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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我们这一家族企业50余年来秉承的信

念。我们起源于德国奥登瓦尔德地区的一家两人

公司，经过多年发展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每

天，我们有大约900名员工在全世界的15个地方

为我们尽司其职。

我们自1966年研发出首款捆扎机以来，迄今为止

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产品，从普通款打捆机，到专

用款高性能捆扎设备，选型涵盖各类捆扎技术。

除了核心机器制造业务之外，我们还拥有多年的

专业耗材开发经验：PP带也由Mosca生产。 

我们丰富的经验、专业的技术和知识以及对新理

念的开放态度，有助于我们始终提供实际可行的

系统解决方案，从而保持我们的技术领先地位。

然而，我们的创新开发驱动力并没有使我们忘记

作为一家传统家族企业所秉持的初衷和价值观，

而这是我们保持诚信、保证稳定和持续性的基础

信念。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我们捆扎和装载加固行业客户

的最佳合作伙伴。因此，我们与客户之间的合作

不会止步于将我们的任何一台机器投产使用。我

们的安装工程师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可确保我们

的客户在全球范围内随时享受到服务。本宣传手

册将向您展示我们领先技术背后的故事。我们希

望向您证明我们公司及我们的产品值得您投资。 

向您致以诚挚问候

诚信、永恒价值和突破性创新...

首席执行官 Simone Mosca 首席执行官 Timo Mosca

简介

Mosca集团已在亚太地区发展二十余年。Mosca亚洲于1997年在新加坡成立，现在我们的亚洲总部仍

然设在这一城市。从那时起，Mosca进一步扩大发展，陆续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国、泰国和

马来西亚等国建立了办事处。我们的足迹遍布亚太地区，这有利于我们向客户提供最好的销售和售后

服务。

Mosca 亚洲 (泰国)
代表办事处
曼谷
电子邮箱 : thailand@mosca.com
电话  : +66 2069 3188
传真  : +66 2069 3181

Mosca 亚洲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
吉隆坡
电子邮箱 : asiamalaysia@mosca.com
电话  : +60 3 7848 5898
传真  : +60 3 7848 5801

Mosca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代表办事处
雅加达
电子邮箱 : indonesia@mosca.com
电话  : +62 21 2222 2778
传真  : +62 21 2222 2787

墨氏包装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
电子邮箱 : china@mosca.com
电话  : +86 21 37283550
传真  : +86 21 37283551

Mosca 亚洲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
电子邮箱 : asia@mosca.com
电话  : +65 6509 7908
传真  : +65 6636 5711

Mosca 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
布里斯班
电子邮箱 : sales.australia@mosca.com
电话  : +61 7 3266 3005
传真  : +61 7 3266 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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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a卓越捆扎解决方案

