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富远见的可视性：
通过直接打印到卡打印机和再转印打印机确保出
色的打印质量
重点着眼于远超出分辨率的因素

当打印证卡（无论是礼品卡还是政府核发的高安全性身份证）时，用户都需要制作出具有出色图像、清

晰文字和可靠扫描条码的专业品质的证卡。这些元素一起决定了整体打印质量。

通常，打印质量被认为取决于分辨率（即，每英寸可打印的点数）。然而，分辨率只是一方面。打印质量

直接取决于许多要素，如打印机类型（再转印打印机与直接打印到卡打印机）、介质类型和质量、打印

头质量、机械设计、软件、固件以及许多其他要素，甚至包括电源。面对如此之多的考虑因素，注意力应

该集中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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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础：打印机和介质类型
作为基础，打印机类型是首要关注点。直接打印到卡技术十分常见且价格合理。此方法需要打印头通

过色带接触证卡，因为它直接在证卡表面进行打印。直接打印到卡打印机无法在证卡边缘打印，通常

会在打印的图像周围留有可见边框。而且，它们不能在不平整的证卡表面（如，钥匙扣或智能卡）可靠

地打印。

由于是在一种可打印特殊颜色材料上打印，再转印打印技术为用户提供色泽饱满、鲜亮的绝佳图像

质量，即使在并非十分平整的证卡（如，智能卡）表面上打印亦是如此。证卡图像打印到透明的转印

膜上，然后转印膜融合到证卡表面，从而形成更耐用的防划伤产品。可“越过边缘”打印图像，从而

避免证卡边缘周围出现白边。而且，再转印打印允许用户在更耐用的非 PVC 材质证卡类型（聚碳酸

酯、Teslin 和 PETG）上打印。利用防窃启再转印工艺为用户提供内置欺诈保护，转印膜热粘到证卡

上，不能在没有任何损坏的情况下移除。鉴于其固有的设计，再转印工艺在图像上方提供一个保护

层，从而避免为增加耐用性而进行覆膜的需要。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关注点是介质或色带类型，尤其是染料扩散与传质介质。染料（通常是 YMC：黄、

品红和青色）扩散到接收介质上，并融合到一起以形成数百万种颜色。染料扩散是指染料渗透证卡的

表面并浸渍到其中，这使得它能够通过化学方法与证卡的表面结合。利用染料型介质，用户可通过升

温或降温来改变每种像素的 YMC 强度。这允许用户打印高品质、平滑、连续色调图像，为可能的最大

色彩范围提供出色的色彩再现。在紫外线环境下染料褪色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需要使用针对直接打

印到卡打印机的覆膜、再转印打印机固有的转印膜或针对安全应用的覆膜来密封证卡。

最常用的传质介质包括蜡、树脂和颜料。以每点等量的树脂或蜡将传质介质转印到证卡，从而形成阴

影处没有变化的一致颜色点数。蜡和树脂为单色（通常为黑色），但也有其他颜色，如蓝色、红色、白

色、银色等。蜡和树脂尤其适合条码、文本、简单图形或徽标或者具有“专色”与全彩色的任何内容。

为实现丰富的深黑色，用户使用传质色带将实现绝佳效果。通过混合 YMC 颜料，传质介质还可生成

全彩色图像。由于颜料对于每种像素颜色具有恒定的强度，因此通过改变在证卡上放置 YMC 点的数

量和间隔来改变阴影。要使用传质介质生成视觉上可接受的颜色质量，打印机具有的打印分辨率必须

比使用燃料型介质时的分辨率要高。

用户想从其证卡打印机得
到什么？

打印质量：

用户想要的关键要素

• 证卡必须看起来十分出色

• 文本必须清晰可辨

• 条码必须能够可靠扫描

打印速度快

• 快速、高效地完成打印作业

• 减少打印机监督

灵活性

• 能够处理各种证卡类型

• 针对现场打印和智能卡的

专用色带

成本合理

• 打印机的价格

• 耗材成本

• 操作和维护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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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确定打印机和介质类型后，就打印质量而言，有许多其他考虑因素。让我们看一下影响打印质量的关键

要素，以及用户如何才能利用此信息制作具有出色图像、图形、文本和条码的专业级证卡。

此外，了解 Zebra® 证卡打印机如何通过持续监控打印并即时调整打印机设置，以自动生成超高打印质量

的成熟专利色彩预测技术算法来进一步解决打印质量。

 

