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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客户识别重要事物

法国制造商
Evolis是“法国制造”的完美代言：凝聚高品质和灵活
性的卓越特质。

30%
的全球业务活动来自为
客户提供的定制化解

决方案

7 亿
张个性化卡片每年交付

到客户手中
 

8440 
万 

欧元营业额

7
家分支机构分布

在全球各地

400
家经销商遍布
全球 140 个国

家/地区

360
名员工

人员和物品得准确识别开创出无限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让我们去创造一个更安全和开放的
世界

置身其中的每个人得以享受充分的轻松和和谐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我们设计和制造卡片识别
个性化解决方案

不断发展前行，精进产品和技术，奠定了我们
在行业内的领导地位

为更自由和高效地识别人员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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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所有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研发团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
案，以满足不同行业对证卡的需求，

• 政府
身份证、医保卡、驾驶执照等

• 教育
多用途学生证和学生卡(一卡通)

• 金融行业
银行卡

• 企业
员工卡、访客卡

• 健康医疗
医护工作人员证卡、就医卡

• 交通
交通卡

• 零售
会员卡、礼品卡、价格标签

• 酒店与休闲
自助餐标签、主题公园通行证、房卡

轻松识别重要的人员和资产。

凭借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易操作性和精良品质，Evolis已经奠定
了我们在个性化制卡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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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个性化制卡过程所需的个人数据始终由您掌控，不曾离开您的
计算机系统。

经济实惠
相较于外包打印，我们的解决方案可节省大笔开支（无最低起
印量，无配送费等）。

因此，打印设备可以快速收回成本。

品牌形象
这项服务在新持卡人中反响很不错：立等可取，紧急情况下可
快速补卡（如遇卡片遗失、被盗等），成品质量精美。 

快速响应 
立等可取：根据持卡人需求立即打印卡片并发放。

灵活性
按需提供解决方案
您是否还需要更多的卡片设计？
对卡片添加新的信息？只打印一张卡？
或者需要批量打印大量卡片？
这些需求我们都可以轻松满足。

您的卡片，立等可取

即时发卡服务：现场进行个性化设计和打印卡片。

让生活和工
作更简单。

即时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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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编码写入接触式或非接
触式芯片或磁条中。

编码 

使用特殊覆膜和全息图，保护用卡
安全。

安全防伪 

为卡片覆保护膜，延长使
用寿命。

耐用性 

打造专属的个性化卡片，从本地数据库（照
片、姓名和日期等）提取信息，单张或批量打
印。

个人数据 

准确捕捉并实现您的设计诉求（诸
如彩色/单色打印、单/双面打印、
打印文字、照片、徽标和二维码
等）。

设计

开启个性化定制的无限可能

我们的解决方案集成多种技术。
实现从零定制一张完全符合您需求的卡片。 

整个过程只需几秒即可完成。

完美结合多种个性化选项。

 

图像和电子化信息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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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案的独特之处？
卡片的个性化程度、打印量以及卡片使用寿命。

要明确您的需求，需要搞清三个问题：

卡片上要添加哪些个性化元素？
每年大概打印多少张卡？
每张卡计划使用多长时间？

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
易于安装和使用以及可扩展性。

多种解决方案任您选择，怎么选都不会出错。我们的打印机可
集成各种IT系统，操作简单。

您的卡片需要具备超强的安全性吗？
您的发卡数量非常大吗？
或具备某种新功能？我们的解决方案提供各种现场直接安装使
用的选项，可灵活满足您的需求。

这一可扩展性保证您的Evolis解决方案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个性化制卡只需几秒即可完成

我们提供广泛多样的卡片打印机系列，无论是简单的打印还是复
杂的发卡需求，全面满足用户需要。

多用途专业卡片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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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KIO 
适用于零售业以及酒店和餐饮业 

专为特定标签需求设计的解决方案，包含： 
 

•  软件+价格标签和自助餐餐牌模板。 

•  易于清洁的黑色卡片，尤为适用于食品行
业，附赠白色打印色带。以及多种类型的
卡片和色带可选。 

•  一系列可选配件，用于打造清晰美观的标
签展示布局。 

BADGY 
适用于所有中小型企业

它提供一系列多用途解决方案，只需简单几
步，即可打印出您所需的所有卡片：

•  广泛多样的模板选项，包含卡片设计软件
和在线模板库 

•  实现多种应用可能： 
员工卡、学生卡、会员卡、积分卡等。

操作性强的实用性
解决方案。 
 

所有耗材和配件一应俱全！

根据多年深耕证卡领域的经验，我们发现不少专业人士会使用业
余方法来制作证卡和标签，主要是因为缺乏可行且实用的替代解
决方案。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以一种简单又专业的方法制作证卡和标
签， 
因此我们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诞生了。

