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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TO-CARD  打印机

�� 简便�-�几分钟内便可开始打印卡片。

�� 经济实惠�-�单个高性价比的产品包便可提供您所需的硬件、软件、色带和支持。

�� 可靠�-�卡片发行行业中的领军品牌，为您带来出色的性能和优越的质量体验。

�� 无微不至的客户支持和关怀�-�从订购到安装，用户从开箱那一刻起便可获得优质、�持续的产品支持。

FARGO® C50 专为企业、学校和政府机构

而设计，是一款易用且实惠的打印机，能够

可靠地打印全彩色员工 ID、优惠卡、支付

卡或会员卡。这款打印机采用时尚、智能化

的设计，几乎不需要任何维护，可轻松安装

到最精简的办公室环境中。

C50 的打印便捷性达到全新水平，从开箱

到打印卡片只需几分钟时间。C50 功能包

括：

�	简单易用的一体化打印色带和卡片清洁

盒，可�简化色带安装流程。

�� 内置�Swift ID® 身份识别应用程序，支持

在数�秒内创建身份识别卡，而不需要安装任

何其他�软件

�� FARGO Workbench™ 打印机的维护

和�诊断软件可始终确保打印的最佳性能。

�� 享受全彩色或单色边到边打印功能。

�� 设计直观，可通过颜色不断变化的按钮

即�时了解系统状态更新。

�� 在线专家和电话支持。.

FARGO C50 采用�Genuine HID™ 技术打

造，可与 HID 生态系统内的其他产品实现

完全互操作，从而支持组织充分利用其现有

的技术投资。C50 打印机可与 Asure ID® 

卡个性化软件和�EasyLobby® 安全访客管

理软件实现互操作。



规格

*�说明打印的色带类型和色带盘数量，其中�Y=黄色，M=紫红色，C=蓝绿色，K=脂黑色，O=覆膜，B=热升华黑色。

**�打印速度仅为近似值，是指从卡片进入输出槽到下一张卡片进入输出槽之间的这段时间。打印速度不包含编码时间和�PC 处理图像所
需的时间。�处理时间取决于文件大小、CPU、RAM�容量和打印时的可用资源数量。

***�Linux�版本：Ubuntu 12.04、Debian 7.0、Fedora 18、Mandriva 2011、Red Hat 6.4 和�Open Suse 12.3。
****�有限可用性�-�请联系您的�FARGO 经销商了解可用性

打印方法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分辨率 300 dpi (11.8 dots/mm) 连续色调

色彩 每像素支持 1670 万色/256 灰阶

打印色带选件

选件包括：易用的色带和一次性色带盒 (EZ)，以及更经济环保的可填充色带和色带盒 (ECO)
将来订购色带时，请注明零件编号，以确保色带与您的打印机可实现互操作。

EZ 和 ECO
 Á全彩色，带黑色树脂和覆膜，YMCKO*，每盒打印 100 组

 Á全彩色，带黑色树脂和覆膜，YMCKO*，每盒打印 250 组****
 Á树脂黑色块（标准和优质），每盒打印 1000 组

仅 ECO
 Á全彩色，半版带黑色树脂和覆膜，YMCKO*，每盒打印 350 组

仅 EZ
 Á树脂绿色、蓝色、红色和白色块，每盒打印 1000 组

 Á银色和金色块，每盒打印 500 组
 

重写技术 - 不需要色带

打印速度** 每张卡片 7 秒 (K*)；每张卡片 12 秒 (KO*)；每张卡片 24 秒 (YMCKO*)

可接受标准卡片尺寸 CR-80（3.375 英寸长 x 2.125 英寸宽/85.6 毫米长 x 54 毫米宽）；CR-79 背胶卡片（3.313 英寸长 x 2.063 英寸宽/84.1 毫米长 x 52.4 毫米宽）

打印区域 CR-80 边到边（3.36 英寸长 x 2.11 英寸宽/85.3 毫米长 x 53.7 毫米宽）；CR-79（3.3 英寸长 x 2.04 英寸宽/83.8 毫米长 x 51.8 毫米宽）

可接受卡片厚度 0.009 英寸 - 0.040 英寸/9 密耳 - 40 密耳/0.229 毫米 - 1.016 毫米

可接受卡片类型 具有光亮 PVC 表面的 PVC 或聚酯卡片；100% 聚酯卡片需要单色树脂；具有 PVC 表面的光学存储卡；可重写卡片

输入槽卡容量 50 张卡（0.030 英寸/0.762 毫米）

输出槽卡容量 最多 30 张卡（0.030 英寸/0.762 毫米）

卡清洁 卡清洁辊已集成到色带盒中；每次更换色带时会自动更换清洁辊

内存 32 MB RAM

软件驱动程序
Windows® XP/Vista™（32 位 和 64 位）/Server 2003 & 2008/Windows® 7 和 Windows® 8（32 位 和 64 ������

MAC OS X 10.5/10.6/10.7/10.8/Linux***

接口 USB 2.0

工作温度 65° 到 80° F/18° 到 27° C

湿度 20-80% 无冷凝

尺寸 单面打印机：8.8 英寸高 x 13.7 英寸宽 x 7.9 英寸深/224 毫米高 x 348 毫米宽 x 201 毫米深

重量 单面：7.5 磅/3.4 公斤

机构认证 安全：UL 60950-2、CSA C22.2 (60950-1-07) 和 CE；EMC：FCC Class A、CE (EN 55022 Class A、EN 55024)、CCC、BSMI、KC

电源电压 100-240Vac，50-60Hz，最大 1.6 A

电源频率 50 Hz/60 Hz

担保 打印机 – 两年；打印头 – 两年，使用 UltraCard™ 无限次

选项 打印机清洁套装；USB；安全专用耗材系统

软件 Swift ID® 嵌入式身份识别应用程序、FARGO 工作台诊断实用程序

显示 颜色不断变化的状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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