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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默认值

电池关闭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电池关闭以便于长期存放/运输

2

张
贴
在
工
作
区

张
贴
在
工
作
区

第 2 步 - 连接主机接口

第 1 步 - 通讯座电缆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参考指南》

注释：电缆可能随配置而变化

第 3 步 - 设置接口（扫描主机条码）

 通讯座

1 扫描窗口

2 扫描触发开关   
3 LED 指示器                  
4 蜂鸣器            

RS-232

USB

键盘仿真

IBM 46XX

RS-232 
扫描以下条码之一

USB 
扫描以下条码

键盘仿真 
请扫描下面的条码

IBM 46XX 
扫描以下条码

HID 键盘仿真

SNAPI（不带成像功能）
（仅用于免持型号）

ICL RS-232

NIXDORF RS-232 模式 A

NIXDORF RS-232 模式 B

FUJITSU RS-232

OPOS/JPOS

标准 RS-232

端口 5B

端口 9B

IBM PC/AT 和 IBM PC 兼容

端口 17

连接到相应主机

连接到相应主机

电源

主机端口

主机

电源端口

交替主机电缆槽

交替电源电缆槽

主机端口

主机端口

电源

电源端口

电源端口

通讯座主机

串行端口配置文件（主）

串行端口配置文件（从）

HID 配置文件（从）

解除配对/断开连接

无线电通讯主机类型

解除配对/断开连接

第 4 步 - 无线电通讯主机类型

IBM 手持 USB

手持 USB OPOS

SIMPLE COM 端口仿真

IBM 桌面 USB

USB CDC 主机

有关通讯座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LI4278 产品参考指南》
或通讯座《快速参考指南》。
充电时，请使用通讯座电源以加快充电速度。

重要：在第一次全天使用之前，请给线性成像器扫描器充电 24 小时。

LI4278 线性成像器
快速入门指南

http://www.motorola.com/li4278

或

或

或

或

电源可选

有用条码 123SCAN

123Scan2 一个易于使用的基于 PC 的软件工具，它使您可以通
过条码或 USB 电缆快速轻松地执行自定义设置。有关更多信
息，请访问：http://www.motorola.com/123Scan2。

电源
（如有必要）

请扫描下面的条码，以选择扫描器与远程设备的连接方式。
如果连接至 CR0078 通讯座，请扫描通讯座主机。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产品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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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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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此设备已通过测试，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关于 B 级数