质量

可靠性

正常运行时间

• 优质德国制造

• 定制化捆扎解决方案

• 最新技术

• 80%以上的高生产深度

捆扎机械 

• 优质捆扎带

• 区域生产，实现快速响应并节省前置时间

• 合适的PP和PET捆扎带供您使用

• 直接本地支持

• 备件存放在您所在的国家境内

• 全球售后咨询网络

耗材

售后服务

您可以信赖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在Mosca，我们不仅对我们的自有产品负责，

而且还对环境以及我们的客户和员工负责。因为

我们高度重视可持续性，Mosca已推出“内含

GET”优质标志的封条。该封条标签为“内含绿

色节能技术”的缩写形式，用于特指某一类机器

和产品在各种标准与最高效技术和最佳环境价值

的相互作用下可持续运行。此类封条仅适用于具

备以下特定特性的机器：超声波封口技术、取代

气动系统的电气系统，以及无磨损、免维护的传

动装置。 

取代气动系统的电气系统

传统上，气动和液压传动装置的作用是在进行捆

扎操作之前生成挤压托盘或在瓦楞纸板堆垛周

围提供边缘保护所必需的压缩力。然而，这类传

动装置属于极度高能耗装置，这也是Mosca日

益采用电气系统予以替代的原因。因此，捆扎机

在节约资源的同时能够运行得更快、更安全、更 

节能。 

无磨损、免维护的传动装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Mosca一直在捆扎机头中

使用无磨损的直接传动装置。这项技术不仅减少

了对服务密集型机械零部件的需求，而且保证了

机器在最小摩擦力条件下实现静音工作。同时，

机器几乎完全无磨损且免维护，并且其工作效率

高，因此极其节能。 

使用Mosca开发的“内含GET”技术，您将在工

作流程中实现节能，并最终减少对环境产生的 

影响。

绿色节能技术 SoniXs 焊接头

Mosca拥有领先的SoniXs超声焊接专利技术，

在多个方面超越传统的加热焊接工艺：SoniXs接

头采用节能型超声波焊接技术，同时减少了自身

工作时产生的噪音。机械振动力在压力作用下被

传送至打包带末端实现完美焊接。特制超音波熔

接头则确保了焊接操作的绝对强度和一致性。由

于此技术带来的高焊接强度使得用户可以在多种

应用类型中使用更窄、更薄且因此更节约成本的 

捆扎带。 

使用超声波焊接技术不会产生任何烟气或气味，

并且不会因为需要处置的熔化塑料带而产生任何

残留物。因此，SoniXs焊接头所需的清洁时间和

预防性维护量更少，正常运行时间更长。

此外，SoniXs的使用寿命比传统封口机器延长了

50%，但其零部件的成本降低比率高达80%。由

于无需时间进行加热，其另一大优势在于能无需

任何预热时间即可投入使用。超声波焊接头工作

时几乎无磨损，并且非常易于维护。您无需使用

任何工具即可轻松、快速地将其拆除。SoniXs封

头这款产品减少了排放物、工作时的噪音水平、

备件数量以及维护成本，完美体现出Mosca对可

持续性和高效率的专注和重视。

高度焊接稳定性

无磨损

低排放

用户友好型 经济实惠

速度



行业解决方案: 瓦楞纸板

Mosca提供多种针对瓦楞纸板应用的捆扎机解决方案。我们已研发出各种在线捆扎技术来确保各类纸

质产品、硬纸板、折叠盒或类似物品在尽可能完好的状况下到达各自的目的地。硬纸板沿凹槽方向捆

扎，以防止捆扎带损坏纸板结构。我们的多款机器产品可根据个人需求设置捆扎张力，以满足各类不

同的捆紧力需求。我们提供的产品组合包含适用于各种自动化程度水平的解决方案，涵盖范围从单机

ROM，到全自动智能连线机型UATRI-2。

MCB-2 XT

Mosca UATRI-2 XT选型可选装一

个数据接口，能够使自身实现全自

动调整，以适应柔版印刷粘箱机生

产线内的格式变更情况和不同的捆

扎尺寸。这样既提高了自动化水平

又增加了正常运行时间。 

SoniXs TRC-6 Q

RO-M Fusion

UATRI-2 XT

灵活离线捆扎

全自动产品装卸

沿凹槽方向高速捆扎

智能网络通讯



行业解决方案: 家具家电

SoniXs MP-6 T
SoniXs MS-6

SoniXs MS-6 with 
Integrated Conveying 

SoniXs MS-6 KR

最新超声波焊接技术

无需工具即可维护

定制框架尺寸

智能连线机型

捆扎冰箱、电视机或空调机等适合近地面运输的大型笨重产品或物件对包装技术有着很高的要

求。Mosca已研发出首款配备有超声波封头的侧封捆扎机。这项技术的优势在于能够在不同的运输高

度位置装卸尺寸灵活的各种产品，因此适合用于捆扎家具家电产品。此外，使用SoniX专利技术不会

产生任何气味、需要经常清洁的熔合残留物或污染烟气。一旦您设置好机器的上下游输送机部分，其

将开始全自动运行，因此您可以将机器轻松集成到现有的生产线中。 

除了智能连线机型外，Mosca机器

还配有各类智能设备，例如适用于

全自动生产线的全自动双带卷自动

切换功能。这样可以确保Mosca捆

扎系统的停机时间最短，并且运行

时无需人力介入。 



应用解决方案: 物流和物料装卸

在制药、纺织服装制品、化妆品、邮购配送、食品加工或报纸等行业，分发和运输的货物种类多种多

样，并且这些产品的尺寸大不相同。而我们提供的多样化Mosca捆扎机产品组合解决方案则可以满足

您的各种需求。为了满足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严格卫生要求，我们提供不锈钢材质的捆扎机产品。如果

产品在捆扎之前需要进行压缩，如堆叠成一摞的杂志，我们有一系列的Mosca机型可帮助您一次性完

成产品的精准压缩和捆扎操作。

SoniXs MP-6 B

SoniXs MP -6 R-VA

SoniXs TR-6 Base

Mosca不锈钢捆扎机配有防腐

超 声 波 焊 接 头 ， 完 全 适 合 水

洗。其外壳制造标准还遵循 I P 

56防护等级，因此尤其适用于

捆扎含有肉类、海鲜或其他食

品的包装。  

SoniXs TR-6 Pro

RO-M Fusion

灵活的单机

全自动产品捆扎机

水洗不锈钢材质

完全可调，适用于所有产品要求

智能网络通讯



各行各业都极为重视货物在运输期间能够得到可靠加固。如果产品需要特殊装载加固，Mosca可提

供多种完整捆扎系统的产品组合供您选择。这些系统可将货物加固在托盘上，准备进行物流处理。托

盘打包机也可与其他设备组合使用，如拉伸膜缠绕包装机，保护货物免受元件的损坏。随后，托盘将

被自动捆扎并用拉伸膜缠绕包裹好，准备在运输中使用。我们针对您的业务需求，制定合适的解决方

案，并在交付之后对您的员工进行培训，确保您的日常工作中一切运转顺利。 

KZV-111-Combi

Mosca托盘捆扎系统可配有高速

传动装置，实现全自动捆扎速率

高达200个托盘/小时。

LCU

SoniXs MS-6-H

KCK-131 High-Speed

离线捆扎和包裹

全自动垂直加压型捆扎

全自动高速水平式捆扎

定制化顶部和底部边缘保护

应用解决方案: 装载加固



Mosca 亚洲私人有限公司
新加坡
电话  : +65 6509 7908
电子邮箱 : asia@mosca.com

Mosca 亚洲 (泰国)
代表办事处
泰国曼谷
电话 : +66 2069 3188
电子邮箱 : thailand@mosca.com

Mosca 亚洲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
马来西亚吉隆坡
电话  : +60 3 7848 5898
电子邮箱 : asiamalaysia@mosca.com

Mosca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代表办事处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电话  : +62 21 2222 2778
电子邮箱 : indonesia@mosca.com

墨氏包装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
电话 : +86 21 37283550
电子邮箱 : china@mosca.com

Mosca 有限责任公司
Gerd-Mosca-Strasse 1
德国 Waldbrunn D-69429

电话. : +49 6274/932-0
传真 : +49 6274/932-400 118
电子邮箱 : info@mosca.com
网址 : www.mosca.com

Mosca 澳大利亚私人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电话  : +61 7 3266 3005
电子邮箱 : sales.australia@mosc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