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喷墨打印热转印纸  

桌面型喷墨打印机(普通墨水)打印，然后

用烫画机或家用电熨斗热转印到全棉、涤

棉混纺布料或衣服上面。 

 

• 喷墨打印热转印纸（电熨斗专用） 

蜡笔、油彩笔、马克笔图画或桌面型喷墨

打印机(普通墨水)打印，然后用电熨斗热

转印到全棉、涤棉混纺布料或衣服上面。 

 

• 精细切割的喷墨打印热转印纸  

桌面型喷墨打印机(普通墨水)打印，然后

用桌面型切割机切割。 

 

• 精细切割的卷装喷墨热转印纸 
大幅面的喷墨打印机(普通墨水)打印，然

后用大幅面的切割机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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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墨打印热转印纸  

桌面型喷墨打印机(普通墨水)打印，然后用烫画机或家用电熨斗热转印到全棉、涤棉混纺布料或衣服上面。 

型号 产品名称 主要特点 适用墨水 规格  

HT-150  浅色喷墨热转印纸 冷撕/热撕，冷撕亮面，热撕哑面 普通的染料

墨水, 颜料

墨水及升华

墨水。 

A4、A3 

A(letter)、

B(ledger)-20 

张 或 

100 张/包 

更多 

HT-150R 浅色喷墨热转印纸 热撕，哑光的表面，手感好 更多 

HT-150P 浅色喷墨热转印纸 热撕，哑光的表面，手感好 更多 

HT-150E 浅色喷墨热转印纸 冷撕/热撕，冷撕亮面，热撕哑面，弹

性好 

更多 

HT-150GL 浅色闪银喷墨热转

印纸 

冷撕/热撕，冷撕亮面，热撕哑面，弹

性好，闪银效果。 

更多 

 

型号 产品名称 主要特点 适用墨水 规格  

HTW- 300 深色喷墨热转印纸 深/浅色布料，弹性好，手感柔软 普通的染料

墨水, 颜料

墨水及升华

墨水。 

A4、A3 

A(letter)、

B(ledger)-20 

张 或 

100 张/包 

更多 

HTS-300 银色喷墨热转印纸 银色金属质感，弹性好，手感柔软 更多 

HTGD-300 夜光喷墨热转印纸 自发光，持续时间长 更多 

HTS-300GL 闪银喷墨热转印纸 闪银效果，金属质感,手感柔软 更多 

HTF-300-

Subli-Flock 

植绒升华喷墨热转 

印纸 

绒面柔和光泽，适合制作 Logo 标识 升华墨水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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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熨斗专用热转印纸   

用蜡笔、油彩笔、荧光笔绘制图案，及普通墨水的桌面型喷墨打印机打印图案。 

型号 产品名称 主要特点 适用墨水及画笔 规格  

HT-150 EX 浅色热转印纸 家用电熨斗热转印， 

冷/热撕，冷撕亮面，热

撕哑面，弹性好，手感

柔软。 

普通的染料墨水, 颜料

墨水。或 蜡笔、油彩

笔、荧光笔等 

A4、A3 

A(letter)、

B(ledger)-20 张 

或 

100 张/包 

更多 

 

型号 产品名称 主要特点 适用墨水及画笔 规格 型号 

HTW- 300 EX 深色热转印纸 家用电熨斗热转印， 

深/浅色布料，弹性好，

手感柔软 

普通的染料墨水, 颜料

墨水。或 蜡笔、油彩

笔、荧光笔等 

A4、A3 

A(letter)、

B(ledger)-20 

张 或 

100 张/包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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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切割平张热转印纸  

此产品专为桌面型精细切割开发生产的，因此特别适合先用普通墨水的喷墨打印机打印图案，然后用桌面型切割机如： 

Silhouette CAMEO, Panda Mini cutter, GCC i-Craft, Circut 等，制作个性化的精美 T 恤。特别适合家庭用户、门店、 

中小学校的个性化创作与经营。 

型号 产品名称 主要特点 适用墨水及画笔 规格  

HTW- 300 R 深色热转印纸 烫画机热转印，精细切割 

深/浅色布料，弹性好，手

感柔软。耐水洗优良。 

普通的染料墨水, 

颜料墨水及升华

墨水。 

A4、A3、

A(letter)、

B(ledger)-20 张  

或 100 张/包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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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切割卷装热转印纸  

此产品专为卷对卷精细切割开发生产的，因此特别适合先用大幅面普通墨水的喷墨打印机打印图案，然后用卷对卷切割机

如： Roland GS24, Mimaki CG-60, Graphtec CE 等，制作个性化的精美 T 恤。特别适合门店、工作室及中小学校的个性化

创作与经营。 

型号 产品名称 主要特点 适用墨水 规格  

HTW- 300 P 深色热转印纸 可热转印深/浅色布料, 棉

帆布, 木板，人造革等 

 

普通的染料墨水, 

颜料墨水及升华

墨水。 

42cm X 30 M, 

60cm X 30M/卷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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