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捆住未来



总裁的问候 ,

Jose Saizar 先生拥有 40 年的钢铁行业从业经验，确保了
他领导专家团队达成远大目标的能力。

在 2002 年，仔细研究了市场需求之后，我们意识到所有
的主流自动打捆机品牌产品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在
售后技术服务等方面，在我的意识里，这很重要，因为这
能用户增添价值。

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设计，制造以及推广冶金行业自动
打捆生产线以及钢带和塑料带自动打捆机。用于创新，开
创新品，以更好的服务用户。

在国际巨头占领的市场里，saizar打捆机提供了一种与竞
争者不同的选择，我们提供了创新性的产品，质量顶尖，
并取得了国际专利。

我们致力于奋斗进取，成为全球化的公司，并继续以最优
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

此致。

JOSE SAIZAR
总裁
SAIZAR 打捆机

1992 - Jose Saizar 创立了saizar公司，主要从事维修，装配和生产冶
金行业机械设备。

1995 - 公司扩大了位于西班牙 belauntza 的厂房，扩充了人员。

1999 - 公司中标了一家名为 monnaie de paris 的造币厂的搬迁合同。

2000 - Saizar 进行了从 monnaie de paris 公司搬迁的所有设备
的安装与调试，建设了 laminados de aretxabaleta （位于西班牙 
aretxabaleta 的一家轧材厂） 

2000 - Saizar 为 laminados de aretxabaleta 制造了铜板生产准备设
备。 

2002 - 公司更名为Saizar SL

2004 - Saizar 的主要目标提升为生产我们自由的产品，当我们研究钢
铁生产线自动打捆设备的问题时，Saizar 决定生产自己品牌的自动打
捆机。

2005 - 申请了第一个国际专利，即 casa-32 打捆头。

2007 - 申请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国际专利，主要是关于casa打捆头及打
捆机，包括了自动添加吊环功能。 

2008 - 申请了第四个国际专利，关于方垛打捆。  

2009 -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Saizar 专注于产品的创新项目

-  Saizar 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使用 32mm 塑料带的自动打
捆机。

-  Saizar 也是第一个能够制造既能使用钢带又能使用塑料带的 
32mm 规格打捆机的公司。

-  公司也在这一年确定了国际化的策略，并取得了一些国外项
目。

2010 - 取得了第五个国际专利，关于 casp-32 打捆头。 

2010 - 开始专注于完整的自动打捆生产线。

2014 - 现有厂房的扩张，增加了办公面积。

2015 - 达到了自动打捆机销售数量 100 台的目标。

2018 - 开始扩大车间，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市场需求。

历史

总裁致辞

专利
不同的打捆头和自动打捆机



业务范围

Saizar 打捆机是一家专注于为冶金行业提供各种自动打捆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设计和生产各种解决方案，回应用
户需求，顺应客户工厂环境，开拓各种潜力，争取最优方案，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满足客户需求的方案。 

除了冶金行业，我们还为农业，伐木行业，建材行业等提供解决方案。 Saizar 独一无二的能力使我们成为客户的最
优选择。  

Saizar 的业务范围
- 设计，生产和销售自动打捆机／自动打捆线
- 设计，生产和销售钢带和塑料带打捆机
- 设计，生产和销售钢带和塑料带打捆头
- 技术咨询，售后服务和备件供应

任务和价值观

任务
和

价值观

克服困难，达成新目标

团队合作

价格低廉

可靠至上

竞争优势

客户服务

安全合规

勇于创新



Saizar 打捆头

带咬扣爪
CASA16-19/25-32

带免扣咬爪
CASA16-19/25-32

带摩擦焊咬爪
CASP16-19/25-32

Saizar 也提供混合型打包头，可以同时使用不同宽度的打包带，适用于不同的耗材，以满足不同的客户的不同
需求。同时 Saizar 生产的打包头是智能的，因为他们随时跟踪打包带的位置并尝试解决自动送带和抽带过程
中的潜在问题。

Saizar 打捆头可以使用钢带或者塑料打捆带。 Saizar 生产两种可以用于塑料带的打捆头以及两种可以使用钢
带的打捆头。所有打捆头都可用于任何的原型，方形，六角形打捆或者其他形状。

免扣打捆，可以提供三个或者五
个咬扣，同向或者反向。

tig焊接打捆，可以提供一至
四个焊点

不同的打捆形式

摩擦焊接打捆使用打包扣打捆

技术参数 CASA 16-19 CASA 25-32 CASP 16-19 CASP 25-32
□ 长度 700mm 700mm 750mm 750mm
□ 宽度 700mm 700mm 750mm 750mm
□ 高度 850mm 850mm 850mm 850mm
□ 打包带宽 16-19mm 25-32mm 16-19mm 23-32mm
□ 打包带厚 0.6-1.00mm 0.8-1.20mm 0.6-1.52mm 0.8-1.52mm
□ 打包带材质 Steel Steel Polyester (PET) Polyester (PET)
□ 打包类型 免扣，tig焊接，打包扣 免扣，tig焊接，打包扣 摩擦焊 摩擦焊
□ 打包强度 80%-90% 断裂强度 80%-90% 断裂强度 80% 断裂强度 80% 断裂强度
□ 送带抽带速度 1.5 m/s 1.5 m/s 1.5 m/s 1.5 m/s
□ 最大拉紧力 7000N-16000N 7000N-20000N 4500N-5000N 5500N-6000N
□ 驱动。 液压 液压 电动-气动 电动-气动
□ 打捆头重量 230Kg 240Kg 200Kg 210Kg



