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D800证卡打印机引领

了企业级桌面证卡打印机

的新潮流，具有卓越的速

度、打印质量、灵活性和

可靠性能。

行业版桌面证卡打印机的最佳选择

与其它任何同类桌面打印机相比，Datacard® CD800™证卡打印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
内高效地制作出美观的身份证卡。它的技术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企业和教
育机构发卡的技术要求。当您的应用需要在紧凑高效的装置中兼具速度、性能和
可靠性时，CD800证卡打印机是理想的选择。

强大的创新型制卡工具

• 业界领先的打印速度。CD800打印机的打印速度可与同类最快的证卡打印机
相媲美，从而显著提高发卡量。

• 业界领先的图像质量。通过CD800打印机的增强打印模式复制复杂的图
形，如国徽和校徽。率先实现300x1200点/英寸的打印分辨率，这意味着
精致的文本、2D条形码和复杂的双字节字符打印出来会十分清晰。专有的 
TrueMatch™ 技术可实现与屏幕上的色彩十分贴近的鲜明色彩。

• 保持环境承诺。凭借节能运行、使用EcoPure®添加剂制成的生物可降解内核
以及可回收打印机组件和包装获得ENERGY STAR®认证的CD800打印机树立
了环保印卡的标准。

• 可靠运行。CD800打印机可以满足企业级发卡的日常需求。行业专有的 
TruePick™卡片处理功能可准确挑选标准或超薄卡片，而无需进行任何调
整，从而基本消除了干扰。

• 为现在和未来创造最佳价值。确保您现在对CD800打印机所作的投资在未来
会继续获得回报。模块化设计使您能够根据发卡需求对配备不同编码器和功
能的CD800打印机进行现场升级。

DATACARD® CD800™ 证卡打印机

引领

新潮流



使CD800®打印机成为总体发卡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一台打印机融合数十项重大创新成果

• 自动100卡进卡盒（含卡槽）

• 带有嵌入式清洁滚轮的可重装墨盒

• 直观的液晶显示器面板（配备轻触式
控制器和软电源开关）

• 标准25卡出卡盒（可选100卡出卡
盒）

• 所有CD800打印机型号配备的标准以
太网和 USB 连接

• 可选现场可升级智能卡和磁条编码
模块

• 双面或单面证卡打印机型号（工厂选
项或现场可升级）

• 同一台打印机可同时进行彩色和单色
打印

• 先进的打印机驱动；支持第三方应用
开发

• 员工、合同工和访客身份证卡

• 学生和教师证

• 政府为检查员和公安派发的身份证件

• 援助计划参与者的图像证件卡

• 停车证和娱乐证

• 借书证

• 过境证

• 医护人员和患者身份证件

• 俱乐部会员卡

• 滑雪证

• 娱乐场所会员卡

• 客户忠诚卡

数年的研发和多次客户反馈会议促成了 CD800 证卡打印机的诞生。该打印机具有业界领先

的创新成果和功能，例如：

Datacard® CD800™ 证卡打印机适用于下列应用：



发行CD800打印机如何满
足您的发卡需求

CD800打印机是否适合您的应

用？请咨询您的Datacard企业

解决方案供应商。他们将帮助

您评估您的要求。然后，他们

会向您展示CD800打印机如何

作为全套发卡解决方案的一部

分，该解决方案包括软件、捕

捉设备和Datacard®认证耗材。

随时随地提供支持和服务

Datacard全球服务随时帮助您

通过CD800打印机获得最佳

性能。遍布120个国家的授权

服务供应商网络为您提供所需

的规划、执行和支持服务。在 
Datacard集团逾40年经验的支

持下，您将获得专业人员提供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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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800 打印机标准功能

打印功能 单面或可选双面边到边打印

同一台打印机兼具全色和单色打印功能

各种文本、标识和数字化签名；一维/二维 条形码图像

启用打印池/共享（即将推出）

打印分辨率 标准模式：标准文本、条形码和图形打印为 300 x 300 点/英寸

高质量模式：增强文本、条形码和图形打印为300 x 600 点/英寸

　　　　　　增强文本和条形码打印为 300 x 1200 点/英寸

每个色板256个阴影

打印速度 全色打印：每小时多达220张单面卡 (YMCKT*)
　　　　　每小时多达165张双面卡 (YMCKT-K*)
单色打印：每小时多达1000张单面卡（黑色 HQ*）

卡容量 自动进卡：0.030英寸（0.76毫米）卡片为100张卡片输入；25张卡片输出（标准）

前部特殊卡置入槽

单独的拒卡区和托盘（仅限双面打印机型号）

进卡盒空检测

打印机驱动 可调节色彩控制器（具有图像预览功能）

用于防止在磁条区域打印的预先设置区，带有自定义区域功能

利用基于 Windows® XPS 的技术进行高保真打印

安全禁用卡片重制

针对 Windows 操作系统打印机驱动的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可用的用户界面语言：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中文繁体、韩语

和葡萄牙语

保修 30个月标准送修服务；30个月打印头保修（无限制）

CD800 打印机现场可升级选项

磁条编码 ISO 7811 三轨选项（高、低矫顽力）

JIS II 类单轨选项

支持标准和自定义数据格式

智能卡个性化 接触式/非接触式多功能读卡器

HID iCLASS®，读/写编码器

第三方 OEM 智能卡选项

双面打印 工厂选项或现场可升级

CD800 打印机终端用户可升级选项

扩展型100卡出卡盒

扩展型200卡进卡盒

Kensington® 打印机安全锁

CD800 打印机规格

实际尺寸 单面打印：长17.4英寸 x 宽8.8英寸 x 高8.8英寸（44.2厘米 x 22.4厘米 x 22.4厘米）

双面打印：长21.2英寸 x 宽8.8英寸 x 高8.8英寸（53.8厘米 x 22.4厘米 x 22.4厘米）

重量 单面打印：9.0磅（4.1千克）（取决于选项）

双面打印：12.0磅（5.4千克）（取决于选项）

连接 双向 USB 2.0；以太网 10 Base-T/100-Base-TX（带活动灯）

接收的塑料卡 ISO ID-1/CR-80 卡片：3.370英寸 x 2.125英寸（85.6毫米 x 53.98毫米）

聚氯乙烯和光泽层压表面

部分钥匙扣卡片（ISO ID-1/CR-80 卡片）

Datacard® StickiCard™ 带粘合剂的塑料卡

卡片厚度 0.010英寸至0.037英寸（0.254毫米至0.939毫米）

*色带类型和面板数量；Y=黄色，M=绛红，C=青色，K=黑色，T=表面涂层，HQ=高质量

为行业级身份证卡发行而设计

凭借业绩领先的速度、打印质量和可靠性能，Datacard® CD800™证卡打印机成为行 
业级发卡的新选择。此外，正如这些规格显示的那样，CD800打印机能够满足您最

苛刻的应用要求。欢迎致电您的Datacard企业解决方案供应商咨询关于CD800证卡

打印机的信息。

Datacard 美国总部
Minnetonka, Minnesota,U.S.A.
+1.952.933.1223
+1.952.931.0418传真

www.datacard.com

Datacard 中国
www.datacard.com.cn

香港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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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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