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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 FARGO®  
Connect™ Console

通过用户友好的多功能控制台 为安全而简化的证卡发行提供支持

 � 利用云技术并将证卡发行提升至全新的水平—打印和编码证卡、对证卡打印机
进行故障排除和管理，所有操作均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或打印机驱动程序。

 � 利用业界领先的安全性—内置的安全技术可将网络内证卡打印机转换为 
IoTT（可信物联网）中的可信端点。

 � 安心地将凭证分发到远程位置—“安全打印”功能通过用户名/密码或非接触式
卡对控制台进行用户身份验证，以便在远程位置安全地发起打印。

 � 乐享易用性—简单直观的触摸屏界面和教程可轻松引导用户了解所有打印和
管理功能。

主要特征：

 � 用户友好的触摸屏界面

 � 集中管理和控制多台网络内的 
FARGO 打印机

 � 安全打印身份验证可保护远程
打印作业

 � 业界领先的安全性

 � 在线教程

HID FARGO CONNECT 是什么？

HID® FARGO® Connect™ 是一个
基于云的证卡发行平台，可以化繁
为简，将安全证卡发行计划的所有
要素均整合到一个集中的集成系统
中。 该解决方案简化了本地和分布
式 ID 卡发行的操作和支持，同时提
高了控制性和安全性。 

 HID FARGO Connect Console 是一款
具有直观触摸屏界面的平板电脑式多功
能设备，可将相对基础的证卡打印机转
换为 IoTT（可信物联网）中的智能边缘
设备。 因此，借助这款功能强大的控制
台，您可以使用任何支持 Web 的设备随
时随地管理整个证卡发行系统。 现在，
您无需安装任何其他软件或打印机驱动
程序，也无需管理维护成本高昂的专用
桌面 PC，即可在集中式 HID FARGO 
Connect 基于云的应用程序中远程访问
和管理已连接的 HID FARGO 打印机。 

在控制台的控制面板中，您可以查看和
管理网络配置和活动的打印队列，从而
可以即时提交或删除打印作业。 该控制
台还可以自动检测并显示关键信息，例
如打印机状态或耗材余量，从而免除了
诊断常见打印问题时的臆测。 

易于理解的在线教程和帮助也唾手可
得。 即使是一窍不通的新手用户也能够
着手进行证卡打印和编码、打印机管理

等操作。

内置的安全技术可将您的网络内 FARGO 
证卡打印机转换为安全的边缘设备，而
基于非接触式读卡器的用户访问则可防
止未经授权的系统使用。 凭借控制台的“
安全打印”功能，用户可以将打印作业发
送到远程位置，并确定仅当用户在该位
置接收这份打印作业后才会执行打印。 
在获得授权的接收方操作员通过非接触
式智能卡或用户名/密码向控制台进行
身份验证之前，打印作业将保持锁定状
态，从而确保 ID 和证卡的安全性且未经
授权的个人绝不得访问。 作为分布式组
织的理想之选，“安全打印”功能还免去
了发卡的麻烦，因此消除了昂贵的发卡
费用和安全隐患。 

请立即联系我们，了解 HID FARGO 
Connect Console 如何成为您真正实现
支持 Web 的基于云的发行解决方案的简
便性和多功能性的决定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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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证卡打印功能
� 从集中式应用程序发行证卡 
� 远程编码磁卡和非接触式卡

管理功能
� 查询 HID FARGO Connect 打印作业 
� 查看打印队列状态并删除不需要的打印作业 
� 查看打印机网络配置 
� 查看打印机状态信息并对打印错误进行故障排除 
� 访问教程和在线帮助 
� 从单一控制台管理多达六台 HID FARGO 打印机

安全
 � 包含多种要素在内的内置安全技术可确保由控制台管理的 
HID FARGO 证卡打印机的绝对安全性，从而将其转换为 
IoTT（可信物联网）中的可信端点 

 � 对所有敏感数据（传输中和闲置时）进行端到端基于银行
级证书的加密 

 � 加密密钥安全地存储在防篡改硬件中
 � 可选配置的基于非接触式读卡器的用户访问可防止未经授
权的系统使用

 � 该系统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 FERPA、GDPR 和 HIPAA 法
规的要求，仅允许处理瞬时的、非持久性的个人可识别信
息 (PII)

操作系统 Linux

处理器 64 位 ARMv8 四核处理器

RAM / 内存 2GB DDR / 32 GB

显示屏 7.0 英寸触摸屏

电容式多点触控 是

尺寸
宽 8.0 英寸 x 高 9.0 英寸 x 厚 6.0 英寸 

（宽 203 毫米 x 高 229 毫米 x 厚 152 毫米）

软件 HID FARGO Connect 

网络要求 两个 10/100 以太网端口

USB 端口 1 个 USB 2.0（A 型）

查看打印机状态和打印队列并管理打
印作业

用户友好的视频教程

即插即用型设备

安全的边缘设备

安全打印用户身份验证

需要专用 PC 或 
打印机驱动程序

耗材状态

面向未来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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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1 512 776 9000
免费电话：1 800 237 7769
欧洲、中东、非洲：+44 1440 714 850
亚太地区：+852 3160 9800
拉丁美洲：+52 55 9171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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