代

理运营设备，那么他微信收益就不再分成，全部归为自己； 

账户 

登入平台即可查看账户，账户提供修改密码及登出功能。给下一级人员开户

后，默认密码：888888；需要填写姓名，代理级别，手机号，邮箱等信息。 

 
图 9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账户 

 

首页 

如图 10 所示，首页可查看当前账户下设备及其收益情况，详细查看在线及

离线设备，实时了解设备运营状况；可以查看今天当前账户收益金额、及近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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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一年）的收益趋势；同时也支持查看当前账户下及分配出去的所有机

器的营业额，了解自己收益来源，方便及时调整自己的运营方案。 

 
图 10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首页 

 

收益进账 

如图 11 所示，收益菜单提供订单查看，营业额查看，线上收益，提现等功

能。 

订单查看可查看当前账户下所有设备营业订单，包括支付成功、支付失败及

未付款等各个状态的线上支付订单，同时支持按时间、按投放地点、按设备标示

（IMEI）查询相关订单；支持显示支付方式及支付用户查看。 

营业额查询可查看当前账户下所有设备的营业额，包括线下投币及线上支付

的营业额，同时支持按时间、按投放地点、按设备标示（IMEI）查询相关营业额。 

线上收益可查看当前账户下所有设备可以提成收益的记录，线上收益只记录

交易成功的移动支付记录；线上收益是代理商之间分成收益的凭证，同时支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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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按投放地点、按设备标示（IMEI）查询相关订单；支持显示支付方式及支

付用户查看。 

提现页面显示当前可提现金额，最小提现金额为 1 元，绑定个人微信即可提

现（腾讯会手续千分之六的手续费），支持查看提现记录，如图 12 所示。 

 
图 11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订单查看 

 

 

图 12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提现页面 

 

设备管理 

如图 13 所示，设备管理菜单提供添加设备，设备状态，设备分组等功能。 

添加设备功能支持单个设备添加及批量设备添加，单个设备添加需要输入设

备标示号（IMEI 号），批量设备添加需要输入箱号（批量设备包装箱箱号）；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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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统一管理设备，添加设备功能只对总代理级别用户开放，其他级别用户无法

添加设备。 

设备状态功能提供编辑设备及查看设备，如图 13，图 14 所示；在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设备当前所属运营商，设备在线状态，投放地点等设备信息；设备状态

页面也可查看设备二维码，动态生成消费者使用的设备二维码；设备编辑可编辑

设备类型（投币器，继电器），相应的设备类型下对应备选的消费者套餐；如无

备选套餐，请先添加相应套餐，详见本章节--套餐设置菜单。 

设备分组功能是代理商之间的核心功能。将当前账户下的设备分到下级代理

商或是运营商名下，并设置对于此设备自己能拿到的分成比例（大于等于 0，小

于等于 1）。设备分组之前需要先添加代理商或是运营商，具体参看本章节--分

销分成菜单。 

 
图 13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设备管理菜单 

 



  码夫移动扫码支付 www.mafu.shop 
 

 13 

 
图 14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编辑设备页面 

套餐设置 

如图 15 所示，套餐设置菜单提供投币器类型和继电器开关类型两种设备的

备选套餐添加编辑与删除。 

如图 16 所示，倒计时类型设备套餐添加，需要添加套餐名称，费用及开关

时间长短，例如 1 元 2 分钟，即 1 元机器工作 2 分钟。 

如图 16 所示，投币器类型设备套餐添加，需要添加套餐名称，费用及可以

购买的虚拟币数量，例如 5 元 6 个币，即 5 元购买 6 个虚拟币 

 
图 15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编辑设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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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倒计时类型设备套餐添加和投币器类型设备套餐添加 

 

分销分成 

分销分成菜单提供代理商管理功能和分成比例设置功能。 

当前用户可以添加和编辑下级代理商或是运营商，当前级别管理员只能添加

下级的代理，并规定新代理是否可以添加新的代理或是运营商，运营商不能发展

下级。 

分成设置功能可以设置最小提现金额，3 个备选的分成设置数值，设置完后，

方便设备分组时可以快速选择分成比例。 

 
图 17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分销分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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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调试 

如图 18 所示，设备调试菜单是开放给设备管理员的一个设备调试功能，当

前用户只能调试其账户下的设备而不能调试其他人的设备。如果设备没有录入平

台（即没有被人使用），任何人都可以调试。 

 

图 18 码夫支付管理平台设备调试页面 

设备调试分为脉冲输出调试和继电器开关调试。选择相应的调试类型，输入

调试设备的 IMEI 号，脉冲需要另外填写高低电平和想输出的脉冲个数，继电器

需要另外输入开关时间，即可调试。 

微信公共号对接 

微信公共号对接是总代理级别账号可以使用的菜单功能，其他级别账号无法

查看。总代理提交相关资料后，即可在消费者应用页面使用自己的 logo 和商户

名称。 

所需的资料：微信公共平台-服务号中获取（公众号原始 ID、开发者 ID、开

发者密码、验证文件），微信商户平台-账户中心中获取（微信支付商户号、API

密钥、API 证书文件，API 证书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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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http://www.mafu.shop/storck/WEIXIN.pdf 

支付宝生活号对接 

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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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提供启动码夫支付开发板设备的 API 文档 

http://www.mafu.shop/storck/MQTT.pdf（mqtt 报文文档） 

开源资料 

技术支持 QQ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