客户的第一要务：打印质量 
影响打印质量的前 7 大要素: 

请参阅下一页上的表格，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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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简介 影响

1 定位错误

• 颜色面板对准

• K 面板定位

• 渐进式定位错误

颜色和/或黑色面板偏差可导致颜色间隙或着色不

当。渐进式定位错误是由打印头和色带之间的摩擦

力变化（尤其是“打开”和“关闭”像素之间的摩擦

力差），以及介质和打印头质量变化导致的。这可

导致在打印的证卡上从证卡的前缘到后缘出现不

必要的白色区域或着色错误。

2 色阶
具有视觉吸引力且自然的

色彩范围

打印对比度：能够顺畅打印各种水平的密度（从浅

到深），以通过黑暗阴影和明亮的亮点提供图像细

节。适当调整的对比度可通过鲜亮的深色与暗淡的

浅色在图像中提供更大的“跳跃”。作为对比度的

一部分，利用灰度能够顺畅打印各种灰度值（从白

色到黑色）。

动态范围：最浅白色和最深黑色之间的范围广度。

较高动态范围在黑暗阴影区域以及明亮的亮点区

域提供图像细节。

3 色彩精度和强度
数字图像的着色是否与打

印的证卡匹配？

与浏览数字图像相比，色彩的鲜艳程度，以及色彩

的精度如何？

4 分辨率
每英寸打印的点数：300 与 

600 等。

在单色文本（尤其是使用传质介质打印的小字体）

上，分辨率影响较大。分辨率是一种打印头上的元

素间距属性，也可受介质和打印机设置的影响。

5 颜色渗出 热和油墨污迹
热污迹：由打印头、介质、证卡和打印机本身中积

聚的残余热量导致，这可造成不必要的染料转印。

6 一致性 打印机设计和耗材质量

打印机设计：打印机工程和组件。低劣的机械设计

可导致不必要的伪迹，降低色彩一致性以及降低

打印质量。

耗材质量：证卡、色带和覆膜的质量。劣质耗材可

导致着色不均匀、证卡翘曲和堵卡、色带撕裂以及

证卡的某些部分未打印。

7 转印性能
（仅限再转印打印机）

能够连续且准确地将转印

膜粘附到证卡上
形成耐用的产品；不良转印性能提供劣质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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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要素影响证卡打印机的打印质量？ 
 
