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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紫外线喷墨打印机/编码器/激光雕刻机 

工业证卡个性化



HID ELEMENT——下一代安全身份识别卡和金融          
卡个性化

桌面开启全新可能
借助 HID ELEMENT 工业证卡打印机/编码
器/激光雕刻机，HID Global 能够提供业内最
可靠、最具成本效益的大容量身份识别卡和
金融卡发行。

HID ELEMENT 采用基于桌面的耐用设计，尤
其适用于需要高频使用的政府大型身份识别
卡项目、金融机构、工作繁重的服务部门以及
要求苛刻的大型企业。HID ELEMENT 采用模
块化和可扩展设计，提供高分辨率紫外线喷
墨打印、可选激光雕刻和一系列编码器，能够
满足广泛的凭证卡项目需求。 

HID ELEMENT 与标准直印式 (DTC) 和再转
印桌面打印机一样易于使用，具备可与集中
发卡相媲美的模块化、强大功能和产出速度，
从而为桌面凭证卡发行开启全新可能。

主要特点：
 � 高分辨率紫外线喷墨证卡打印 
 � 精密激光雕刻 
 � 多种编码器 
 � 大容量输入/输出多达 1600 张卡片 
 � 前所未有的桌面模块化 

更好的投资
HID ELEMENT 独具一格，与标准色带式桌面 
DTC 或再转印证卡打印机相比，每个图像的
打印成本更低，而与功能相当的集中发卡系
统相比，总体拥有成本 (TCO) 更低。 

凭借其大批量产出能力，单个 HID ELEMENT 
设备可取代多台标准桌面证卡打印机，从而
消除与色带和薄膜相关的浪费。与需要一整
套色带盘（即使证卡设计未使用所有色带盘）
的色带式打印不同，HID ELEMENT 的按需滴
墨 (DOD) 打印可确保仅使用所需数量的油
墨。与标准的桌面系统相比，这可以使证卡的
平均打印成本节省多达 80％。

HID ELEMENT 还以超低成本超越集中发卡
替代方案。与那些昂贵、资源密集和高接触
的大型系统不同，它既不需要特殊设施来容
纳，也不需要专业团队来维护。由于设置简
单且易于使用，一位操作员即可轻松管理多
台 HID ELEMENT 设备，无需签订昂贵的年
度维护合同。 

只有 HID ELEMENT 能够实现两全其美并带
来更好的整体投资回报。 

大批量多功能型 
HID ELEMENT 功能多样，是当今大型组织
和服务部门各种大批量应用的理想选择，
其中包括： 

 � 政府对公众 (G2C) 发行 — 身份证、
驾驶证、车辆登记卡、过境卡、选民证
和健康卡

 � 政府对雇员 (G2E) 和企业发行 — 雇
员照片身份识别卡和证件

 � 商业发行 — 过境通行证、零售卡等

 � 金融发行 — 信用卡、借记卡、预付卡等



使用紫外线喷墨制作动态身份识别卡和金
融卡
借助六个可配置油墨通道和多个选项，HID 
ELEMENT 可让您以全新方式制作动态、视
觉效果丰富的单面或双面身份识别证和金融
卡。HID ELEMENT 支持全彩色或单色文字以
及全彩色图形打印。您可以选择标准颜色或
使用荧光油墨或专属自定义颜色，实现独特
的证卡设计并增强安全性。 

HID ELEMENT 紫外线喷墨打印还提供独特
的选项，让您以新颖独创的方法提高证卡安
全性和耐用性。应用彩色墨滴即可在图像和
文字上分层应用可选的透明油墨，从而获得
低成本耐用性选项或创建彩色触觉效果。

使用 HID ELEMENT 打印的身份识别卡和金
融卡能在保护企业之余提供更多功能，突显
其品牌价值。HID ELEMENT 支持无边缘打
印，打印范围精确到到智能芯片的边缘，从而
确保每次都能打印出兼具专业性和美观性的
耐用凭证卡。

分辨率高达 1200 dpi， 
图像文字更锐丽、更清晰
HID ELEMENT 的高分辨率打印范围从 600 
dpi 到 1200 dpi，能够提供更锐丽的图像并
清晰地打印小文字、复杂字符和条形码，打印
质量足以媲美预印制卡片。

使用 HID ELEMENT 紫外线喷墨打印，精密
喷嘴可将数千个缩微墨滴喷在证卡表面上。
这些油墨以特定顺序均匀、高速地喷洒，以确
保墨滴的尺寸和位置准确无误。打印后，油墨
将立即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固化，从而使
油墨成分在几微秒内交联成固体。因此，证卡
文字和图像几乎立即变干，从而实现非常快
速的打印过程。 

