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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异标新 泰和山水

       创造财富 福润家国」



      杭州华大海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和杭州市创新试点企业。
主要从事数码相纸功能材料和水性墨系列的研究开发与生产销售。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公司已拥有
三家全资子公司（润畅数码科技，润意科技和华大海天贸易）和一家控股公司（衢州东大特种纸有限公司），实现产
业链整合和专业运营不同产品。公司总注册资金 1.1 亿元人民币。产品被认定为“杭州市名牌产品”和“浙江省名牌
产品”等荣誉称号，企业被授予杭州市质量强市建设示范单位。

       公司拥有一支以教授、高工和工程师组成结构合理的研究开发队伍，拥有博士和硕士学历的比例高，并与浙江大
学等科研机构长期合作，共同承担国家科技部、浙江省科技厅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公司已拥有 56 项国家专利和一
系列的研究新成果，专利覆盖全部产品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2009 年，通过 SGS 瑞士通标 ISO9001 国际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2013 年 6 月，通过 A 计量体系认证、AA 标准化良好行为确认认证及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认证。

      公司拥有现代化企业管理团队，以确保实现标准化、流程化的高效运作；在热升华转印数码纸、RC 相纸、装饰
纸水性印刷墨、浸胶助剂等方面具有明显技术优势与快速发展动力。

公司简介

HYDROTECH



2001

成立于浙江大学科技园。

2007

正式落户桐庐经济开发区；
评为浙江省科技型企业；
通过瑞士 SGS 公司
ISO9001:2000 认证。

2009

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开发热升华转印数码纸国内第
一条高速生产线，成为杭州市
名牌产品。

一路向前 近二十年推动高品质发展

MILESTONE

拥有专利技术

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 56 项
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43 项
每年新申请专利 8-10 项
专利技术覆盖每种新产品

起草国家与行业标准

主持起草 QB/T 1049-2017
参与起草 GB/T 424/607-2017
                 GB/T 009-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2012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被评为杭州市创新试点企业；
建立浙江省级研发中心。

2015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被评为杭州市专利试点企业。

2018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
产能达到 5.0 亿平方米 / 年，
5000 万平方米 RC 相纸，1.0
万吨水性墨和助剂。

技术领先先进 绿色 环保 可持续

TECHNOLOGY

研发中心建设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杭州市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杭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创新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杭州市创新型试点企业
杭州市质量强市建设示范单位



产品展示 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

PRODUCT

产品特点：打印干燥速度快、转移率高、转色逼真、低卷翘率、
支持大墨量打印。

核心技术：采用新型丙烯酰胺与丙烯酸共聚树脂，控制支链度、
分子量和交联度三要素协同合成；通过对多孔二氧化硅材料表面
与孔道的修饰与改性，有效地调节了亲水与疏水性质，达到最大
容量同时与转印最大转移率；并通过控制多孔结构和多孔空隙大

小分布涂布技术调节吸墨量。

SP 热升华转印纸系列

产品特点：清晰度高、质感强、印刷适应性强、耐光耐热性好，
性价比优，满足高端需求。

核心技术：利用自主开发的连接料树脂，采用高性能有机颜料，
用层层组装技术将分散剂、有机颜料和纳米填料有机组合，使有
机颜料的稳定性和分散性能有效提高。

装饰纸水性印刷墨系列

即干型

快干型 

自粘型 

低温型

超薄型

5000 系列

3000 系列 

珠光系列 

荧光系列

防伪系列



服务体系 提供专业及时全面的解决方案

SERVICE

检测咨询

专业工程师电话、视频和
现场考察诊断；
确认产品或使用问题的关键；
提供全面实施方案和后续评估措施；
解决问题！

产品指标检验核实；
应用过程问题分析咨询；
关键问题的分析与验证；
深入认识产生问题的原因。

对接专业

服务及时

售后电话：18858295088， 
8 小时内及时回复；
售后服务工程师
省内 24 小时到达，
省外 72 小时到达



大墨量打印

杭州华大海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086-571-85192560 / 85192160         传真：0086-571-85195380
邮箱：Sales@haitianchina.com.cn             网址：www.chinahdht.com

快干型

RHT- 6110 / 6109 / 6108 / 6106 / 6104

满足您的三重要求 :  高速打印、快速干燥；大吸墨容量，适合深色图案转印；丰
富的色彩表现。

型号 长度 宽度 卷芯

RHT-6110 100m (328feet)
1118mm (44inch)
1500mm (59inch)
1520mm (60inch)
1600mm (63inch)
1620mm (64inch)

50mm (2inch)
76mm (3inch)

RHT-6109 100m (328feet)

RHT-6108 100m (328feet)

RHT-6106 200m (656feet)

RHT-6104 200m (656feet)

* 其他宽幅、长度、大卷可定做。

型号 克重（g/m2） 干燥速度 转移率 承墨量

RHT-6110 100

RHT-6109 90

RHT-6108 80

RHT-6106 60

RHT-6104 44

* 标识越多，性能越好。
* 建议打印温湿度：25℃，50%RH， 打印前在打印环境中预先平衡 24 小时。

产品规格

产品性能

产品特性

高速打印、快速干燥

高转移率、色密度高

出色的打印细节表现

热升华转印
数码纸

超快打印速度、出墨即干

杭州华大海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086-571-85192560 / 85192160         传真：0086-571-85195380
邮箱：Sales@haitianchina.com.cn             网址：www.chinahdht.com

