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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印制的每张卡片带来更强大的功能和性能



安全身份识别的
重要性
当今社会正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分享着信息。在这科技日新月异的世

界，要构建安全无虞的虚拟或是真实环境，都要从守好第一关：

即“安全身份识别”开始。这些证件每天都在抵御妨害组织的威

胁，防止组织的识别信息、专利信息和设备遭他人窃取。实施流畅

的发卡流程甚至可以保护最敏感的数据，最终提升生产效率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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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捷的卡片发行，只在弹指之间
通过 Datacard 集团可靠的打印机、高质量的耗材、便于使用的软件和响应迅速的全球服务，帮您顺

利进行发卡计划。我们提供从员工证卡到适应于各个卡片应用领域的兼具经济和安全特性的身份识

别解决方案。

企业
公司需要一个高效、人性化的 ID 卡解决方
案，为每个进出人员提供出入证。

 ·员工、承建商和访客出入证

 ·员工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程序

 ·一张卡片中集成访问权限、安全信息和身份
识别信息

 ·控制对设施的物理访问以及对客户、员工和
公司数据的逻辑访问

 ·在一张卡片中融合多种应用

政府
政府部门、项目和服务通过严防欺诈的个性化
凭证保护隐私和安全。

 ·按要求发放驾照、选民 ID 卡、借书证和急
救员证书

 ·为政府官员、雇员和合同工制作授权凭证

 ·达到政府安全性和耐用性标准

 ·借助安全证卡技术防止欺诈行为，保障各项
福利计划顺利实施

教育
中小校园、学院和大学运用安全校园卡来
营造安全的学习环境，通常会在一张卡片
中集成访问控制、身份识别和交易应用，
达到出众的灵活性和方便性。

 ·加载学生、教职员工照片的 ID 卡

 ·集成考勤系统

 ·可用于媒体中心、书店和自助餐厅消费

 ·管理对实验室、宿舍、设施和活动的访
问权限

其他市场
Datacard 集团的安全 ID 卡在各种应用中都
凭借其对人员、场所和流程的出色保护脱颖
而出。

 ·会员卡

 ·客户积分卡

 ·交通卡

 ·医保卡

 ·住宿/娱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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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 ID 卡和徽标授予持卡人访问受保护区域和网络的权限，同时使用耐久、高度安全的覆膜和

压膜减少受欺诈风险。

智能技术支持的安全证件

可视识别
外观好看与否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最基本的可
视 ID 卡也具备强大的性能。

 ·高质量徽标和图形

 ·鲜明的图像和照片

 ·清晰的签名增加安全性

 ·防篡改重影

安全交易
借助业内领先的打印技术，能快速读取安全 
ID，轻松实现更新时间和考勤系统、访问学生
卡或会员卡账户，以及进行财务交易等目的。

 ·磁条编码

 ·用于快速扫描的一维/二维条形码

 ·记录了系统可读取数据的个性化接触式和非接
触式智能卡

受控访问
通过 ID 卡可以正确地控制访问行为，保护实际场所
或数字资产安全。保护办公室、实验室或网络以及数
据库。

 ·感应式 RFID 应答器

 ·生物识别系统

 ·接触式智能卡

 ·编码磁条

强效安全
防止卡片被篡改和仿造是卡片安全最核心的要素。组
织可利用Datacard 集团独有的精密技术和功能实现更
高的应用安全性。

 ·Datacard® 边到边安全覆膜

 ·含可见、不可见以及司法级安全特征，例如全息图
像、防伪版纹、缩微打印等

 ·客户特有的智能芯片编码

4



功能
您要将卡片用于哪些
领域？

- 可视身份识别？

- 机读身份验证？

- 物理和逻辑访问控制？

单面或双面打印？

单色或全色卡片？

请确定照片、文本和图形的用途。

环境
ID 卡的预计使用寿命为
多长？

日常使用方法如何？

请考虑可能导致卡片磨损
和破裂的因素。

您将发放多少张卡片？

集中生产还是按需制作？

有无扩展计划？

安全

是否有可能存在卡片篡改、伪造
或其他威胁？

您的组织是否需要精密的覆膜、OVD 或其他安全
打印功能？

您的组织是否有记载卡片个性化信息以及数据类
型的数据库？

您是否通过安全网页访问进行操作？

确定您的安全身份识别需要

安全防伪覆膜
采用精密的技术和打印功能，防止
冒用和伪造卡片。
• 动态防伪版纹
• 全息打印
• 缩微打印
• 光变图像 (OVD)

技术层
通过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智能卡
和 RFID 技术授予访问权限。

条形码
使用可扫描的一维和二维条形码
安全地存储数据。

个性化层
印制徽标、图片、持卡人照片、签
名或信息，制成个性化的卡片，让
其成为您组织的宣传名片。

紫外光打印
在全色或单色打印之外，再加上不
可见且不可复制的紫外光油墨打印
层，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基材层
使用耐用的基材层支持上面
各层。

编码磁条
轻松一刷即可访问个人资料、财
务和安全数据。（卡背面） 

触感防伪
将图像印制在卡片基层，安全
防揭、防仿制技术。

耐磨层
在所有的防伪底层之后再在表
面加一层透明的特殊耐磨表
层，保护各安全要素，并延长
卡片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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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完整的 ID 卡解决方案
Datacard 集团提供从项目初始设计到卡片打印的一站式卡片制作解决方案。我们精心选择配套的打