  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的制定是为了提供合理保护，防

  止此设备在居住区安装时产生有害干扰。此设备可产生、

  使用并会发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如果未按说明进行安装和

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当然，也不能担保在特定安装中不会产生干扰问

题。如果使用此设备确实对无线电或电视机的接收造成干扰（可以通过关闭设备然后再打开

来确定），建议您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排除干扰：

故障排除

低/中/高蜂鸣声

开机

短而中的蜂鸣声

已解读条码

4 声长而低的蜂鸣声

检测到传输错误，数据被忽略

4 声短促的蜂鸣声

低电量

标准使用方法 手持扫描

高/低蜂鸣声

已执行正确的编程顺序

低/高蜂鸣声

编程顺序不正确或扫描了
“取消”条码

高/低/高/低蜂鸣声

已成功设置参数

参数菜单扫描

蜂鸣器指示 LED 指示

关闭

扫描器已打开并已作好扫描准备，
或扫描器未通电

绿色

成功解读条码

红色

传输错误

免持（投射式）扫描

关闭

扫描器未通电

短暂熄灭

成功解读条码

绿色

扫描器已作好扫描准备

红色

传输错误

 本地联系方式：

扫描

高/低蜂鸣声

蓝牙连接断开

低/高蜂鸣声

已建立蓝牙连接

高/低/高/低蜂鸣声

已扫描配对条码

无线操作 充电

关闭

扫描器未通电

绿色 - 快速连续闪烁

扫描器正在充电

绿色 - 慢速连续闪烁

非重要电池温度故障

绿色 - 稳定亮起

扫描器充满电

瞄准

扫描器未通电 扫描器被禁用

确保使用了正确的主机接口电缆

扫描适当的主机参数条码
保证所有电缆已牢固连接

扫描器不工作

条码不可读 扫描器与条码之间的距离不正确

将扫描器移近或远离条码

未按条码类型对扫描器编程

确保已对扫描器编程，使其可
读取要扫描的条码类型。

扫描器无法解读条码

未按正确的主机接口对
扫描器编程

接口电缆松动

扫描器可以解读条码，但不能将数据传输到主机

未按正确的主机接口对扫描器编程

扫描适当的主机参数条码

扫描数据在主机上显示不正确

将扫描器与通讯座配对

扫描器尚未与主机连接的
接口配对

通讯座与主机的连接已丢失

电池高于或低于正常工作温度

请勿使用扫描器；将扫描器移至工作温度正常的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参考指南》 

LED 指示器指示出现电池温度  
低电量启动

等待红色的 LED 指示器变为绿色，
表示扫描器正在充电

通讯座通讯错误

检查触点；从通讯座中取出扫描器，
然后重新插入

LED 指示器指示低电量启动

LI4278 线性成像器

避免手腕过度弯曲 避免手臂过度举高

避免弯腰

建议使用方法指南 - 最佳身体姿势

健康与安全建议避免手腕过度弯曲 避免手臂过度举高避免弯腰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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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人体工程方面的潜在伤害或将该风险减至最低，我

们建议您注意以下事项。请咨询当地的健康与安全经理，确保您已

参加公司为预防员工意外伤害而设立的安全计划。

• 减少或避免振动。
• 减少或避免直接受压。
• 提供可调节的工作台。
• 提供足够宽敞的空间。
• 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
• 改进工作步骤。

扫描后缀

常用条码
添加 Enter 键

<数据><后缀 1>

扫描选项 回车键

（回车/换行）
添加 TAB 键 

规章信息

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 (WEEE)

© 2011 MOTOROLA, Inc. 保留所有权利。
摩托罗拉保留更改任何产品以提高其可靠性、改进其功能或设计的权利。

对于与任何产品、电路的应用或使用，与此处所述相悖或由此而产生的任何产品责任，摩托罗拉概不

负责。对于可能用到摩托罗拉产品的系统、仪器、机械、材料、方法或流程，或任何与摩托罗拉产品

组合使用的情况，摩托罗拉未以明示、暗示、禁反言或其它任何方式授予使用上述情况涉及到的或与

之相关的专利权或专利的许可。摩托罗拉仅为其产品中所包含的设备、电路和子系统提供暗示许可。

保修服务

只能使用经 Motorola/Symbol 认可的供电电源。此电源应是通过 UL/CSA 60950-1 认证列出的电源，

并且通过 IEC60950-1 以及符合 SELV 输出的 EN60950-1 认证。使用替代电源将使对此设备的任何授权

作废，并且可能带来危害。

EEE Yönetmeliğine Uygundur

Motorola Solutions, Inc.   
One Motorola Plaza Holtsville, New York 11742-1300, USA

72E-154896-01SC 版本 A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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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照明

光学输出：0.87mW
脉冲持续时间：连续

发射波长：590-650nm

使用某些光学仪器（例如高倍放大镜、放大器和显微镜）查看 LED 输出可能导致眼睛受到危害。

提醒：控制、调整或执行未在此处指定的其它过程均可能导致暴露于 LED 光束的危险发生。

这是获得认可的 Bluetooth® 产品。若要了解更多信息或查看 End Product Listing，请访问 
https://www.bluetooth.org/tpg/listings.cfm。

未获得规章认可即操作此设备属非法行为。

仅限 2.4 GHz

符合 IEC/EN60825-1:2001 & EN 62471：2008 和 IEC62471： 2006 1 级 LED 输出。

LED 输出 – 此设备包含两种用于照明和瞄准的 LED。

RF 暴露指导原则  

减少 RF 暴露 - 正确使用 
请完全按照提供的说明操作本设备。

此设备符合关于人体暴露于无线通讯设备电磁场的国际公认标准。有关人体暴露于电磁场的

国际公认标准的信息，请参阅 Motorola/Symbol 符合声明 (DoC)，网址为：

http://www.motorola.com/doc。

电池

EPA（环境保护署）要求干电池生产厂家或进口公司必须遵照“废弃物处理法”第 15 条的规定，

在销售、免费赠送或促销的电池上注明回收标志。有关如何正确处理电池的事宜，请与获得相应

资格的台湾回收公司联系。

Motorola/Symbol 可充电电池组的设计和结构完全符合行业最高标准。但是，需要更换电池前，

电池的使用寿命和保存期限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有多种因素可影响电池组的实际使用寿命，

例如，高温、寒冷、恶劣的环境条件及腐蚀性液滴等。如果电池的保存时间超过六 (6) 个月，

则电池的整体性能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从设备中取出电池，充到一半电量，然后保存在