即干型

X8410 / X8407 / X8405

吸墨容量大、干燥速度快，给您出墨即干的全新体验。

* 其他宽幅、长度、大卷可定做。

* 标识越多，性能越好。
* 建议打印温湿度：25℃，50%RH， 打印前在打印环境中预先平衡 24 小时。

产品规格

产品性能

产品特性

吸墨容量大、平整性好

抗高温卷曲性能好

适应各种应用环境

热升华转印
数码纸

型号 长度 宽度 卷芯

X8410 100m (328feet)

610mm (24inch)
914mm (36inch)

1118mm (44inch)
1520mm (60inch)
1600mm (63inch)

50mm (2inch)
76mm (3inch)

X8407
200m (656feet)

1500mm (59inch)
1520mm (60inch)
1600mm (63inch)
1620mm (64inch)

X8405

型号 克重（g/m2） 干燥速度 转移率 承墨量

X8410 100

X8407 58

X8405 45



与各种弹性面料热粘合、粘性持久稳定

杭州华大海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086-571-85192560 / 85192160         传真：0086-571-85195380
邮箱：Sales@haitianchina.com.cn             网址：www.chinahdht.com

自粘型

H6610 / RHT- 6210

专为弹性面料转印设计，纸张与弹性面料在加热条件下迅速粘合，有效抑制面料
收缩，避免重影，极佳的打印性能和色彩表现。

* 其他宽幅、长度、大卷可定做。

* 标识越多，性能越好。
* 建议打印温湿度：25℃，50%RH， 打印前在打印环境中预先平衡 24 小时。

产品规格

产品性能

产品特性

 不重影、适合各种气候条件

干燥速度快

 转移率高、打印性能好

热升华转印
数码纸

承墨能力强，打印适应性广

杭州华大海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086-571-85192560 / 85192160         传真：0086-571-85195380
邮箱：Sales@haitianchina.com.cn             网址：www.chinahdht.com

超薄型
RHT- 5104

产品性价比高，整体性能令人满意，干燥速度快，特别适合高速打印。

型号 长度 宽度 卷芯

RHT-5104 100m (328feet)

1500mm (59inch)
1520mm (60inch)
1600mm (63inch)
1620mm (64inch)

76mm (3inch)

* 其他宽幅、长度、大卷可定做。

型号 克重（g/m2） 干燥速度 转移率 承墨量

RHT-5104 35

* 标识越多，性能越好。
* 建议打印温湿度：25℃，60%RH， 打印前在打印环境中预先平衡 24 小时。

产品规格

产品性能

产品特性

脱色更快，提高生产效率

转移率高，图像逼真

热升华转印
数码纸

型号 长度 宽度 卷芯

H6610

100m (328feet)

610mm (24inch)
914mm (36inch)

1118mm (44inch)
1520mm (60inch)
1600mm (63inch)

50mm (2inch)
76mm (3inch)

RHT-6210

型号 克重（g/m2） 干燥速度 转移率 承墨量

H6610 100

RHT-6210 100

高清的打印细节表现



适合低温转印：170℃，5min

杭州华大海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086-571-85192560 / 85192160         传真：0086-571-85195380
邮箱：Sales@haitianchina.com.cn             网址：www.chinahdht.com

低温型

RHT- 6310

专为低温转印而设计，可避免织物、塑料制品高温转印的变形和塑化，优异的打
印及转印性能。

型号 长度 宽度 卷芯

RHT-6310 100m (328feet)

1118mm (44inch)
1500mm (59inch)
1520mm (60inch)
1600mm (63inch)
1620mm (64inch)

50mm (2inch)
76mm (3inch)

* 其他宽幅、长度、大卷可定做。

型号 克重（g/m2） 干燥速度 转移率 承墨量

RHT-6310 100

* 标识越多，性能越好。
* 建议打印温湿度：25℃，50%RH， 打印前在打印环境中预先平衡 24 小时。

产品规格

产品性能

产品特性

避免织物、塑料高温变形

转移率高、色密度好

热升华转印
数码纸



插页目录

A3 / A4 平张

INSERT CATALOG

类型 型号 克重 (g/m2) 小卷 大卷

快干型

RHT-6110 100

RHT-6109 90

RHT-6108 80

RHT-6106 60

RHT-6104 44

即干型

X8410 100

X8407 58

X8405 45

自粘型
H6610 100

RHT-6210 100

超薄型 RHT-5104 35

低温型 RHT-6310 100

型号 克重 (g/m2) 类型 张 / 包 包 / 箱 箱 / 托

X8410 100
A3 50 / 100 20 / 10

80
A4 100 / 300 / 500 20 / 8 / 4

RHT-6110 100
A3 50 / 100 20 / 10

80
A4 100 / 300 / 500 20 / 8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