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D FARGO® HDP® (高清晰度打印™) 

再转印打印机/编码器

打印及编码解决方案



品质出众.
创新设计.久经验证.

为用户提供更锐丽、更清晰的图像和文字

色彩鲜明。图像和文字清晰。质量首屈一指。在 
FARGO® 再转印证卡打印机/编码器上打印的身份识

别卡能在保护用户之余提供更多功能，凸显其品牌

价值。HID FARGO 再转印证卡打印机还包含内置

的 Workbench™ 诊断实用程序和 Color Assist™ 工
具，可帮助您的用户更好地匹配公司徽标和服务标记

上的专色。 

HID FARGO 再转印打印机也适用于需要身份识别

卡具有更多功能的用户。政府机构、医疗机构、企业

和公司、积分计划和会员计划以及高等院校等都在普

及推广多功能智能卡的应用。您可以通过编码选项对 
FARGO 再转印打印机进行配置，从而制作出满足您

的具体需求，并且具有高度安全性的接触式和非接触

式智能卡。 

在采用再转印打印技术后，打印质量不会受到丝毫影

响。由于是将精细的图像和文字打印在高清晰度膜

上，而不是直接打印在卡片上，因此技术卡凸凹不平

的表面并不会影响图像的质量。再转印打印机的打印

范围可以精确到智能芯片触点的边缘，并且几乎能在

每张卡的边缘打印图像，因此能够保持图像始终清晰

可辨。

提高证卡的安全性和耐用性

通过再转印打印制作的证卡与其它类型的证卡相比更

加安全和耐用。此类证卡具有与生俱来的防篡改功

能，如有伪造者试图撕开保护层，图像基本上就会自

行损坏。在证卡图像上还覆有一层耐用的 HDP 膜，

能够将其与外界阻隔并因此提高其耐磨损能力。 

为了提高耐用性和安全性，多功能再转印打印机还

可以在身份识别卡的正面贴上一层全息覆膜或全息 
HDP 膜。如在两面均贴上覆膜更能提供双重保护 – 
FARGO 再转印打印机能够在一次操作中同时在证卡

的两面进行压膜。

您值得信赖的投资项目

您可以放心购买 HID Global 产品。HID Global 提
供种类齐全、值得信赖、完全可互操作的安全打印和

编码解决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数万台 FARGO 
HDP 打印机系统投入使用。而且，HID Global 的 
FARGO 解决方案是在通过 IS0:9001 认证的工厂中

