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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塑胶包装 

收纳专家和 
防护专家



高度契合
无论您有任何包装、收纳或安全运输要求，我
们都能提供合适的包装解决方案。我们的包装
箱产品，品种繁、尺寸多、型号全。

防护性包装先锋
防护工具包装领域，玫瑰塑胶是全球知名的
行业先驱者。 
众多的“行业第一”和超过65年的服务经
验，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切削工具包
装品牌。 不折不扣的品质和可靠性为行业众
客户所认可。 

可信赖的防护包装、耐用性、易于操作、毫不妥协的品质标
准——这是玫瑰塑胶所有产品不变的宗旨。玫瑰塑胶数十年来
在塑料包装方案的开发和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凭借着4,000多种不同的塑胶包装解决方案和实例，我们成为了
业内的全球领军人物。通过我们广阔的包含各类包装管、包装
盒、包装箱及运输和收纳系统的产品库，我们确保为您产品提
供卓越的保护。

塑料包装箱

由防护包装先锋为 
您呈现

包装管 包装盒 包装箱 工具盒 运输和收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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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种类

全球子公司

年产百万件

全球客户

全球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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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拥有ErgoLine系列玫瑰包装箱，一切迎刃而
解。 其现代化的设计提供了优越的辨识度，实用性强，适用于多种解
决方案。我们可以根据您的具体要求定制包装箱：多种颜色、多种定制
化设计以及应用广泛的泡棉内衬可供选择。从现在开始，您的精密仪器、
专业工具、诊断设备或产品样品都有了合适的新家。

玫瑰包装箱 ErgoLine系列

我们的潮流引领者

 
多彩的外观设计

外壳光滑，可印刷、
镭射或贴标

柔软触感

匹配的泡棉内衬提供柔软的
缓冲作用

外刚内柔

易于握持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
提手，还有“柔软触
感”版本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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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产品需要安全稳定的包装方案。我们的设计师在开发坚固结实的
实用包装箱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ProTec系列包装箱可用于各种产品。
定制泡棉内衬可牢固地固定您的工具、钻头和电子设备。 向客户交付
产品时，使用泡棉内衬的确能为您的产品带来最佳外观，也可为您的销
售团队提供更好的展示效果！

玫瑰包装箱 ProTec系列

我们的技术专家 

透明可见 

不用打开就能看到透明外
壳里的东西

低矮卡槽

集成堆叠功能节省了存
储空间

每件物品都井然有序

专业锁扣

坚固的封闭装置确保易
于打开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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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包装箱 ProSecure系列

安全
防水防震

防尘

我们的高安全区域 

  
防护布局 

配置和定制泡棉内衬

安全最大化

挂锁孔眼增强安全性

安全专家

登山者、深海潜水者、不同行业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需要安全储存和
收纳他们的设备，可随时随地投入工作。

在所有环境中都可安全地保护设备就变得至关重要。而玫瑰包装箱Pro-
Secure系列产品无惧挑战！在极端情况下依然提供专业保护，优越防护
性能来自坚固的外箱和IP67级别的密封组件。同时，还有自动卸压阀和
双掷闩锁，在恶劣的条件下也能轻松开启。

密封

IP67认证，防尘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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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

RCB系列壳体特别深，适用于
较大内容物。

双倍安全

双层外壳，提供额外的保护。 

我们的玫瑰包装箱RCB系列和RCS系列可用于有个性化需求的产品包
装。这两个系列都充分利用它们的尺寸，堪称空间奇迹。利用泡棉内
衬可最大程度地提升保护和展示效果而不影响空间的使用。如果您需
要特制产品，请与我们联系！ 

玫瑰包装箱  RCB系列和RCS系列 

我们的空间奇迹
空间节约大师

节省空间

可折叠把手有助于节省
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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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搭配

采用深冲嵌件，包装盒可
以满足您的各种需求

这款包装盒可用于收纳各种小零件，并采用了高透明度的盒盖，有助于
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工具。这款收纳箱，是您存放和携带螺钉或钻头、固
定装置、定位销和其他小零件的理想选择。 利用匹配的吸塑泡壳或者泡
棉内衬以及各种颜色组合、印刷和标签方案，可为您提供个性化的包装
盒设计。您还需要其他什么？ 