印机、软件和智能耗材，且可与您当前所用的设备和软件配合使用。首先确定您的安全身份识别要

求。然后，与Datacard 授权提供商一起选择有助于贵组织提高效率和防护日常威胁的 ID 卡解决方

案。

DATACARD® SP25 PLUS 证卡     
打印机

使用可重写卡片，减少卡片浪费， 
缩短基本照片 ID 卡和出入证的打印时间。最适合：

更新和重复利用卡片的应用，例如访客出入证。

提高从单台打印机发放常规或可重写卡片的灵活性。

使用少量预算制作卡片和访客出入证。

DATACARD® SD260™ 和 SD360™  证卡
打印机

SD 系列打印机可提供高效、环保的桌
面性能。最适合：

操作直观、简单的高产能卡片打印机。

快速发卡，并实现业内一流的印制速度和低阻塞率。

卡面精美靓丽，并提高打印质量。

DATACARD® SD460™ 证卡
打印机及一体化覆膜机

使用边到边安全防伪覆膜和基
础保护膜制作安全耐用的 ID 
卡。最适合：使用安全防伪覆
膜防止冒用和伪造卡片。

触感防伪、智能卡技术、定
制化覆膜和磁条编码和条码
技术实现证卡高度安全。

高质量的耐用耗材延长卡片
寿命，保护图像。

DATACARD® SR200 和 SR300™ 转印式证卡打印机

通过在工艺卡中使用超边缘再转印技术和编码，增强卡片安全
性。最适合：

利用再转印技术获得出众的打印质量。

可在各种卡片材料（包括技术卡）上印刷。

通过可选安全防伪覆膜保护图像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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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用软件实现流畅发卡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第 4 步

安全证件： 
整个过程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 

按照这四个简单的步骤获得软件、打印机和耗材，方便地制作卡片。

DATACARD® ID WORKS® 身份识别软件

用于制作卡片和管理数据库的灵活而强大的平台，有四个可用版本：

ID WORKS® INTRO，用于制作入门级 ID 卡。

ID WORKS® BASIC，提供基本的卡片设计和打印功能。

ID WORKS® STANDARD，用于高级卡片设计和数据库管理。

ID WORKS® ENTERPRISE，用于精密的安全保证和智能卡应用。

DATACARD® ID WORKS® 访客管理软件

来宾登记软件自动导入持卡人的姓
名、照片和其他详情，迅速且具有成
本效益地打印访客 ID 卡。

    简化识别管理。

    减少访客出入证发放时间。

    确保验证数据的准确度。

DATACARD® 认证耗材

专门配合系统性能、品质上乘的耗材，带给您无以伦比的质量和价值，
一贯出色的性能表现，并让您享受完全的保修服务。

利用拥有专利的Intelligent Supplies Technology™    

（智能耗材技术TM）提升打印机效率。

使用鲜明的颜色制作出众、安全的卡片。

仅使用 Datacard® 认证耗材以确保上乘的图像质量。

DATACARDSM 全球服务

我们经验丰富的授权服务提供商可在从计划开始到日常支持的每一步
中，全程提供援助。

计划和组织发卡解决方案。

在迁移服务中实施新技术。

安装程序并培训用户。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技术支持人员，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印卡

设置好几分钟后，可成批地对
从基本到高级的ID卡进行编
码、打印和覆膜。

准备打印机

将色带、清洁辊、覆膜和卡片
装到打印机中，等待其识别并
做出相应调整。

收集关键信息

使用相关的持卡人信息构建数
据库或合并现有的数据库，并
将采集设备与 Datacard 身份
识别软件连接。

创建您的卡片

使用通用性极高的Datacard® 
ID Works®身份识别软件开始
卡片设计，方便地对从简单到
复杂的卡片进行定制和数据
管理。

将您的发卡计划全部交给业内领先的

Datacard® 软件。保护持卡人数据并且更高效地发放 I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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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CARD授权服务商                   
为您提供专业服务
创新源于您的需求
40余年以来，Datacard集团始终处于安全及耐用技术的领先领域，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我们最新的桌面型发卡
系统是基于数十年的专业经验沉淀、技术创新和对客户需求的深度洞察的基础之上出品的，帮助客户轻松应对不断
升级的安全性和耐用性的挑战。Datacard全球的授权服务商服务网络将依照您的需求为您交付高价值、高性能的证
卡解决方案。欢迎登陆 www.datacard.com.cn 获得更多信息。

无论您需要什么样的安全证件，Datacard 服务商都可以与您紧密合作，一起确立适当的解决方案，满足您的各种需
求。Datacard 服务商遍布世界各地，可为客户提供从系统初始设计，到系统安装和测试、培训以及技术支持的全面
支持服务。

欢迎您联系我们以了解更多信息：
中文网站：www.datacard.com.cn
咨询热线：400.820.6956

Datacard, SD260, SD360, SD460, IDWorks and Intelligent Supplies Technology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trademarks and/or service marks of DataCard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or 
other countries. Names and logos on sample cards are fictitious. Any similarity to actual names, trademarks or tradenames is coinci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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