进行设计和制造，并提供全球产品保修服务、不间断

的打印机状况监控和卓越的技术支持。这就是我们给

予客户的 HID 承诺，是您能够始终获得卓越的产品质

量与服务的基础和保障。

HID® FARGO® 高清晰度打印解决方案

双面打印机/编码器

灵活的模块化系统，可随着您的需求而扩展 

HID FARGO 再转印打印机具有多样化功能，

可满足您当前及未来的各种卡类应用需求。可借

助双面打印、编码和压膜模块等附加功能打造灵

活的系统架构，从而瞬间扩张或缩减产量。如需

增加系统容量，只需利用可选的双卡输入槽，便

可轻松管理多类卡型并提高生产量，并能高效完

成哪怕是最为繁重的生产工作。为了让用户能

够通过一个简单步骤即可实现嵌入式打印和编

码，HID Global 提供了多种现场可升级的编码

器选项。此外，HID FARGO 再转印打印机能

够与 HID 系统中的其它产品轻松集成，便于您

利用现有的 Genuine HID Technology 投资。

压膜和双卡输入槽选项

FARGO® HDP5000
配有可选双面打印和压膜模块

FARGO® HDP5600
配有光学双面打印、压膜模块和双卡输入槽

FARGO® HDPii PLUS
配有压膜模块的金融打印机

FARGO® HDP8500
工业证卡打印机

FARGO® HDP8500LE
HDP8500 和激光雕刻机及压膜模块



可靠、实惠、精准打印质量
HDP5000

HDP5600 和 HDP5000 是目前市场上具有突出

价格优势的两款再转印打印机，而 HDP5600 同时

也是一款颇为实惠的 600 dpi 解决方案，这使得此

两款证卡打印机成为众多用户的理想解决方案。另

外，HDP5600 和 HDP5000 打印机均可使用半版

色带，这将每张图像的成本进一步降低了 30%。

唯有借助 FARGO HDP5600 和 HDP5000 打印

机，才能确保在任何打印选项下均能最大限度降低每

张卡的成本，进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 利用成熟的第五代 HDP 技术和可靠性。HID 
Global 于 1999 年推出再转印技术，自此不断完善这