玫瑰包装盒RoseCassette 

我们的夺目焦点

如玻璃般清晰可见

高度透明的盒盖让您视
线通透

高透明展示箱

通用、 
轻便、牢固

精准收纳

螺钉、榫钉、垫圈、螺母，每件
物品都各就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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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泡棉定制化方案

您选择了完美的包装方案。 那么泡棉内衬的使用可为您的产品包装锦上添
花。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保护性泡棉内衬，能提供额外的保护。从物美价廉
的标准库存样式到专门定制的泡棉方案，以毫米级精度和技术为您量身打
造。 可选择PE和EVA，PU等材料的泡棉和多种颜色。 如果这些还是不够，
我们很乐意满足您的任何特殊要求。 

泡棉定制， 
让想法变成现实

形状多样

泡棉有各种各样的形
状，包括圆形

实用、 
安全又 
高效

面面俱到 

我们可为几乎所有的产品
提供解决方案，并有许多
现货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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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颜色 生产

聚乙烯（PE）泡棉
聚乙烯（PE）泡棉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完全挤压成型、耐用的材料，物
化性能独特，外观漂亮。 轻质独立气泡结构带来卓越的缓冲效果，可抵
御反复冲击，性能还可定制。它易于制造，成本效益高，适合广泛应用。
聚乙烯泡棉通常用于标准包装、缓冲、阻隔、支撑或表面保护。

完美的外观
众所周知，第一印象是关键。 为
了给人留下长久的积极印象，您应
该好好想想泡棉用什么颜色。为了
帮助您做到这一点，我们提供全面
的调色板选项，以配合您的企业形
象设计。

CAD/CAM设计  
专业的设计团队加上数十年的丰富
经验——完美的组合。 我们可在
您所需的泡棉定制方案的开发和实
施过程中为您提供熟练和个性化的
支持。 为此，我们使用了最新的先
进AUTOCAD和CNC软件包，所以
从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您项目的构思
和实施，您便可以放心地依赖我们
的服务。 

聚氨酯（PU）泡棉
与聚乙烯泡棉相比，聚氨酯（PUR）泡棉是一种质轻、价廉和耐用的泡
棉，用途多样。聚氨酯泡棉的实际应用案例包括卷积式（鸡蛋泡沫盒）泡
棉、垫片、过滤器、海绵和减音材料（隔音泡棉）等。聚氨酯泡棉清洁、
防磨损、强固、耐用，非常适合产品的舒适缓冲、展示和包装。

制造
CNC多头/轴加工、模压和水射流
切割：复杂
的形状、不同的深度、凹陷的把
手和各种尺寸——这些都不成问
题。我们  
采用最新的技术，能够提供真正专
业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以毫米级精度标准
满足您的产品规格要求。  

激光镌刻
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使用最新的激
光镌刻技术，我们能够确保您的项
目始终保持“品牌化”。 
激光刻刀精准无比，不管字体和标
志设计有多复杂，都能轻松应对，
使您的产品独具竞争优势。

量身定制的泡棉内衬

泡棉定制方案，您值得且可以拥有！

七个步骤便可获得专属泡棉定制方案，
简便易行：
1. 咨询
2. 报价
3. 测量
4. 设计
5. 核准
6. 制造
7. 交付

双重保护
众所周知，双重保护效果更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泡棉内衬
可确保您放置在我们包装中的产品的安全，并且为精密部件提供最大限度
的保护， 尤其适用于航空航天、航海、国防、可再生能源、音频、医疗营
销等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包装箱中储存和运输产品的领域，保护高精度的仪
器设备和部件。

泡棉内衬究竟是什么？有哪些材质和设计的可能？ 
在此处获取更多信息。

联系我们
如果您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或设计创意，我们随时可以回答您的任何疑问。
或者，如果您准备好开始使用我们的服务，请联系我们免费咨询。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VA）泡棉
EVA泡棉是一种特定的交叉连结闭孔式聚乙烯泡棉，是一种新型的环保材
料。具有良好的缓冲、抗震、隔热、防潮、抗化学腐蚀等特点。其防震性
能优于聚苯乙烯（泡沫）等传统包装材料，且符合环保要求，也因这些性
能被广泛的用于工业和制造内衬展示中。