干燥阴凉的地点，这样可以防止电池容量损失、金属部件生锈及漏液。如果电池的保存时间在

一年或一年以上，则至少应每年查看一次电池电量，充电使电池电量保持半满。如果发现电池

的使用时间明显缩短，请更换电池。无论电池是另外选配，还是作为移动数据终端或条码扫描

器的部件随整机购买，所有 Symbol 电池的标准质量担保期限均为三十 (30) 天。有关 Symbol 电池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mysymbolcare.symbol.com/battery/batbasics1.html

Motorola/Symbol 在此处郑重声明此设备符合主要要求以及 1999/5/EC、2004/108/EC 和 2006/95/EC 
指令规定的其它相关条款。

要获得符合声明，请访问 http://www.motorola.com/doc。

经测试符合 
FCC 标准

家庭或办公使用

韩国关于 Class B ITE 的警告声明

Class B ITE

         标示和欧洲经济区 (EEA)

 通过 EEA 使用 Bluetooth® 无线技术具有以下限制：

此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技术协会的 RSS 210 规定。设备操作必须遵循以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抗任何外部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Ce dispositif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CNR-210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ce. Son fonctionnement est sujet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le dispositif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préjudiciable, et
(2) ce dispositif doit accepter tout brouillage reçu, y compris un brouillage susceptible de provoquer 
un fonctionnement indésirable.
标签标示：无线电认证前面的术语“IC:”只表明符合加拿大工业技术规格的要求。

此 B 级数字仪器符合加拿大 ICES-003 的规定。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的规定。设备操作必须遵循以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会产生有害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抗任何外部干扰，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扰。

• 重新调整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加此设备与接收器的间隔距离

• 将此设备和接收器分别连接到不共用同一电路的电源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经验丰富的无线电/TV 技术人员，以获得帮助。

电池安全指导原则

巴西

墨西哥

频率范围限定为：2.450 - 2.4835 GHz。
韩国

对于使用 2400~2483.5MHz 或 5725~5825MHz 频段的无线通讯设备，应在用户手册等资料中显示：

中国台湾 

检查系统电源；电池可能已放电；请用通
讯座为扫描器充电；检查电池盖是否已关
闭；确保已固定好电池室的末端保护套 

确保条码无缺陷，尝试扫描具有
相同条码类型的测试条码

要在扫描好的数据后面添加 Enter 键，请按编
号顺序扫描所有    条码。

要在扫描好的数据后面添加 Tab 键，请按编号顺序扫描所有三个 Enter 键条码（左侧），
然后按编号顺序扫描下面所有五个条码。

请按照此顺序操作：断开电源连接；断开
主机电缆连接；等待三秒钟；重新连接主
机电缆；重新连接电源；重新建立配对

健康与安全建议         

               人体工程建议

本设备是获得认可的 Symbol Technologies, Inc. 品牌产品。Symbol Technologies, Inc. 是 
Motorola Solutions, Inc.（统称为 “Motorola”）的全资子公司。本指南适用于型号：LI4278。
所有 Motorola/Symbol 设备的设计均严格遵守各个销售地点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并已将此

条明文列出。您可从下列网站获得当地语种的翻译版本：http://supportcentral.motorola.com。

未经 Motorola/Symbol Technologies 明确批准而擅自对 Motorola/Symbol Technologies 的设备作

出更改或修改，将有可能令用户操作设备的授权作废。

MOTOROLA、MOTO、MOTOROLA SOLUTIONS 和标志性的 M 徽标是 
Motorola Trademark Holdings, LLC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经授权方可使用。

所有其它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 2011 Motorola Solutions, Inc. 保留所有权利。

• 减少或避免重复的动作。
• 保持一种自然的姿势。
• 减少或避免用力过度。
• 将常用物品放在随手可及之处。
• 保持适宜的工作高度。

要了解完整的摩托罗拉硬件产品保修声明，请访问：

http://www.motorola.com/enterprisemobility/warranty.