1. 定位错误：颜色面板对准、K 面板定位、渐进式定位错误 

当各个面板（如，黄色面板、品红色面板或青色面板）在证卡上存在偏差时即发生定位错误。通常是由颜色

通道之间的证卡分级错误导致的。如果有任何面板不同步，其可导致图像区域周围有色晕或条纹。也会出

现黑色 (K) 面板与YMC 面板未对准，从而导致本该是黑色的区域周围有白边或白色边框。颜色和/或黑色面

板偏差可导致颜色间隙或着色不当。

即使所有面板都彼此对准，您也必须确保这些面板也与证卡对准。这同样适用于转印膜。即使彼此对准，

但如果这些面板或再转印机构过早或过晚开始打印，也不会准确地将图像放在证卡上，从而在证卡上留下

空白。

渐进式定位错误是指定位从证卡的前缘到

后缘逐渐退化。这是由打印过程中打开和

关闭像素时打印头和色带之间摩擦导致的。

当像素“打开”时，会升温，色带和证卡之间

的摩擦更小。当像素“关闭”时，会降温，色

带和证卡之间的摩擦更大。此摩擦可导致打

印的证卡上出现不必要的白色或着色错误

区域。使用劣质色带可增加渐进式定位错误

的可能性。

用户要点: 通过确保适当定位面板、覆膜和证卡以及监控打印头温度，斑马技术可帮助您避免定位错误挑

战。作为 Zebra 独有的基于专利图像处理算法的色彩预测技术 (CPT) 的一部分，Zebra 打印机在打印机驱

动程序内具有预热变量，以帮助减少此问题并提供改进的打印和图像质量。此外，Zebra™ 原厂色带的顶部

含有特殊配方防滑涂层以减小摩擦，这样其可在打印期间轻松滑过打印头，以降低渐进式定位错误的可能

性。 

2. 色阶：具有视觉吸引力且自然的色彩范围

色阶（也称为“动态范围”）涵盖最浅白色和最深黑色之间的范围广度，以在阴影区域和亮点区域提供图像

细节。作为色阶的关键要素，利用对比度能够顺畅打印各种水平的密度（从浅到深），以通过黑暗阴影和明

亮的亮点提供图像细节。良好的对比度能够通过暗淡的浅色和鲜亮的深色生成具有更大“跳跃”的图像。

作为对比度的一部分，利用灰度能够顺畅打印各种灰度值（从白色到黑色）。灰度不良可导致暗淡的深黑色

和过度曝光的白色亮点区域，而无细节。不良色阶响应也可生成模糊的灰色阴影，而不是显示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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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能量控制对于对比度和色阶响应至关重要。证卡打印机需要不断监控打印头能量，以确保在整个打

印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温度，以便获得平滑的图像。

用户要点: 通过打印头能量控制管理，您可以更好地确保准确的色阶，从而生成具有一致对比度和灰度的

图像。Zebra 的 CPT 具备可增强打印头能量控制并确保理想的色阶响应的算法。 

3. 色彩精度和强度：数字图像的着色是否与打印的证卡匹配？

色彩精度和强度或确保您打印的证卡与校准的显示器上的数码打样匹配，对于照片之类的图形和图像尤其

重要。处于安全性目的，您希望打印的输出看起来像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希望打印的徽标准确代表公司

品牌。这需要正确的色彩强度和暗度。打印头中打开热量的时间越长，色彩越强、越暗。当打印深黑色时，

打印头热量增强，从而导致色带褶皱和撕裂的可能性越高。 

用户要点：在打印丰富、浓烈的色彩时监控打印头热量至关重要。Zebra 的 ZXP Series™ 打印机的驱动程

序中具备色彩优化选项卡，可帮助用户管理设置并控制强度。Zebra 的 CPT 算法可在打印期间基于色素自

动上调或下调打印头能量，以确保十分丰富的色彩并避免打印伪迹。 

4. 分辨率：每英寸点数 (dpi)

打印机分辨率是打印头的一个固定属性，代表打印头中有多少加热器元件。打印质量或生成具有视觉吸引

力的图像不仅仅取决于 dpi 分辨率。

使用染料打印的图像需要的分辨率比使用传质介质需要的分辨率要低，以便获得同等效果。染料可通过升

温和降温来混合颜色。传质需要的像素更高，因为各个点需要放得更近才能提供颜色混合和平滑的外观。

当打印彩色图形和图像时，使用染料将为您提供可能的最大颜色范围以及十分平滑的图像。

当打印单色精细文本、小字体和条码时，使用具有较高分辨率的传质介质较为理想。这些项目比在更高分

辨率下看起来更清晰；小字体占优势。

用户要点：仅仅是分辨率不一定能够提供出色的图像或打印质量。结合针对您的应用的适当打印机类型、

介质和分辨率将产生绝佳效果。  

斑马技术    6

白皮书
证卡打印质量：直接打印到卡打印机和再转印打印机

竞争对手  1
600 DPI

竞争对手  2
600 DPI

ZXP SERIES 9
300 DPI



5. 颜色渗出：热和油墨污迹

热污迹由打印头、介质、证卡和打印机本身中积聚

的残余热量导致，这可造成其他不必要的染料或

树脂转印到随后的图像行上。随着打印速度提高

以及打印头有更少的时间驱散残余热量，此问题

变得更糟。

当打印头主要打印高密度区域，然后过渡到浅色

区域时，会出现污迹伪迹。深色区域需要在浅色区域前面（更靠近前缘）时会出现污迹。被深色区域包围的

白色或浅色文本也可表现出污迹伪迹。白色/浅色文本可能看起来褪色或比应有的颜色深，尤其是深色向浅

色过渡的边缘附近。从前缘到后缘进行浅色向深色过渡将不会显示污迹伪迹，而是前缘将变得模糊不清。

图像设计连同驱动程序中的预热调整功能，可帮助减少/防止热污迹。

用户要点：Zebra 的 CPT 具备设计用于在打印期间基于像素不断实时调整温度的算法，以尽量减少污迹

和相关伪迹。ZXP Series 打印机的驱动程序中具有预热调整功能，可帮助在从浅色边缘向深色边缘过渡时

提高清晰度。这些算法还会监控打印头温度，以尽量降低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无意间颜色迁移风险，或在