高速打印时，高频喷墨有助于产生优质图像，
从而在各种证卡表面上打印出超清晰的图形
和文字，其中包括 PVC、复合材料、聚碳酸酯
和金属芯卡。

高输出、易于使用 
的油墨盒 
高输出、易于使用的油墨盒可轻松滑入并
卡入到位。六个可配置油墨通道支持全彩
色或单色配置，并提供透明油墨覆盖选项。
还可通过 HID 的自定义产品订单 (CPO) 流
程获得高度安全的荧光和自定义颜色。 



安全、多功能、高度精准的个性化 
最安全的凭证卡采用高度差异化的设计，运
用多种视觉、数字和雕刻元素。这些元素可
确保精确识别每个持卡人，有效防止欺诈和
伪造。

借助 HID ELEMENT 的激光雕刻系统，可将
独特的数据或图像识别功能雕刻到卡体内，
实现防篡改、高度耐用的个性化设置，从而杜
绝伪造和操纵。 

除了标准黑色标记和高度清晰的灰度图
像，HID ELEMENT 激光雕刻系统还可与紫
外线油墨打印系统结合使用，从而获得将激
光与颜色相结合的效果，实现最独特的证卡
设计。 

通过雕刻将安防性融入每张卡片
HID ELEMENT 精密激光雕刻可将多方面的
安防元素蚀刻到身份识别卡中。激光雕刻的
数据和图像可长久保存且十分安全。任何更
改雕刻信息的尝试都会破坏图像的完整性，
篡改意图无所遁形，从而为打印的凭证卡带
来全新安全性。 

摄像机视觉系统可确保卡片表面数据的精确
定位和录入，而精确的雕刻技术为卡片增添
雕刻缩微文字，缩微文字是指必须借助放大
镜才能看清的极其微小的文字。

HID ELEMENT 精密激光还能借助立体个性
化制作出多重激光图像 (MLI) 和视角可变激
光图像 (CLI)，对通过桌面打印机进行篡改的
企图施以更多的防范。

由于激光雕刻可制作出凸起文字的效果，只
需手指轻触便可验证身份，故非常适合伪造
或身份造假风险更高的发卡项目，例如选民
或工作登记卡、驾驶证和公民身份证。

 

凹面图像
用激光雕刻凹面图像（如图中的重
像），通过这种方式制作出的卡片耐
用性极高。

触觉表面浮雕
利用凸起文字，只需手指轻触便可验证
身份。

MLI/CLI - 多重/视角可变激光
图像
视角可变的激光雕刻图像或数据有助
于身份鉴别。

定制缩微文字
缩微文字的大小不到 1 磅，只能借助放
大镜才能辨识，可用于隐蔽身份验证。

激光源选项 
功能多样的 HID ELEMENT 激光雕刻系统
提供两种激光源选项，可满足您的特定凭
证卡项目要求。选择标准 3 瓦 DPSS 激光
器可获得最大的成本效益，选择 8 瓦 DPSS 
激光器可实现更快的产出。 



一步简化安全凭证卡的内联个性化 
HID ELEMENT 证卡编码模块使组织机构能
够通过一步式内联流程打印和编码凭证卡，
从而降低制作安全的身份识别卡与金融卡所
需的时间和成本。内联证卡个性化功能使用
户可以更灵活地对证卡采购、库存管理和发
卡流程进行端到端控制。 

组织机构还可利用 HID ELEMENT 证卡编码
模块制作可同时兼容 HID 产品与其他证卡/
物理门禁控制系统和第三方应用的证卡，从
而扩展紫外线油墨打印或激光雕刻系统的功
能。这种不限技术的证卡个性化方法为组织
机构选择门禁控制系统提供了更大灵活性，
并使组织机构能够更好地管理凭证卡。

HID ELEMENT 提供各种内联证卡编码技术，
可满足几乎任何安全凭证卡的发行需求。此
外，由于模块完全可现场升级，因此可随时添
加或更改编码功能，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证卡
个性化或安全需求。 

选择一个或多个 HID ELEMENT 证卡编码模
块，以扩展针对第三方应用程序的读/写功
能，例如物理门禁、时间和考勤以及无现金
售货等。利用 HID ELEMENT 编程器证卡编
码模块，用户还可制作和编程专门兼容 HID 
物理门禁解决方案的证卡。这尤其适用于希
望升级现有证卡，以便用于安全性更高的 
iCLASS SE® 平台的组织机构。  