盘圆自动解决方案

特色
•  盘圆自动打捆线由以下部分组成，输送辊道，旋转台面，对中系统，打捆台面带旋转系统，自动压紧机，自

动打捆机（使用钢带或者塑料带），卸卷系统， 托盘收集系统，称重系统，自动绕膜系统，贴标系统等。  

• 这是盘圆自动包装系统适用的产品规格

最小 最大
外径 500 1000
内径 300 700
宽度（压紧后） 300 900



特色
• 盘圆自动打捆线由以下部分组成，输送辊道，打捆台带旋转系统，自动压紧机，自动打捆机（使用钢带或者塑料
带）， 称重系统，自动绕膜系统，贴标系统等。

• 自动打捆机除了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吊环，纸板防护，金属／塑料标签等。

•  自动打捆线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盘圆自动解决方案



特色
• 盘圆自动打捆线由以下部分组成，输送辊道，打捆台带旋转系统，自动压紧机，自动打捆机（使用钢带或者
塑料带）， 称重系统，自动绕膜系统，贴标系统等。
• 除了自动打捆机，还可以提供其他设备，比如卷芯架位移系统，打捆台带旋转系统，卷芯架收集系统等。
• 自动打捆机除了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吊环，纸板防护，金属／塑料标签等。
• 自动打捆线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盘圆自动解决方案



特色
•  这些自动打捆机设计用于在同一个位置实现周向和径向打捆。这些打捆机可以在钢卷眼向与运输方向平行或者

垂直，甚至眼向垂直于水平时进行工作。

•  自动打捆机在进行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锁扣保护，包角防护，金属和塑料标牌，粘贴标签，外周防护等。

•  除了提供自动打捆机之外，我们还提供钢卷位移系统（步进梁，托盘等），转盘，转向系统，支撑，绕膜机，
托盘输送机等。

•  自动打捆线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卷板径向／周向自动打捆机



特色
• 这些自动打捆机设计用于在同一个位置实现周向和径向打捆。这些打捆机可以在钢卷眼向与运输方向平行或者垂
直，甚至眼向垂直于水平时进行工作。
• 自动打捆机在进行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锁扣保护，包角防护，金属和塑料标牌，粘贴标签，外周防护等。
• 除了提供自动打捆机之外，我们还提供钢卷位移系统（步进梁，托盘等），转盘，转向系统，支撑，绕膜机，托盘
输送机等。
• 自动打捆线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卷板径向／周向自动打捆机



特色
• 自动打捆机可以设计成打捆机固定，钢管移动，或者钢管固定，打捆机移动的不同形式。
• 打捆机移动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地面的辊轮，通过钢管一侧的支撑或者通过钢管上面的支撑。
• 自动打捆机在进行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锁扣保护，包角防护，金属和塑料标牌，粘贴标签，纸板等。
• 除了自动打捆机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成型系统，辊道，链条输送，绕膜机，称重系统，贴标系统等。
• 自动打捆机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钢管行业自动解决方案



棒材自动解决方案

•  自动打捆机可以设计成打捆机固定，棒材移动，或者棒材固定，打捆机移动的不同形式。  

•  打捆机移动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地面的辊轮，通过钢管一侧的支撑或者通过钢管上面的支撑。

•  自动打捆机在进行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锁扣保护，包角防护，金属和塑料标牌，粘贴标签，纸板等。

• 除了自动打捆机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成型系统，辊道，链条输送，绕膜机，称重系统，贴标系统等。

•  自动打捆机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型材自动解决方案

特色
•  自动打捆机可以设计成打捆机固定，型材移动，或者型材固定，打捆机移动的不同形式。

•  打捆机移动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通过地面的辊轮，通过钢管一侧的支撑或者通过钢管上面的支撑。

•  自动打捆机在进行打捆之外，还可以提供锁扣保护，包角防护，金属和塑料标牌，粘贴标签，纸板等。 

•  除了自动打捆机之外，我们还可以提供成型系统，辊道，链条输送，绕膜机，称重系统，贴标系统等。

• 自动打捆机可以适用于任何产品尺寸，进行定制设计。



其他解决方案

•  saizar可以提供不同产品（丝网，螺纹钢）的打捆方案，以及不同行业（大理石，建材，木材等）的解决方案。   

•  除了自动打捆系统外，saizar还可以提供半自动打捆机，送带和抽带自动完成，打捆手动完成。可以根据客户要
求，位置固定或者直线移动。



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全球化的公司，为全世界提供我们的设备和服务，并称为行业的标杆。

我们有很好的专家团队，善于进行市场调研。他们工作努力，与市场部门并肩作战，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本色和
我们的能力。

我们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并知道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不知疲倦，集中精力，顺应市场才能满足客户需求。

saizar的哲学是建立一个团队，包括saizar的各领域专家，国际上的合作伙伴等，以便为用户提供高效和可靠
的服务。

为达成这样的目标，saizar每年都参加世界上的重要展会，包括杜塞尔多夫线材和钢管展，汉诺威euroblech，
伊斯坦布尔ankiros等。

为了尽量靠近客户，我们愿意为了研究客户需求而拜访客户，分析情况，给客户做演示，而毫无任何保留。

saizar开始在全世界各个竞争性市场进行扩张。

寻找新市场



saizar团队与泰国客户一起完成自动打捆机设备安装

客户分布



Pol. BEOTIBAR • 20491 BELAUNTZA
(Guipúzcoa) SPAIN

Tel.: +34 943 67 50 68
Fax: +34 943 67 56 40

e-mail: info@saizarsl.com

 www.saizarsl.com

SAIZAR IN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