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膜功能一体化的

DATACARD CD800CLM 证卡打印机
®

™

达到安全性与耐久性的崭新高度
可扩展的集成解决方案
作为包含了 Datacard 硬件、软件、耗
材与服务的集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配备了在线覆膜模块的 CD800CLM 证
卡打印机为您带来期待已久的突破性
能。经历再设计与新构想，这款证卡打
印机能与您的项目需求同步更新，引领

包括政府机构、企业单位以及学校在内，许多机构都面临着日益
严峻的安全威胁。卡片发行机构需要更加先进的下一代战略和技
术，以帮助预防身份证卡的伪造和欺诈，更好地保护其持卡人和
设施，并满足持卡人对更快速服务的需求。配备了在线覆膜模块
的新款 Datacard® CD800CLM™ 证卡打印机可以轻松满足您的需
求，它包含了高性能安全覆膜、独特的触感特征、条形码读码器以
及卡片矫直等功能。。


您攀登安全性与耐用性的新高度。


专利申请中的触感特征，提供更高
的卡片安全性



更快的系统处理能力：单面卡片处
理速度高达 210 张卡/小时，停机时
间更短



具有成本效益的安全性与耐用性特
征，更低的总体成本



独特且专利申请中的在线矫直功



能，覆膜后即刻压平卡片


可选条形码读码器，识别序列化覆
膜



可选的打印分辨率



重要的创新功能。内设的个性化触感特征将在卡片上创建一个
触感图像并实际改变卡片基底及安全覆膜的表面特征，从而帮
助抵御卡片伪造。您可以从标准设计中选择触感图像，或为企
业定制图像，在增强安全性的同时，更提升品牌知名度。革命
性的新型耗材，包括 Datacard® DuraShield™高清全息安全覆膜，
能够提供安全性、耐用性与经济性的最佳组合。通过提供边到
边且几乎无法被完好移除的全卡覆膜，这一安全覆膜将安全性
与耐用性推至了一个新高度，它拥有 4 倍于基础覆膜的耐用性，
而价格却与基础覆膜相当。
按需配置系统与安全性。您可以自由选择单面或双面覆膜，接
触式或非接触式智能芯片以及磁条编码。您还可以根据所需安
全性，从众多高性能的全息安全覆膜和序列化覆膜中加以选择。
序列化覆膜的每一张覆膜中都印有能够被条形码读码器所解读
的专属识别号码，可追踪覆膜去向并验证其真实性。此外，您
还可以选择硬件锁以及隐蔽的出卡槽来完善您的打印套装，保
护您的打印机、卡片以及耗材。
高速发行卡片。以高达 210 张卡/小时的速度打印卡片、添加覆
膜与触感特征。Datacard® CD800CLM™证卡打印机以提供最佳
性能加以设计，使其更高效、更可靠且符合专业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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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膜功能一体化的 DATACARD CD800CLM 证卡打印机



标准 100 张卡或可选 200 张卡的入卡槽



可选硬件锁保护卡片、色带及覆膜安全



背光液晶面板使打印状态一目了然



安全存放废弃卡



触感特征使篡改意图显而易见



数秒内完成装载的快速易置换色带



以太网接口提供网络连接



易装载耗材使您轻松更换含色码覆膜盒



支持序列化覆膜的条形码读码器



在线矫直功能，覆膜后即刻压平卡片



可选具有多种全息防伪技术耗材及可定制化
的加盖安全钢印功能

配备在线覆膜模块的 CD800CLM 证卡打印机的特征与规格
打印技术

卡片直接打印、热升华/热转移技术

打印和覆膜功能

单面或双面边到边打印，含标准单面和可选双面覆膜功能
紫外线荧光打印；彩色及单色打印
文字数字、文本、标识、数字签名、1 维/2 维条形码图形，打印机池/共享

打印分辨率

标准模式：300*300dpi；标准文本、条形码和单色打印，256 灰度等级
高品质模式：300*600dpi；强化文本条形码和单色打印；300*1200dpi；强化文本和条形码打
印 210 张卡/小时，单面 YMCK 色带打印，正面覆膜
高达

打印、覆膜及触感 高达 185 张卡/小时，单面 YMCK-K 色带打印，背面黑色色带打印，正面覆膜
高达 195 张卡/小时，单面打印，覆膜，含触感特征，YMCK 色带打印
特征印制速度
高达 160 张卡/小时，双面打印，覆膜，含触感特征，YMCK-K 色带打印
卡片容量

实际尺寸

自动进卡：100 张卡入卡槽，支持 0.030 英寸（0.76 毫米）的卡片
手动送卡：单卡入卡槽/废卡槽
覆膜机 1
尺寸：23.2 英寸 x 10.6 英寸 x 20.2 英寸 (589 毫米 x 270 毫米 x 513 毫米)
覆膜机 1 和 2
尺寸：23.2 英寸 x 10.6 英寸 x 20.2 英寸 (589 毫米 x 270 毫米 x 513 毫米)
覆膜机 1、2 和触感压印机
尺寸：26.6 英寸 x 10.6 英寸 x 20.2 英寸 (675 毫米 x 270 毫米 x 513 毫米)

重量

覆膜机 1：29.92 磅 (13.6 公斤)
覆膜机 1 和 2：32.78 磅 (14.9 公斤)
覆膜机 1、2 和触感压印机：36.96 磅 (16.8 公斤)

连接性

双向高速 USB2.0；以太网 10Base-T/100-Dase-TX (含指示灯)

保修

12 个月标准送修服务

CD800CLM 打印机可选项
磁条编码

智能卡个性化

OpenCard
终端用户升级选
项

凸版资讯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TOPPA N FORM S IN FORM A TION

可现场升级，ISO 7811 三磁道选项（高低磁抗），JIS II 类单磁道选项
支持标准和定制数据格式

SYSTEM S (SHA N GHA I) CO.,LTD.

出厂前选项：
单线接触式/非接触式多合一编码器（读写），支持 MIFARE，ISO7816，ISO14443 A/B，
ISO15693，ISO FeliCa). DESFire 标准
双线接触式/非接触式多合一编码器（读写），支持 MIFARE/DESFire,，ISO7816，
ISO14443 A/B 标准
现场升级选项：
单线接触式/非接触式多合一编码器（读写），支持 MIFARE，ISO7816，ISO14443 A/B，
ISO15693，ISO FeliCa). DESFire 标准
双线接触式/非接触式多合一编码器（读写），支持 MIFARE/DESFire,，ISO7816，
ISO14443 A/B 标准
HID iCLASS，读/写编码器
HID PC 只读读卡器
第三方 OEM 智能卡选项：即将推出（只支持非接触式读卡器-需要第三方提供编码器以
支持接触式智能卡编码）

电话：021-53069666

仅适用于工厂选项；支持单面和双面打印；彩色和单色打印；支持前置废卡槽；支持旧
版 OpenCard 格式；以太网或 USB 连接
支持标准和定制数据格式
扩展式 200 张卡入卡槽；第二台覆膜机；触感压印机；条形码读码器；Kensington 安全锁

上海总公司
传真：021-33050189
网址：www.toppanforms.com.cn
北京办事处
电话：13701116688
传真：
武汉办事处
电话：027-87640942
传真：027-87640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