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简介
     深圳市信华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注册资金 500万，办公室位于深圳市商业

中心，华强北商圈的国际科技大厦 11楼，办公面积 320平方。是 Honeywell金牌代理

商、 Newland新大陆金牌代理商、摩托罗拉讯宝 SYMBOL战略合作伙伴、优尼泰克授权

服务商。我司共代理有十几个品牌的条码设备，为客户提供优质丰富的条码相关产品和系

统集成专业服务。

 

      扫描网是深圳市信华翰科技有限公司斥资 100万打造的扫描枪的网上商城。信华翰为

了让中国的条码事业走得更好更快，让大众都能享受条码带来的便利，特此为全国商户带

“ ”来质优价廉的各类扫描枪，扫描网所售的所有扫描枪均是厂家授权，均经过三测（出

厂检测，到货检测，出货检测）的优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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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Honeywell

           深圳市信华翰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 HUA H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07号国际科技大厦 11楼
电话 :0755-83981612;0755-83981617 ;传真 :0755-83558013
展销部 :深圳市华强北赛格大厦 7106室
网址：www.scanshop.cn 

 买扫描枪上扫描网！
 服务热线：400-609-8831

新大陆HR1030 手持式扫描枪 北京意锐RC532 二维码扫描平台  摩托罗拉 C11  一维扫描枪 霍尼韦尔1900GHD 二维码扫描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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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表 
摩托罗拉 LI4278

