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资料

Artista CR805
再转印证
卡打印机

设计旨在创造无限可能
Artista CR805™ 再转印证卡打印机具备惊艳的色彩表现力、机身灵活、安全和耐用，
适用于按需制作各种类型的卡片。

• 高分辨率再转印
• 耐用、防紫外线颜料油墨
• 加强安全功能优化

Artista CR805 再转印证卡打印机
方案亮点
为证卡设计带来高端、惊艳的表现力
•再
 转印分辨率高达 600-dpi，可实现照片级高清图
像打印，以及缩微文本、条形码和其它机器可读元素
•颜
 料油墨确保打印出逼真肤色，让您可以更准确地验
证每个持卡人身份，提高安全性
•再
 转印技术可实现零白边、超边界边到边全幅打印，
支持多种证卡打印类型，包括特殊工艺卡
•真
 正实现按需打印，您可以精确打印所需设计，无需
储备预印卡

功能丰富，增加您的项目优势
•可
 打印公司雇员证、校园卡、驾驶执照和其他高可信度
证卡
•支
 持多种打印材料，从 PVC 到 PVC 复合材料、PC
或 PET 证卡类，满足您的预算与需求。
• 按需添加一体化功能模块以获得更多证卡功能

构建完整的证卡发行解决方案
Artista CR805 证卡打印机可搭配 证卡即时发行软件、认证
耗材及全球服务，为您提供一款功能完备的证卡发行解决方
案，助您达成卓越 成果。

主要功能和优势
保护数据的完整性
•每
 台打印机均内置 TPM 模块，可选择与 远程监控和管
理 (RMM) 软件配合使用，实现在安全位置插入、管理和
移除特定于用户的证书和密钥
•安
 全启动防护功能可防止在发现任何恶意软件的情况
下启动系统
• 安全锁选件，有助于防止打印机遭到未经授权的使用
•可
 选配一体化“钢印”触感特征模块，增强卡片安全性

发行更为耐用的证卡，节约换卡成本
•颜
 料油墨使图像耐久性更高，防止紫外线引起的褪色
•再
 转印膜进一步增强耐用性；双层再转印膜可获得更
多保护
• 可选配一体化覆膜模块，提高证卡耐用性

工作原理
• 锁选件可用于保护卡片、色带、再转印膜和
锁
 选件可用于保护卡片、色带、再转印膜和
废卡外泄
• 轻松安装色带和再转印膜带
轻
 松安装色带和再转印膜带
• 配备以太网或
配
 备以太网或 USB 端口，用于网络连接
• 内置卡片弯曲矫正模块可在打印后确保证卡
内
 置卡片弯曲矫正模块可在打印后确保证卡
表面平整
• 可通过
可
 通过 LCD 屏幕选择颜色模式
• 可选智能卡或写磁功能
可
 选智能卡或写磁功能

Artista CR805 再转印身份证卡打印机
技术规格
Artista CR805 打印机标准配置和规格
打印技术

再转印颜料墨水

打印功能

单面或双面，边到边全幅打印

打印分辨率

600 每英寸点数 (dpi)

打印速度

全彩色打印
单面 (CMYKP) – 最高可达每小时 100 张卡片 (cph)
双面 (CMYKP-KP) – 最高可达每小时 66 张卡片 (cph)

颜色模式

真彩色 (ICC) – 打印出极为接近证卡设计中定义之图像的色彩
旧版 SR/CR - 打印效果 SR200、SR300 和 SR300e 证卡打印机极为接近
生动鲜明 – 饱和度和对比度更高的打印机色彩

卡片容量

进卡盒 - 最多 125 张卡
出卡盒 - 最多 25 卡（可选 125 张卡的卡盒）
卡输入尺寸 - 0.030 inch 英寸到 0.040 inch 英寸（0.76 mm 毫米至 1.01 mm 毫米）

工作环境

60°F - 95°F (15°C - 35°C)

外形规格

21.4 x 10.1 x 15.6 in（长×宽×高）。/ 54.34 x 25.53 x 39.68 cm（长×宽×高）

重量

28 lb. 磅（12.7 kg 千克）；根据选配不同而有所不同

连接

USB 和以太网

保修

打印机：36 个月标准保修（自出场之日起）；打印头：保修期内保修

Artista CR805 可选功能和耗材
磁条卡编码

ISO/IAT 磁条卡编码 / JIS 磁条卡编码

多槽

六仓多槽（六个容量为 125 张卡片的卡槽，总容量为 750 张卡）

无线网络

支持以下无线网络类型：G (7 MB/s)、N (100 MB/s)
支持以下身份验证模式：无、WPA、WEP
支持无线网络使用一个网络 (SSID) 和以太网有线连接
支持无线网络使用一个网络 (SSID) 和 USB 连接
支持双频带 2.4GHz 和 5GHz

智能卡编码

单线 – 接触式 ISO 7816 协议标准 T=0 或 T=1
非接触式 ISO 14443 A/B 协议、MIFARE 协议和 FeliCa (DES & AES)
松散耦合 – 接触式 ISO 7816 协议标准 T=0 或 T=1
HID iCLASS、读/写编码器或只读编码器
PC Prox

色带

CMYKP

透明再转印膜带

两种选项：
1000 张图像（单面），500 张图像（双面）
1500 张图像（单面），750 张图像（双面）

1000 张图像（单面）
500 张图像（双面）
CMYKP-KP 750 张图像
CMYP-KPi
750 张图像
CMYKP-KPi 500 张图像
FCMYP-KP 750 张图像

更多信息

400.820.6956
china@entrust.com
www.entrust.cn

关于 ENTRUST CORPORATION
Entrust 致力于通过实现可信证卡发行和认证、支付和数据保护，确保世
界安全运转。如今，无论是跨越国界、线上及线下购买、访问电子政务，
还是登录企业网络，人们对无缝、安全体验的需求都呈现出前所未有地高
涨。Entrust 提供卓越的数字安全和证卡签发解决方案，在上述交互活动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Entrust 拥有 2,500 多名员工、全球合作
伙伴网络，以及遍布 150 多个国家/地区的客户，广受全球颇具公信力的各
大组织信赖。

通过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entrust.cn

敬请关注 ENTRUST 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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