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大的即时发卡系统

Datacard® CE840™ 即时发卡系统可用于银行、零售商、政府部门和其他发卡机

构按需发行高安全性和个性化的凸字卡的项目，或小批次的发卡任务。以Datacard
世界级的信誉以及无与伦比的系统性能，这款桌面即时发卡系统在客户化项目计划

或新项目执行方面助您一臂之力。该系统的标准性能特征包括凸字、凹字打印和磁

条编码。可选功能包括热升华彩色打印和智能卡个人化。

• 高质量的凸字及凹字印刷。即时个性化发行高质量的凸字、凹字印刷可以提高卡

片的安全性和感官质量。凸字字符几乎不可能篡改、伪造或划掉。它使您的卡看起

来更加厚重，且不失经典的感觉。

• 可选编码与打印功能。该系统提供标准的写磁和可选符合EMV规范的智能卡个性

化功能，适合于小批量发卡项目。可选热升华彩色打印功能能是卡片看起来色彩丰

富、边到边打印全彩色效果可吸引客户，强化品牌，为项目增值。

• 灵活的软件选项。本系统可以和现有客户定制的金融软件结合在一起（支持

Windows操作以系统，DPCL2 和 CPX）。Datacard集团研发的客户桌面型发卡软

件具有直观用户界面，可以完全掌控和支持卡片由设计到追踪及审核等流程。

• 项目高安全性。多种硬件和软件的安全设计均达到了Visa和MasterCard的安全标

准要求。同时又通过审计跟踪有效保护卡片库存及相关耗材的安全。

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
塑造您的品牌

• 预印卡凸字打印，速度快，质量好，或

通过打印模块发行全彩卡片

• 按需发行精美、安全系数高的卡

• 减少运营费用，降低单张卡的成本

• 商业零售、会员卡、忠诚卡和其他客户
项目的理想选择

DATACARD® CE840™即时发卡系统



Datacard集团帮您建立一
套完整的发卡解决方案

Datacard® CE840™ 即时发卡系统

能够与Datacard其他的界面工具软

件应用兼容。结合Datacard® 认证

耗材和全球服务，您将拥有一套完

整的发卡解决方案，缔造超常的出

色效果。

耗材

Datacard® 认证耗材帮助你发行精

美的金融卡和安全证卡。拥有专利

技术的智能耗材技术（Intelligent 

Supplies Technology™ ）可优化

Datacard® 发行系统.

服务

遇到问题或需要技术支持? 请联系

我们Datacard 的全球服务体系机构

及我们的全球授权网络服务商。他

们拥有40余年的Datacard集团专业

经验。

DATACARD® CE840™即时发卡系统

• 多达150 个凸字/凹字字符  

• 磁条编码

• 可选智能卡个性化模块

• 可选卡面直接彩色打印模块

• 操作方便的前进前出卡槽

• 正面或反面凹字印刷

 CE840™ 即时发卡系统的特点与规格

凸字/凹字 75个凸字/凹字字符轮,金融ID-1 ISO 7811-3格式;
卡片前后或双面打印

 MasterCard 安全字符; Helvetica®  字符; OCR-A1, OCR-B1

速度 写磁、凹字、凸字：可达60秒/卡
单色打印、写磁、凹字和凸字：可达 64 秒/卡
彩色打印、写磁、凹字和凸字：可达 78秒/卡

编码 磁条编码 | ISO 7811, 高低磁抗，三磁道

卡片容量 100张卡的自动入卡槽，卡厚0.030 in. 
10张卡的出卡槽，10张卡的废弃卡槽; 异形卡插槽

安全特性  机械锁或软件激活锁确保卡片存储安全、耗材和废弃卡盒

SSL/TLS 加密技术, 支持 3DES 和 AES-128; 桌面固定选项 Kensington®锁(锁需另购); 
具有遮蔽功能的出卡槽，有密码保护的机箱; 不可复零卡片计数器

显示器 双行 LCD 显示器

用户界面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繁体中文、韩语、葡萄牙语和阿拉伯语

物理尺寸 顶部模块: 8.8 in. W x 21.2 in. D x 8.8 in. H (22.4 cm x 53.8 cm x 22.4 cm)
下部模块 (凸字): 15 in. W x 27.5 in. D x 10.5 in. H (38.1 cm x 69.9 cm x 26.7 cm)

重量  顶部模块： (编码, 打印): 12 lbs. (5.4 kg)
下部模块： (凹字, 凸字, 烫色, 出卡槽): 40 lbs. (18.1 kg)

通讯 以太网和USB

质保 整机12个月，自出厂之日起。

CE840™ 即时发卡系统选项

凸字/凹字 第二组凸字75-个字符轮

智能卡 个人化 接触式与非接触式智能卡编码， ISO 14443 A/B, ISO 7816 和 Mifare® 芯片

单线连接; 支持EMV level-1 标准

打印技术 直接卡面染料升华/热转印打印技术

单面和双面, 边到边打印

全彩色和图形打印

标准模式: 300 x 300 dpi, 标准文本, 条码和图形打印

高品质模式: 300 x 600 dpi; 加强版文本和图形打印

300 x 1200 dpi; 加强版文本打印

灰度：每色块256级灰度 
Datacard® TrueMatch™ 打印技术

符合sRGB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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