一技术。引入再转印技术足以证明，我们将致力于在

客户的启发下开拓创新，并且不断对高清晰度打印系

列解决方案进行优化。可靠和强大的 HID Global 第
五代 HDP 证卡打印解决方案可为用户提供值得信赖

的打印质量和业务所需的技术进步。此外，第五代的

可靠性令用户在使用时更加安心，并能够进一步减少

打印机的停机时间，而且，由于避免了打印头与卡片

的表面或碎片接触的可能性，因此在打印过程中绝不

会损坏打印头。事实上，此产品终身保修。

 � 一站式打印和编码物理门禁凭证卡。通过结合使

用 HID Global 嵌入式编码器和 FARGO 再转印打印

机，您可以在发行流程中使用一台设备对身份识别卡

进行个人化和编码。您可在世界任何地方以公司或员

工特有信息对卡片进行编码和编程设计，使其能够配

合各种物理门禁控制系统使用。通过一站式无缝作业

模式，您可以简化订购、库存管理和发行流程，同时

获得最高级别的控制、灵活性和安全性。

 � 将证卡打印提升至新的水平。只有 HID FARGO 

再转印证卡打印机才能提供第 5 代再转印技术，能够

满足清晰鲜明的照片身份识别卡、多功能高安全性证

卡等各类卡片的打印需求，FARGO 再转印打印机不

仅具有始终如一的卓越图像质量和打印可靠性，而且

价格也非常实惠。

随时随地打印 

现如今的客户都很注重便捷性和灵活性，期望

可以随时随地按需获得产品和服务。支持以太

网的 HDP 打印机可选配 Wi-Fi® 配件，它使

您可以随时随地在远程方便地打印身份识别卡

和证卡。

高级别保护 

利用可选的锁卡槽，对空白卡以及经过打印/

编码的证卡加以保护。

兼具一流质量与实惠价格

HDP5600
具有可选的双面

打印功能



即时发卡为您提供高度个性化
的用户体验。

HDPii Plus 有助于吸引新客户，并通过提

供高度定制化的卡片设计机会令客户更关注

您的业务。 

振奋人心的金融卡

 �  金融卡专家。FARGO HDPii Plus 打印机/编

码器专为安全、即时发放金融卡而设计。HDPii Plus 
可以在金融卡正反两面打印，并可采用标准的磁条编

码器，以及可选的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智能卡编码器写

入卡片数据。该款打印机支持安全的全球 Europay 
MasterCard® Visa® (EMV) 标准，确保卡片可在

全球支付基础架构内实现互操作，并增强防伪保

护。HDPii Plus 的特殊性能使其能够完全满足金融卡

协会的安全要求。 

 � 新一轮机遇。FARGO HDPii Plus 生产的新一代

金融卡可以实现卡片正面无压纹文字，且逐渐可以实

现在内部添加接触式或非触式智能芯片。即时发卡为

卡片设计和个性化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新机遇。

 �  简单、安全的卡片生产，任何地方都可进行。凭

借其使用简单、操作可靠和维护低廉的特性，HDPii 
Plus 金融卡打印机/编码器能够保证机构在数以千计

的分支位置部署即时发卡业务。HDPii Plus 使用简单

得超乎想像。卡片、色带和 HDP 膜都以盒装方式提

供，并可装到对应的槽架当中。HDPii Plus 打印机驱

动程序提供简单屏幕提示，打印机自身也提供 LCD 
控制面板，这些都使得操作变得简单直观。

FARGO 高清晰度打印™ (HDP®) 技术可在智能

卡上实现极高的图像质量。HDP 膜能够紧密贴合

嵌入电子器件而造成的凹凸表面。

HDPii Plus
具有可选的压膜

功能



可靠、持续地制作身份识别卡 
在要求最苛刻的环境中也不例外。

安全性出众
FARGO® HDP8500 符合全球政府身份识别卡
发放单位的安全要求，例如，可在输入/弹出槽
上设置实物锁以及在内部废料箱为打印错误或编
码错误的卡片提供保护。 

HDP8500 在发卡时提供高度安防打印作业授
权，包括可实现 AES-256 数据加密（使所用打
印色带上的信息难以辨认的数据擦除功能），并
且在用于特有大型 ID 项目的打印机与耗材间建
立了专用的安全连接。 

超高性能
HDP8500 经久耐用、不易中断，能够以高生
产率批量完成打印工作。大容量耗材和卡输入槽
有助于最大限度缩短停机时间。整洁、稳定的打
印环境和内部卡压延机可确保制作出的证卡始终
保持高品质。