打印头变凉后升温以实现理想的颜色迁移。Zebra 的 ZXP Series 9™ 打印机还具有用户可选择的“精细”

打印模式，专门设计用于打印丰富的图形和图像。其通过稍稍降低打印速度来减少不必要的残余热量积

聚，这可尽量提高 CPT 的有效性。这使 ZXP Series 9 打印机能够生成十分丰富的色彩和超清晰的边缘，同

时尽量降低污迹和色带褶皱/撕裂风险。 

6. 一致性：打印机设计和耗材质量

一致性或打印机提供一致性能的能力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低劣的机械设计（包括打印头变化、不良色带路径

设计和张力、打印头压力不均匀、电源不稳定和证卡移动不流畅）可导致不必要的伪迹，降低色彩一致性以

及降低打印质量。同时，劣质耗材（如证卡表面瑕疵和色带或转印介质不均匀）可导致着色不均匀、证卡翘

曲和堵卡、色带撕裂以及证卡的某些部分未打印。

用户要点：Zebra 设计的打印机通过成熟的可靠性确保高品质的产品。结合优质的组件和创新的设

计，Zebra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的生产采用严格的规格并接受广泛的质量控制监督，每个证卡都可为您

提供超高打印品质。为与 Zebra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配合使用专门开发的 Zebra 原厂耗材（包括证卡、

色带和覆膜）提供出色的品质和一致的绝佳性能。此外，Zebra 的清洁耗材可帮助使您的打印机保持良好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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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印性能（仅限再转印打印机）：能够连续且准确地将转印膜粘附到证卡上

借助再转印打印，首先会将图像打印到转印膜，然后通过高温和压力将转印膜与证卡粘合。在转印过程中保

持适当的高温和停留时间对于成功打印再转印证卡至关重要。对证卡应用过多能量可提高证卡翘曲或损坏

风险。相反，过少能量可导致转印不完整，以及转印膜碎裂或剥落。

转印膜的质量直接影响最终打印质量。劣质转印膜可翘曲或褶皱，或导致转印不完整。

此外，不同类型的证卡需要不同的转印设置，必须针对每种类型更改此设置。

用户要点：Zebra 已开展广泛的质量控制测试，以确保其再转印打印机提供出色、一致的转印性能。而

且，Zebra 原厂证卡和转印膜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可为每一个打印作业提供一致的效果，并尽量降低对

关键打印机部件的磨损。

Zebra 证卡打印机使用户能够在驱动程序内创建和保存自定义再转印设置，以满足非标准证卡需要。此

外，使用非标准证卡的客户可联系斑马技术，获取确定理想的自定义再转印打印机设置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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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总结和用户要点: 
 

极富远见的可视性

Zebra 的色彩预测技术连同我们一流的设计和耗材，在我们的所有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上提供出色的

打印质量。

ZEBRA 的色彩预测技术是什么?

Zebra 的所有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上均采用其基于专利图像处理算法的 CPT。这一经过测试和证明的

技术使您的打印机能够不断监控和评估打印内容和历史记录，自动计算并实时进行所需调整，以确保您的

打印机每一次都生成超高打印质量和理想的图像。此功能在打印机内自动执行，无需操作员监督。

其他控件和优势

Zebra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具有创新设计，并使用优质组件制造。采用严格的规格生产并接受广泛的质

量控制监督，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可为您提供卓越的打印质量。当您选择 Zebra 原厂耗材时，可进一步

确保打印质量和绝佳性能。Zebra 的耗材保证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可帮助您每一项打印作业都实现一致

的效果，并尽量减少打印机磨损。

Zebra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还提供直观的用户界面和工具箱，以便您可微调控件和设置以符合您的应

用。而且，Zebra 证卡打印机因其行业领先的打印速度而闻名。因此，您可快速制作顶级证卡。

最终结果是:  

借助 Zebra ZXP Series 证卡打印机和耗材，您可始终如一地体验到出色的打印质量、极少的操作员监督、

快速的吞吐量和具有专业品质的证卡产品。

部件号：Card-print-quality-wp    02/2017

斑马技术销售支持热线：4009201899 
( 注：如果您是铁通用户，请发邮件至contact.apac@zebra.com咨询 )

了解更多产品和行业应用：www.zeb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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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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