一站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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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专业团队由售前工程师、项目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他们悉心服务于我们的全球客户，设法推动所有必需的改进，专
注于实现项目的成功： 
 
• 硬件调整和改进

• 信息读写需求

• 固件工具

• 软件工具和集成

• 耗材

除了开发标准产品之外，我们会依据客户提供的特殊需求，提
供量身定制的项目设计方案。
 

凭借这种开创的精神，我们的团队不断创新，迄今成功交付多
个定制化开发项目。
不忘初心，锐意进取。Evolis不断精进技术和商业实力的结
合，将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们全球营业额的 
30% 来自于定制化
项目的收益。

Evolis兼具初创公司的敏捷性和国际集团的综合实力

快速响应能力，随时准备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 这正是我们专业团队承接定
制设计项目的实力优势。

定制化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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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家全球金融机构选择

与我们合作

50
个国家/地区业

务全覆盖

+90 000
台打印机成功交付

为了践行这一使命，我们与全球金融业即时发卡领域
的系统集成商、软件开发商和卡片制造商等展开了广
泛的合作。Evolis卡片打印机成为了银行分行装机应
用数量最多的品牌。

这体现且巩固了我们的市场领导者地位。

帮助银行客户应对即时印发银行卡的
业务挑战 

凭借在金融专业的技能专长，我们向银行客户推出一系列发卡
解决方案，充分满足这一市场的特殊需求。迄今为止，我们成
功实施了多个银行卡即时发卡项目。

Evolis卡片打印机提供快速的响应速度和优质的个性化发卡服
务，满足银行在最短时间即时发卡到用户的需求。

银行发卡解决方案系列
完美契合市场需求。

专业银行业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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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lis Premium Suite：该软件套件可用于轻松管理和设置Evolis
打印机。 

•  个性化制卡软件：面向全球所有市场推出。 

•  业务软件系列：设计旨在制作个性化卡片和标签。

•  软件开发套件 (SDK)：适合开发人员和集成商使用的实用工具。

Evolis软件解决方案涵盖打印机管
理到卡片个性化打印等实用功能，
尽可能达到最佳使用条件。 

用户体验优先

Evolis团队自主开发软件解决方案，确保让您从我们的产品中受
益。

Evolis软件解决方案尤为注重用户体验，旨在促进我们的产品与
所有IT系统的集成。

换言之，它可以完美结合我们客户现有的应用程序，帮助创建直
观、优化的工作环境。

软件解决方案

为了打造品质至上的客户体验，这些终端可以提供各类卡片的
印发服务。

这正是Evolis的优势所在：我们提供一系列针对各类制卡需求
的专用解决方案，主要依据客户对卡片要求的自主性、集成限
制和个性化程度进行灵活调整。

支持7x24小时全天候服务

越来越多的行业认识到自助服务终端的优势和发展前途。 
自助服务终端作为与消费者的实际接触点，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服
务质量，促进运营支出合理化。

适用于自助终端的多用途卡片打印机

1918



我们格外注重配件的材质。这确保
我们在编码卡片数据安全、卫生和
环保等方面达到最高标准。

选择Evolis High Trust® 标签的产品，保证您的Evolis
打印机具备上乘的打印质量和最佳使用寿命。

小配件，大魅力
选择合适的配件，为您的卡片增添点睛的美感，也满足额外的功
能需求：

•  使用硬卡套、封套、挂绳、易拉扣、伸缩线来保护卡片，便于
日常使用。 

•  提升卡片在应用场景中的陈列美感：使用展示架、标签架、食
品行业特别适用的标签用大头钉等。

配件 

安全
对您的卡片应用不同等级的安全保护。

保养
定期使用清洁套件，做好打印机的保养工
作，可帮助优化其性能。

设计 
缤纷多样的卡片格式和颜色、彩色打印...优
势不胜枚举，远远超乎您的想象！ 

保护
使用专用色带，增加卡片的耐用性。

个性化设计、保护、安全

这是Evolis High Trust® 耗材所具备的三大基础功能。
我们的一整套耗材包含 150 多种卡片、色带和清洁套件产品，为
您的发卡需求提供了无限可能。

色带、卡片和清洁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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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流程手续要求使用手写签名，
例如，签署合同或银行卡业务处理
等。

Evolis 电子签名板安全又好用。它加持各种平板电脑技术，结
合多款软件解决方案，有利于电子签名过程的顺利完成，同时
保障操作安全。 
 
其显著特点在于：

• 高清捕捉签名和相关的生物识别数据 

•  采用高级加密技术，确保数据安全传输到电脑 

•  签署文件生命周期流程的自动化执行：分发、存储和归档。

当手写签名迈入数字时代

手写签名作为签名者身份的象征，如今在企业中的应用依然很广
泛。对文档选用电子签名，将手写签名的真实性和安全性与全数
字化流程的便捷性完美结合。 

电子签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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