 � 非接触式编码 - 同时支持低频和高频
凭证卡，包括 iCLASS Seos®、HID Prox®

、iCLASS SE® MIFARE Classic® 和 
MIFARE® DESFire® EV1。 

 � 接触式编码 - 集成快速便捷，提供无可比
拟的强大支持，并与 ISO 7816 标准兼容。 

 � 标准磁条编码 - 兼容 ISO 7811、高低矫
顽力。 

 � 编程器编码 - 用户可使用编程器编码功
能轻松编码 Genuine HID® 或第三方凭
证卡的 HID 门禁卡应用区域。 

 � 第三方编码支持 - 利用 Smartware® 编
码技术，一次性便捷地同时进行非接触式
和接触式编码

灵活的编码器 
可随时添加或更改完全可现场升级和易于
安装的编码功能，以满足新的证卡个性化
或安全需求。 



触手可及的便捷性
较大的 10 英寸全彩触摸显示屏提供触手
可及的便捷性和易用性。显示屏安装在系
统上，并可轻松调节以适应操作员的坐姿
或站姿。通俗易懂的提示可显示墨水量、常
规诊断、操作步骤，并引导用户完成日常清
洁和维护的启动顺序。HID ELEMENT 让工
业证卡打印变得简单。

前所未有的桌面模块化 
HID Element 打破常规并提供购买灵活
性，既可同时购买紫外线喷墨打印和激光
雕刻系统，也可作为独立设备单独购买，以
满足证卡项目的特定要求。HID ELEMENT 
还提供许多可选模块，旨在满足各种项目
要求并按需扩展产出。我们提供满足您业
务需求的 HID ELEMENT 设计。

可扩展产出
可选择四个可锁定输入卡槽和输出堆叠
器，以根据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每个大容量
输入卡槽和输出堆叠器可容纳多达 400 张
证卡，即每台 HID ELEMENT 设备可容纳
多达 1600 张证卡，这有助于确保持续运
行情况下的高证卡产出和每批次产量的最
大化。

放心验证
借助 HID ELEMENT 可选摄像机系统的注
册和验证功能以及配套软件集成功能，可
对所有应用的可视数据和功能进行交叉检
查，以确保准确性和精确定位，进而保证凭
证卡按预期进行打印和/或雕刻，并在大批
量打印时保持一致。未通过验证的证卡统
一保存在废料箱中。HID ELEMENT 紫外线
油墨打印和激光雕刻系统均配备单独的摄
像机系统。

HID ELEMENT 紫外线油墨打印系统，带有单个输入卡
槽和输出堆叠器

HID ELEMENT 紫外线油墨打印和激光雕刻系统，带有
多个输入卡槽和输出堆叠器

HID ELEMENT 激光雕刻系统，带有单个输入卡槽和
输出堆叠器

HID ELEMENT 紫外线油墨打印系统，带有多个输入卡
槽和输出堆叠器



专为工业持续运行而设计  
HID ELEMENT 将大容量、优质紫外线喷墨打印
和激光雕刻整合入易于管理的耐用桌面系统，从
而颠覆工业身份识别卡和金融卡打印领域。HID 
ELEMENT 是想要获得工业速度和产出而又不想
花高价购买集中发卡机的组织的理想选择。它还非
常适合那些仍然需要桌面设备的易用性、便携性和
可管理性功能，而当前的再转印或 DTC 打印机无
法满足其项目要求的客户。 

HID ELEMENT 专为持续运行而设计，可在系统的
整个使用寿命内打印数百万张证卡。即使您的需求
量要求全年全天候不间断打印，HID ELEMENT 也
能满足您的需求。

多个 HID ELEMENT 设备（成本极低、尺寸极小）可
在节约成本的同时轻松取代单个集中发卡机，以满
足工业打印量需求，同时提供大型系统并不具备的
冗余和风险管理功能。采用多台机器意味着，如果
一台设备需要维修，组织机构仍然能够利用其他设
备保持 75% 到 80% 的产能，以实现持续生产；而
如果集中发卡机出现故障，则打印作业将完全停
止。还可将附加设备分散安装在远程站点，以支持
风险管理计划。 

通用解决方案 
HID ELEMENT 不仅具有较低的 TCO 和卓越的运
营效益，还可满足特定行业的独特需求。例如，触觉
色彩效果和集中式覆膜耐久性是政府发行身份证
的理想选择，而利用各种打印模板（“彩虹堆栈”）
轻松打印小批次证卡的功能将吸引金融卡生产商
和金融机构。

HID ELEMENT 凭借其操作可靠性、维护便捷性、
功能高度可配置性、可扩展性产出和业内最低的 
TCO，将引领下一代优质、大容量证卡个性化和
发行。

如要查找附近的集成商或 HID 优势合作伙伴，
请访问 hidglobal.com

https://www.hid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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