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CARD® SD360TM 和 SD260TM 证卡打印机

针对桌面应用的最佳发卡选择

引领
新潮流

Datacard®SD360™双面证卡打印机和SD260™单面证卡打印机采用业界领先的
创新方法，使桌面身份证卡打印变得简单而又经济。SD系列打印机适用于中小型
企业、学校、医院、健身俱乐部，以及任何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需要打印身份证
卡的项目。凭借具有竞争力的功能和价格，SD系列打印机备受青睐。

SD360™ 和 SD260™ 小巧型

融合数十项重大创新成果的系列打印机

证卡打印机凭借出众的打印质

•

类其它任何桌面证卡打印机都要快得多。此外，TruePick™抗干扰卡片处理可

量、可靠性、易操作性和效率
引领新潮流

出众的速度和生产效率. 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印更多卡片。SD系列打印机比同
准确挑选标准和超薄卡片，而无需进行任何调整。

•

卓越的图片质量，令身份证卡具有视觉冲击力. 新型TrueMatch™打印技术在
业界独一无二，可确保卡片上的色彩十分贴近屏幕上的色彩。从始至终，您都
能获得一致、清晰的打印结果。

• 任何人都能掌握的简易操作. 直观的按钮指导您操作轻触式控制面板和液晶显示
器屏幕。卡片和耗材易于装入，按照工效学设计的色带盒包含一个嵌入式清洁
滚轮。
• 正确连接，易于安装. 标准内置以太网和USB端口，以及基于浏览器的打印机管
理程序，可帮助您将SD系列打印机整合进任何应用或 IT 环境中。

DATACARD® SD360TM 和 SD260TM 证卡打印机
• SD360™ 打印机：双面打印
SD260™ 打印机：单面打印
• 可在同一台打印机上进行彩色和单色打印
• 带有嵌入式清洁滚轮、可重新装载的色带架
• 100张卡自动入卡槽或手动进卡方式 （SD260）
• 先进的打印机驱动；支持第三方应用开发
• 直观的轻触式液晶显示器面板
• 可选智能卡和磁条编码

Datacard 集团帮助您创
建全面的发卡解决方案
Datacard SD360™ 和 SD260™证
卡打印机与Datacard的软件、认
证耗材和全球服务相结合，为您提
供全面的身份证卡发行解决方案，
从而带来出众的结果。

软件

• 标准以太网和 USB 连接

Datacard® ID Works®
识别软件涵盖从设计
到数据捕捉，再到卡
片打印和发行管理的
整个发卡过程。

• 标准25张卡出卡槽（可选100张卡出卡槽）
SD260 / SD360 打印机标准特征和规格
打印技术

卡片直接打印、热升华/热转移

打印功能

SD260: 单面边到边打印；手动双面打印
SD360: 单面或双面边到边打印
彩色和单色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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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分辨率

300点/英寸，每个色板256灰度等级

打印速度

彩色打印：每小时多达200张单面卡（YMCKT*）
每小时多达155张双面卡（YMCKT-K*）
单色打印：每小时多达830张单面卡（黑色HQ*）

卡容量

自动送卡：0.03英寸（0.76毫米）卡片为100张卡片输入；25张卡片输出（标准）
手动送卡：0.03英寸（0.76毫米）卡片为1卡片输入；5张卡片输出（SD260）

实际尺寸

SD260:长15.4 in. x 宽6.9 in. x 高8.8 in. (39.1 cm x 17.5 cm x 22.4 cm)
SD260L (长款) 带智能卡: 长21.2 in. x 宽6.9 in. x 高8.8 in. (53.9 cm x 17.5 cm x 22.4 cm)
SD360:长21.2 in. x 宽6.9 in. x 高8.8 in. (53.9 cm x 17.5 cm x 22.4 cm)

重量

SD260: 8.1 lbs (3.7 kg) (取决于选项）
SD260L (长款) 带智能卡: 12.0 lbs (5.4 kg) (取决于选项)
SD360: 12.0 lbs (5.4 kg) (取决于选项)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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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修

30个月内标准保修（自工厂出货之日起）
30个月内免费更换打印头（无次数限制，自工厂出货之日起）

耗材
Datacard ® 认证耗材
帮助您制作图片质量
上乘的身份证卡，同
时优化发卡系统的性
能。

服务
欢迎致电Datacard全
球服务部和我们的全
球授权服务供应商。
在Datacard集团逾40
年经验的支持下，他
们能够为您提供专业
服务。

SD260 / SD360 打印机选项
磁条编码

可现场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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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厂前预置可选项（SD260L和SD360）
支持MIFARE,ISO7816,ISO14443 A / B,ISO15693,ISO FeliCa的单线接触/非接触多合一（读/写）
编码器。DESFire自2012年12月起可用。
支持MIFARE /DESFire（ISO7816, ISO14443, A/B的双线接触/非接触多合一（读/写）编码器。
现场升级选项（SD260L和SD360）
支持MIFARE, ISO7816,ISO14443 A / B,ISO15693,ISO FeliCa的单线接触/非接触多合一（读/写）
编码器。DESFire自2012年12月起可用。
支持MIFARE /DESFire（ISO7816, ISO14443, A/B）的双线接触/非接触多合一（读/写）编码器。
HID iCLASS®, 读/写编码器或只读编码器
HID PC Prox只读读卡器
第三方OEM智能卡选项-即将推出（仅含接触式读卡器-不含编码器）

OpenCard *
（仅SD360）

终端用户可升级选项

仅限出厂前预置可选项
支持单面或双面打印
彩色和单色打印
支持前置额外卡槽
支持旧版OpenCard格式
支持以太网或USB
扩展型100卡出卡槽
扩展性200卡入卡槽
Kensington®打印机安全锁

Datacard 美国总部

中国上海

Minneto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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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card 中国

*色带类型和面板数量：Y=黄色，M=绛红，C=青色，K=黑色，T=覆膜，HQ=高质量

www.datacard.com.cn

*不支持所有地区

咨询热线
400.820.6956

Datacard、SD260、SD360、ID Works、TrueMatch 和 TruePick 是DataCard Corporation在美国和/或其他国家的商标、注册商标和/或服务标志。iClASS是HID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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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的注册商标。名称和标识都是虚构的。任何与实际名称、商标或商品名的相似之处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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