高性能

借助 FARGO® HDP8500 工业证卡打印机/编码

器，HID Global 可提供业内可靠性出众的高性能身份

识别卡打印机。FARGO HDP8500 具有 HID 高清

晰度打印™ (HDP®) 技术，凭借超长的使用寿命、高

效的凭证卡个人化和发行速度，已成为具备一流品质

的工业身份识别卡打印机。设备尤其适用于需要高频

使用的大型政府身份识别卡项目、工作繁重的服务部

门环境以及要求苛刻的大学和大型企业环境。

 �  高耐用效果。FARGO HDP8500 专为支持大多

数耐用耗材而设计，因此成为需要持久使用的身份识

别卡（例如政府 ID 项目所用卡片）的理想选择。可

将清晰的全息覆膜贴片贴附至卡片，从而提高卡片耐

用性和使用寿命。

 �  可在严苛的环境下提升系统可靠性。非气候控

制区、高热量、灰尘和碎片通常会对设备性能造成

干扰，进而影响生产效率以及整体打印质量和可靠

性。FARGO HDP8500 经过特别设计，能够应对最

严苛的操作环境。其通风和过滤系统、顶盖防尘密封

和内部温度传感器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保持理想的

打印状态。 

 � 先进的系统性能可提高安全性和吞吐量 。 

FARGO HDP8500 可在所有开启点加锁，从而在

打印前和打印后保护色带、膜耗材和卡片。密码开

启功能能够以电子方式锁定打印机，而高级数据解

密功能 (AES-256) 可确保对安全打印作业提供保

护。HDP8500 的树脂擦除功能还能够清除所用色带

盘上的任何个人数据，进一步降低数据破坏或伪造风

险。此外，可向卡片贴附全息或荧光 (UV) 覆膜，从

而以经济高效的灵活方式来提高公开、隐蔽或鉴识性

卡片的安全性。单独销售的 HDP8500LE （激光雕

刻机）与 HDP8500 无缝集成，通过将永久性的不可

更改数据雕刻到高科技卡中，确保个人和组织的安全

性。作为大批量打印作业的理想设备，HID Global 的 
FARGO HDP8500 具有多种处理功能，能够显著提

高卡片输出量。例如，系统可以在编码第一张卡片的

同时打印第二张卡并压制第三张卡。

HDP8500
工业证卡打印机



值得信赖的安全发行解决方案
HID Global 不仅提供各种 Genuine HID 有保障的互

操作解决方案，也提供从解决方案实施、维护到培训

的各类专业服务。 

全球已有数万台 HDP 打印机投入使用，而且 HID 
Global FARGO® 解决方案可与 HID 安全身份识

别系统中的其它产品（如 Asure ID® 卡个性化软

件、EasyLobby® Secure Visitor Management 解
决方案或 iCLASS SE 嵌入式编码器）完全互操作，

让您能够为自身企业定制设计独有的智能卡。  

再加上“Genuine HID 保证”这一坚实后盾，您的员

工、访客、工厂和数据将获得全面的安全保护，您也

可以从此安心无忧。

用于安全发行解决方案的 HID Professional 
Services™ 能够协助完成整个项目的规划与管理。以

彼此协商的方式确定技术复杂性和风险，找到最佳整

合途径，提供选项并部署正确的解决方案，从而协助

项目取得成功。  

依托于专业服务的
有保障的解决方案

HID Professional Services 以实惠的价格提供确保

客户满意的高价值度部署协助服务，例如安装服务以

及操作人员深度培训。

通过选用其中一个 HID Professional Services 服务

包，您将能获得由 HID Professional Services 团队

提供的个性化服务，他们将对您予以协助，确保实施

工作依从最佳实践，同时通过培训令您的团队能够有

效管理发行流程，从而充分利用安全发行解决方案。 

根据部署的类型、规模和复杂性，我们的 Genuine 
HID Investment Protection Service 服务包可以为

您的用户提供定期维护更新和功能升级，从而最大限

度提高打印机的性能，并确保您的投资在未来长期受

到保护。

HID Professional Services™ 与其它 Genuine 
HID® 产品和解决方案通过 HID 优势合作伙伴 
(HID Advantage Partner™) 网络进行销售和

提供。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确

保其操作和部署能够充分遵从最佳实践、时间

表，并能够符合预算要求。

HDP5000 HDP5600 HDPii Plus HDP8500

打印方法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双面打印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

单面或双面压膜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600 dpi 可选 请询问

触摸屏用户界面 �

键盘打印机锁 �

硬件锁 可选 可选 � �

数据加密 � � � �

磁条编码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接触式智能卡编码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125 kHz (HID Global Prox) 读卡器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13.56MHz（iCLASS、MIFARE、ISO 14443 A/B、 
ISO 15693）读/写编码器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嵌入式打印和编码 � � � �

Wi-Fi 可互操作* � � �

USB 连接 � � � �

USB 和以太网接口（使用内部打印服务器） � � � �

SmartScreen 图形显示屏 � � � �

双输入卡槽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

打印机密码保护 � � � �

激光雕刻 可选

集成 OSM 编码器模块 可选

卡压延机 可选

三年质保 � � � �

*需要 HID Wi-Fi® 模块（单独销售）和支持以太网的打印机

市市市市

应用/打印机 HDP5000 HDP5600 HDPii Plus HDP8500

工作卡 � � �

身份证 � � �

驾驶证 � � �

政府/军队 � � �

政府 � � �

运输 � � �

医疗保健 � �

大学 � � �

活动 � �

金融机构 �



产品比较 特点

HDP5000 HDP5600 HDPii Plus HDP8500

打印方法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热升华；树脂热转印

双面打印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

单面或双面压膜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600 dpi 可选 请询问

触摸屏用户界面 �

键盘打印机锁 �

硬件锁 可选 可选 � �

数据加密 � � � �

磁条编码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接触式智能卡编码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125 kHz (HID Global Prox) 读卡器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13.56MHz（iCLASS、MIFARE、ISO 14443 A/B、 
ISO 15693）读/写编码器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嵌入式打印和编码 � � � �

Wi-Fi 可互操作* � � �

USB 连接 � � � �

USB 和以太网接口（使用内部打印服务器） � � � �

SmartScreen 图形显示屏 � � � �

双输入卡槽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现场可升级 �

打印机密码保护 � � � �

激光雕刻 可选

集成 OSM 编码器模块 可选

卡压延机 可选

三年质保 � � � �

*需要 HID Wi-Fi® 模块（单独销售）和支持以太网的打印机

市市市市

应用/打印机 HDP5000 HDP5600 HDPii Plus HDP8500

工作卡 � � �

身份证 � � �

驾驶证 � � �

政府/军队 � � �

政府 � � �

运输 � � �

医疗保健 � �

大学 � � �

活动 � �

金融机构 �

市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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