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CARD SD160 证卡打印机
®

TM

实现您的 ID 证卡项目 — 快捷、简便、经济
入门级同样具有高性能
功能多样、灵活多变且具备大
量性能增强功能 — Datacard®
SD160™ 证卡打印机可作为您

打印各类应用证卡的实惠之选，

Datacard® SD160™ 证卡打印机是经济、安全和简便三要素的完美结合，可实现各种证卡发行
项目。作为我们历经验证的 Datacard® SD 系列的延伸产品，这款经济实惠的 ID 卡打印机恰
当集成了低廉高效打印优质证卡所需的技术。SD160 证卡打印机功能多样，具有可擦写打
印、内嵌磁条编码，独特的紫外线 (UV) 印刷防伪功能和直观操作等诸多特色，满足您发放
各种 ID 卡的要求，而花费不多。

这些应用包括：

经济实惠、经久耐用。这款独特、经济实惠的系统是制作各种高质量带照片 ID 卡或徽章的
• 企业 ID 卡

明智之选（每张证卡的成本较低），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和要求进行升级扩展。

• 医疗保健 ID 卡
• 学生、访客或员工 ID 卡
• 零售卡、优惠卡和忠诚客户卡
• 当地政府颁发的 ID 卡
• 访客 ID 卡

历经验证的可靠性。我们经过增强的技术平台可实现绝对的可靠性，并提供 24 个月保修。
您可以自选打印出色的彩色和单色证卡，带有高质量的全彩或单色照片、图形和文本。
功能多样，极为灵活。SD160 证卡打印机提供全彩、单色或可擦写打印，具备单通效率，
且内嵌编码。您可以对磁条进行编码，将其用于物理或逻辑门禁控制并供机器读取来验证身
份，还可以快速重写证卡，省去重新发放证卡的时间和成本。
经济安全。不同于同等价格的证卡打印机，该系统包括了一个紫外线油墨选项，用于打印隐
蔽的不显眼安全层内容。通过打印徽标、图形、照片、签名和其他信息的方式，添加更多安
全层，为您的员工、场所和流程保驾护航。

DATACARD SD160 证卡打印机
®

TM

•

单面（单层）证卡打印

•

彩色打印、单色打印和可擦写打印

•

配备嵌入式清洁辊的可重复加墨墨盒

•

自动化的 100 张证卡进卡盒和 25 张证卡出卡盒，也可选用
200 张证卡进卡盒和 100 张证卡出卡盒

•

向第三方应用开发提供 SDK 支持

•

配备轻触控制开关的直观式 LCD 面板

•

可选配磁条编码功能

•

标准 USB 接口

•

低粉末产出的碳带：YMCKT 模式下可打印 250 张图片；ymcKT 模式下可打印
650 张图片；可选配紫外线色带：YMCKFT 模式下可打印 300 张图片

Datacard® SD160™ 证卡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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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与打印头保修
接口

紫外线油墨提供了一
层隐蔽的额外安全防
护层。

SD160 打印机的标准配置和规格
打印技术

直接用于证卡的染料升华／树脂热传递

打印能力

单面打印、边到边打印
边到边可擦写、全彩和单色打印能力
字母数字文本、徽标和数字签名；一维／二维条形码图像打印机池／共享

打印分辨率

每英寸 300 像素，每色板 256 道阴影

打印速度**

全彩打印：最高速度为 150 张卡每小时，单面 (YMCKT*)
单色：最高速度为 500 张卡每小时，单面（黑色 HQ*）
可擦写打印最高 14 秒每卡

卡容量

自动进卡：100 张 规格为 0.030 英寸 （0.76 毫米）卡的进卡量；25 张卡出卡标准
额外手动进卡：单卡进卡

实际尺寸

（长）15.4 英寸 x（宽）6.9 英寸 x（高）8.8 英寸 （39.1 厘米 x 17.5 厘米 x 22.4 厘米）

重量

8.1 磅（3.7 千克）

接口

双向 USB 2.0

保修

24 个月标准保修；24 个月打印头保修（无通量限制）
保修详情请参阅打印机文档套件。

Entrust Datacard 打造完整
的证卡发放解决方案
Datacard® SD160™ 证卡打印机可与
Datacard® 软件、认证的耗材和全球
服务配合使用，为您提供完整、效
果显著的 ID 卡发放解决方案。

SD160 打印机可选配件
智能卡个人化

松联结身份智能卡接触式／非接触式读取器／编码器
现场可升级可选配件
松联结身份智能卡接触式／非接触式读取器／编码器
松联结 pcProx Plus 读取器（仅读取）
松联结 iClass by HID 非接触式智能卡编码器（读取、编写）
松联结智能卡第三方 OEM 智能卡可选配件就绪硬件（仅非接触式读取器—不包含编码器）
松联结智能卡第三方 OEM 智能卡可选配件就绪硬件（仅接触式读取器—不包含编码器）

磁条编码

现场可升级
ISO 7811 三轨选配件（高、低矫顽力）
JIS II 型单轨选配件
支持标准和自定义数据格式

最终用户可升级的
选配件

拓展型 100 张证卡出卡盒、200 张证卡进卡盒

电话：+1 952 933 1223
www.datacard.com
info@datacard.com

*色带类型和面板数量；Y = 黄色、M = 品红、C = 青色、K = 黑色、T = 内嵌涂层、HQ = 高质量、IF=荧光
** 打印速度因所使用的色带类型和打印的图像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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