摩托罗拉 LI4278
新一代一维扫描
LI4278 支持员工更快、更远地扫描，将一维条码扫

描提升到全新水平。员工可采集几乎任何一维条

码 — 包括打印在纸质标签上的常用条码，手机、

平板电脑或数据终端屏幕上显示的电子条码（支

持零售商轻松处理会员卡、手机优惠券和其他物

品），以及电子元件制造业常用的高密度 (HD) 条

码。从近距离接触到超过 30 英寸/76.2 厘米远可

采集 100% 的 UPC 条码，在 55 英寸/139.7 厘米远的

距离可扫描 200% 的 UPC 条码。由于可在极端角

度采集条码，扫描比从前更加轻松，因此员工可花

费更少时间移动扫描器，而将更多时间用于完成

任务。支持投射模式的可选通讯座使员工可灵活

选择以手持和免持方式使用扫描器。

无绳自由性
Bluetooth®使员工摆脱了软绳的困扰，支持收银员

轻松扫描收银台内外的商品。此外，配备 EDR 的 
Bluetooth v2.1 提供更好的增强安全性加密、更出

色的无线性能和能源管理，从而使电能能够满足

整个班次的需要，并与主机设备轻松匹配。

面向全天候日常使用
由于省却了互联，待批专利的单电路板构造增强

了可靠性。每次电池充电后，出色的电池电源管理

提供最大扫描次数，支持扫描密集型应用。您可

以在多尘潮湿环境中使用此设备。无论是在户外

的明亮日光下还是室内的昏暗灯光下都能轻松看

到扫描线。即使跌落至混凝土地面，设备也完好

无损。通讯座可反复插拔超过二十五万次。

经济高效的升级路径
通过使用与同类产品（LS4278 和 DS6878）相同的现 
有通讯座和配件，LI4278 可提供出色的投资回报。

这样，不仅保护了现有投资，还可轻松迁移至最新

扫描技术。

以较低总拥有成本 (TCO) 确保最长正常运行
远程管理工具结合行业领先的经济合理的全方位

服务计划，确保您的员工在每个工作日的每分钟

都能轻松使用设备，全年无忧服务为需要维修的

设备提供全面保护维修服务。全面保护可确保自

设备购买之日起，您的扫描器免受意外损害，显著

减少无法预料的修理费用，为您解除后顾之忧。

通用无绳线性成像仪

特性

出色的一维扫描性能

提供卓越的扫描速度和

广泛的数据采集范围

可采集几乎任何物体

表面上的所有一维条码 
— 包括手机显示屏

可采集打印在传统纸

质标签上的条码或在手

机、平板电脑或数据终

端屏幕上显示的条码

更广的工作范围

从 1 英寸/2.54 厘米至 30 
英寸/76.2 厘米远的范围

均可读取 UPC 条码和高

密度条码，扩展的范围

可实现更大应用灵活性

出色的移动和角度容错

可更快地采集条码，每

次扫描之间无需停顿

正在申请专利的单电路

板构造

最大限度提高耐用性并

减少停机故障

明亮锐利的瞄准线

在明亮或昏暗的光线环

境下均可更轻松地瞄准

目标

内置可更换充电电池

提供每次充电后最大扫

描次数 — 远超最高使

用强度下单班次的使用

次数；可更换的电池确

保更长使用寿命

长寿命工业充电触点

性能可靠，支持超过 
250000 次插拔

有关详细信息，请登录 WWW .MOTOROLASOLUTIONS.COM/CN/LI4278



兼容 123Scan2 和远程 
扫描器管理 (RSM)
大幅减少管理时间、降

低管理成本 — 无论是初 
始配置还是日常管理； 
SDK支持自定义开发

可承受连续 100 多次跌 
落至混凝土地面的冲击

可防止因每天跌落破损

而导致的停机故障

多点对点

单个桌面通讯座可用于

三部扫描器，一个投射

通讯座可用于七个扫描

器，减少了资本支出和

维护成本

批处理式操作

支持用户在通讯范围以

外持续扫描；当在通讯

范围内时，能够将扫描

到的 500 多个 UPC 条码

传输到内存并自动上传

灵活的安装 — 垂直或水 
平安装

桌面通讯座具备多功能

性，可满足您的独特环

境需求

Bluetooth 2.1
可提供更好的安全性、

性能和能源管理，并能

够通过蓝牙无线连接

更轻松地配对

向后兼容

可使用 LS4278 通讯座，

提供极其经济高效的升

级路径

规格表
物理参数

尺寸 3.84 英寸（高）x 2.75 英寸（宽）x 7.34 英寸（长）

重量 7.9 盎司/224 克

通讯座接口 RS232、RS485 (IBM)、USB、键盘插口

颜色 黑色、白色

电池 “环保可持续使用”可更换充电电池

性能参数

偏移视角公差 ±65°

倾斜视角公差 ±65°

旋转视角公差 ±45°

扫描模式 单条明亮瞄准线

扫描角度 水平 35°

扫描速度 每秒扫描 547 次

移动容错 25 英寸（63.5 厘米）/秒

光源 lED Class 1 设备（617 纳米）（黄褐色）

最小打印对比度 15% MRD
每次充电后的 
扫描次数

多达 57000 次

操作小时数 每次充满电后： 72 小时

使用环境

环境光抗扰度 最大 108000 勒克斯

工作温度 32° F 至 122° F/0° C 至 50° C

存储温度 -40° F 至 158° F/-40° C 至 70° C

湿度 5% 至 85%（无冷凝）

跌落规格 在室温下能够承受从 5 英尺/1.5 米高度跌

落 100 次，能承受从 6 英尺/1.8 米高度跌

落至混凝土地面的冲击

环境密封 带垫圈的密封外壳可防止灰尘，并能够

喷洒清洗

条码符号 UPC/EAN： UPC-A、UPC-E、UPC-E1、 
EAN-8/JAN 8、EAN-13/JAN 13、Bookland 
EAN、Bookland ISBN Format、UCC 
Coupon Extended Code、ISSN EAN Code 
128 Including GS1-128、ISBT 128、ISBT 
Concatenation、Code 39 including Trioptic 
Code 39、Convert Code 39 to Code 32 (Italian 
Pharmacy Code)、Code 39 Full ASCII Conversion 
Code 93 Code 11 Matrix 2 of 5 Interleaved 2 of 
5 (ITF) Discrete 2 of 5 (DTF) Codabar (NW - 7) 
MSI Chinese 2 of 5 IATA Inverse 1D (except 
all GS1 DataBars) GS1 DataBar including GS1 
DataBar-14、GS1 DataBar limited、GS1 
DataBar Expanded

无线连接

射频 Bluetooth v2.1 Class 2 射频

数据率 3.0 Mbit/s (2.1 Mbit/s) Bluetooth v2.1

射频范围 330 英尺/100 米（视线）

相关法规

技术要求 EMC FCC Part 15 Class B、ICES 003 Class B、 
IEC 60601-1-2 Environmental RoHS Directive 
2002/95/EEC Electrical Safety C22.2 No. 
60950-1、En 60950-1、IEC 60950-1、
UL 60950-1 LED Class 1

环境法规 符合 RoHS

实用程序

123Scan、远程扫描器管理 (RSM)、扫描器管理服务 (SMS)、
摩托罗拉扫描器 SDK

解码范围（标准工作范围*）

3 mil 5-7 英寸/12.7-17.8 厘米

4 mil 4-10 英寸/10.2-25.4 厘米

5 mil 3-13 英寸/7.6-33 厘米

7.5 mil 1.5-19 英寸/ 3.8-48.3 厘米

13 mil (100% UPC-A) 1-31 英寸/2.5-78.7 厘米

20 mil 1-42 英寸/2.5-106.7 厘米

26 mil (200% UPC-A) 3-55 英寸/7.6-140 厘米

100 mil（纸质） >20 英尺/6 米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按照 Code 39 计算范围

保修

LI4278 遵守摩托罗拉硬件保修声明的条款，自发货之日起36 
个月内对工艺缺陷及材料缺陷给予保修。有关完整的摩托罗
拉硬件产品保修声明，请访问： 
http://www.motorola.com/warranty

产品规格表 
摩托罗拉 LI4278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www.motorolasolutions.com/cn

中国大陆地区：4006-456-456 中国香港地区：300-27861 中国台湾省：00801-14-8690

MOTOROLA、MOTO、MOTOROLA SOLUTIONS 以及标志性的 M 徽标是 Motorola Trademark Holdings, LLC 的商标或注册商标，须得到授权后方可使用。所有其他商标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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