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ACY
LAMINATION
个性化卡片打印及覆膜
的理想选择
Primacy Lamination 是一款集卡片打印、编码、和全息覆膜为一体的多功能高性价比打印机，为卡片提
供最高级别的安全保护和持久的耐用性能，降低卡片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欺诈风险。
Primacy Lamination 具备出色的打印和覆膜功能可实现每小时215张卡片的单面打印覆膜。

提高卡片耐用性

提升卡片安全性

享受便捷的打印过程

•卡
 片打印编码后，Primacy Lamination通
过热压将膜覆贴到卡片上 。

•E
 volis提供种类广泛的清漆膜，芯片卡专
用膜，以及全息覆膜。为保证卡片的安全
性，Evolis还可以为客户开发个性化的覆
膜解决方案。

•完
 成打印机操作系统安装后，只需通过红
外线通信就可以一步连接覆膜模块，打印
随即开始。

•覆
 膜工艺提升卡片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
覆膜卡片的使用年限高达10年*。

• Primacy Lamination满足多种卡片编码功
能：磁条编码，接触式或非接触式智能
卡编码。您也可以按需整合安装不同编
码模块。

•色
 带和覆膜盒分别安装在打印机中，且自
动被系统识别。

*使用寿命视具体使用环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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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 / 请浏览

通过红外通信快速安装和连接

覆膜模块

www.evolis.com 了解完整技术参数

基本特性

安全性

其他选项

•	热升华/热转印
•	单面或双面打印，边到边
•	标准300 x 300 dpi 分辨率
•	分辨率可选择：300 x 600 dpi(彩色或单色打印)或300 x
1200 dpi（单色打印）
•	标配32MB内存（RAM)-选配64MB1
•	标准单面或双面覆膜
•	内置卡片曲面矫正功能
•	通过红外石英管和硅复合涂层的加热辊进行覆膜

•	Kensington® 安全锁锁位
•	磁条编码数据加密

•	卡片覆膜模块也可作为Primacy基础款打印机的附加功能
出售
• 可以安装两个覆膜模块，并使用不同类型的覆膜盒对卡片
进行双层覆膜

打印和覆膜性能 1
•	单面：每小时达215张
•	双面（YMCKO-K）：每小时达110张

卡片管理和技术规范
•	进卡槽容量：100张（0.76毫米 - 30密尔）
•	出卡槽容量：100张（0.76毫米 - 30密尔）
•	废卡槽容量：100张卡（0.76毫米– 30密尔）
•	卡片厚度：0.76毫米（30密尔）
•	卡片材质：PVC、复合PVC、PET、 聚碳酸酯1,
特殊漆面1 等
•	卡片标准：ISO CR80 - ISO 7810（53.98 x 85.60毫米）

接口/连接性
•	USB (1.0, 1.1, 2.0, 3.0), 电缆线式供电
•	TCP-IP 以太网10BaseT 接口、100BaseT 接口(Led指示灯)
•	无线系列中采用 802.11b/g 无线网络连接

显示
•	LED 指示灯
•	打印机的图形化通知2: 清洁警报、打印带用尽/即将用尽
等。
•	LCD显示屏

软件
• 随机附送用于 Windows® 系统的 Evolis Premium Suite®:
-	打印机驱动程序
-	用于对打印机实施管理、组织和参数设置的
		 Evolis Print Center
-	用于进行图形化通知的 Evolis Printer Manager 程序3
-	全天候 24 小时在线协助
-	与Windows® 系统兼容（32/64位）：XP SP3, Vista, W7
32/64, W8, W10
•	随机附赠用于设计和修改的 cardPresso XXS卡片设计软件
(内部数据库无限量记录)
•	Evolis Premium SDK 可远程获取打印机状态，便于集成IT
系统。

EVOLIS HIGH TRUST® 打印带
为了达到最佳的卡片打印效果和卡片使用耐久性，以及延长
打印机、打印头和覆膜功能模块的使用寿命，请使用 Evolis
High Trust® 打印带和覆膜产品。
•	自动识别和自动设置参数
•	符合工效设计的色带和覆膜盒，易于安装使用
•	超大容量单色色带
•	覆膜盒:
-	透明或全息膜（0.5,0.6或1密耳）
600 面/卷
-	透明或全息清漆膜：1200面/卷
-	适用于磁条卡及芯片卡的覆膜产品
-	其他类型的覆膜盒

可添加式编码模块
•	可添加模块:
-	磁条编码器ISO 7811 HiCo/LoCo, JIS2
-	智能连接站 ISO 7816-2
-	智能连接站 - PC/SC, EMV 2000-1
-	非接触式智能卡编码器 - ISO 14443A, B, ISO15693,
MIFARE, DESFire, HID iCLASS, UHF (遵循标准：EPC
C1 Gen2 / ISO18000-6C ETSI EN 302 208 或 FCC part
15.247)
-	按需添加其它特定编码器
•	内置 USB 或 IP 端口
•	模块可组合使用
•	出厂前安装或现场安装

认证和一致性声明
•	CE, FCC, ICES, VCCI, CCC, KC, BIS 认证
•	RoHS 认证

尺寸和重量
• 尺寸 (高 x 宽 x 长）: 269 x 205 x 753 毫米
(10.59’’ x 8.07’’ x 29.64’’)
• 重量: 10 公斤 (22.04 磅)

质保
• 保修3年4

请浏览www.evolis.com了解更多色带和覆膜盒的信息

1 视具体情况而定 / 2 取决于Windows® 系统的版本 / 3 需安装.net 4.0 client profile 版本 / 4 需严格遵守有关打印机使用和保养的具体规
定且使用 Evolis High Trust®色带和覆膜盒方可获得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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