服务信息
如果在使用设备时遇到问题，请与您机构的技术或系统支持联系。如果设备出现任何问题，他们将与 
Motorola Solutions Support 联系：http://supportcentral.motorola.com。

要获得本指南的最新版本，请访问：http://supportcentral.motorola.com。

警告：为了避免人体工程方面的潜在伤害风险或将此类风险减至最低，我们建议您注意以下事

项。请咨询当地的健康与安全经理，确保您已参加公司为预防员工意外伤害而设立的安全计划。

• 减少或避免重复的动作

• 保持一种自然的姿势

• 减少或避免用力过度

• 将常用物品放在随手可及之处

• 保持适宜的工作高度

• 减少或避免振动

• 减少或避免直接受压

• 提供可调节的工作台

• 提供足够宽敞的空间

• 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

• 改进工作步骤。

无线设备 - 国家（地区）批准
遵照认证要求在设备上粘贴规章标志，表示本无线通讯设备已在下列国家（地区）获得批准使用：

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 韩国、澳大利亚和欧洲 1,2。
 
有关其它国家（地区）标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bol 相应声明 (DoC)。
http://www.motorola.com/doc 上提供了此声明。

注释 1：对于 2.4GHz 或 5GHz 产品，欧洲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塞浦路斯、

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

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注释 2：RFID 设备具有可变的使用限制，要了解详细信息，请参阅 Motorola/Symbol 符合声明 (DoC)。

在美国，802.11 b/g 的可用信道是信道 1 至 11。信道范围受固件限制。

关于使用无线设备的警告

在飞机上使用时的安全事项

            在医院使用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无线电频率干扰要求 - FCC

• 设备充电区域必须远离碎屑、易燃物或化学物质。设备在非商用环境中充电时应格外小心。

• 请遵循用户指南中的电池使用、储存和充电指导原则。

• 电池使用方式不当可能导致火灾、爆炸或其它危险发生。

• 对移动设备的电池充电时，电池和充电器的温度必须介于 +32ºF 和 +104ºF（0ºC 和 +40ºC）之间。

• 请勿使用不兼容的电池和充电器。使用不兼容的电池或充电器可能导致火灾、爆炸、泄漏或

其它危险。如果对电池或充电器的兼容性有任何疑问，请与摩托罗拉企业移动支持联系。

• 如果设备使用 USB 端口进行充电，则只应当将设备与带有 USB-IF 徽标或完成了 USB-IF 合规

计划的产品相连接。

• 请勿拆开、压挤、弯曲、扭曲、刺穿或切割电池。

• 由电池供电的设备跌落在坚硬表面上的严重影响可能导致电池过热。

• 请勿使电池短路，或者使用金属或其它导电物体接触电池接线端。

• 请勿修改或改造电池、在电池中插入异物、将电池浸入或接触水或其它液体、使电池暴露于

明火、爆炸源或其它危险源。

• 请勿将设备置于或存放在温度过高的环境中，如停泊的车辆里或辐射物质或其他热源附近。

请勿将电池置于微波炉或烘干机中。

• 儿童必须在成人监管下使用电池。

• 请遵照当地规定及时处理用过的可充电电池。

• 请勿将电池丢入火中。

• 如果误吞电池，请立即求医。

无线电发射机（第 15 部分）

无线电频率干扰要求 - 加拿大

无线电发射机

• 最大辐射传送功率为 100 mW EIRP，频率范围为 2.400 -2.4835 GHz
• 在法国，如果在户外使用，此设备的辐射传送功率限定为 10mW EIRP
• 在意大利，要求提供适合户外使用的用户许可。

          

请遵守关于使用无线设备的所有警告。

请听从机场或航班工作人员的要求关闭无线设备。如果您的设备提供了“飞行模式”或类似功能，

请向航班工作人员咨询是否可在飞行途中使用此设备。

          
无线设备会发射无线电频率能量，可能会对医疗电子器械产生干扰。在医院、诊所或保健场所时，

应当听从工作人员要求关闭无线设备。工作人员请求关闭无线设备是为了防止可能对敏感的医疗器

械产生干扰。

起搏器制造商建议，手持无线设备与起搏器之间至少应当保持 15 厘米（6 英寸）距离，才能避免对

起搏器可能造成的任何干扰。这些建议与无线技术研究开展的独立研究和建议保持一致。

使用起搏器的人员：

• 在设备开启时，设备与起搏器应随时保持间隔 15 厘米（6 英寸）以上距离。

• 不应将设备放在胸前的口袋内。

• 应当用与起搏器距离最远的耳朵接听，以尽量减少潜在干扰的发生。

• 如果有理由怀疑已产生干扰，请关闭此设备。

  

请向您的医生或医疗器械的制造商咨询，以确定操作无线产品是否会对该医疗器械造成干扰。

人体工程建议
提醒：

三个
三个

五个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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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蓝牙® 无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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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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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 -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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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VCCI) - 干扰自愿控制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