Chinesisch: Ohne Far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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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选择

我们也能
在Bio-PE

材料上印刻

我们的印刷和美化服务

所以，是时候脱颖而出了。让我们帮您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吧。 包装
是您产品的关键部分，也是您的品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新颖的包
装印刷能够明显提升包装档次。换句话说：好的品牌设计并非从产品开
始，而是从包装下手。我们直接为您的包装提供印刷服务，为您大大节
省时间和成本。色彩齐全，匹配您的企业形象设计策略，帮助您在竞争
中脱颖而出。 

因为持久  所以深刻 

持久印刻的部分示例：
 
 − 公司徽标或产品品牌

 −  标语或其他简短文本

 − 产品信息

 − 企业信息

 − 图纸、插图、标识 

 − 主题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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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到可持续发展时，玫瑰塑胶同时在朝着几个方向发展。无论是
通过巧妙的产品设计还是高效的流程，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我们
谨慎地使用能源和原材料。在我们所有的项目中，我们为自己设定
长期目标，放弃短期成功。

循环思维
玫瑰塑胶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使用消费品回收物（PCR）。回收利
用的是来自私人家庭的塑料垃圾。如果处理得当，塑料垃圾就会转
化为新的有价值的资源。这些反过来又被用来生产我们的包装。当
然，经过测试我们用PCR制作的产品和用原始材料制作的产品一样
质量稳定，性能优异。

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项目吗?你想知道我们玫瑰塑胶是如何践
行环保理念的吗? 我们将向您推荐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手册。在这里
你会发现所有的事实都被清晰而简洁地总结了下来。

可持续性

多条路 -  一个目标

我们为再生塑料注入了
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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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在您身旁 

遍布全球各处
我们在全球有10个网点，拥有大约800名员工，始终贴近客
户，满足客户需求。

为了实现短距离、可靠的物流和可持续的贴心服务，我们在
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的生产基地和子公司可保证产
品供应范围覆盖全球每个角落。 
 

凭借我们高效的生产能力和便捷的物流体系，我们自然可快
速可靠地为客户提供小批量产品。 此外，我们还可及时处理
工艺和品质要求高的大批量订单。

我们的全部产品系列 
我们的全部产品系列包含了大约4000多
种不同的包装解决方案，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se-plastic.cn
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查看我们的产品目
录（PDF格式 ）：

全球分布

德国

rose plastic AG 

Rupolzer Straße 53

88138 Hergensweiler/Lindau

电话： +49  83 88  9200-0

info@rose-plastic.de

巴西

rose plastic Brasil  
Embalagens Plásticas Ltda. 

Av. Garabed Gananiam 514, Jardim Topázio

CEP 18087-340 Sorocaba SP

电话： +55 15 3238 1900

info@rose-plastic.com.br

法国

rose plastic France S.A.R.L. 

Parc d'Activités du Rotey

73460 Notre Dame des Millières

电话： +33 479 3848 01

info@rose-plastic.fr

波兰

Leniar International Sp. z o.o. Sp.K. 

Ul.Szlak 67

31-153 Kraków

电话： +48 12 6331 670

info.pl@rose-plastic.com

韩国

rose plastic Korea Co., Ltd. 

Bucheon Techno Park 402-B01, B02,  

Pyung-Cheon Ro 655, Won-mi-gu,  

Bucheon City, Gyung-gi-do, ROK 14502

电话： +82 32 324-8332

info@rose-plastic.kr

美国

rose plastic USA, L.L.L.P. 

P.O. Box 698

California, PA 15419-0698

电话： +1 724 938 8530

info@rose-plastic.us

印度

rose plastic India Pvt. Ltd. 

Pargaon, Khandala, Satara - 412802 
Maharashtra – India
电话： +91 21 6929 9151
info@rose-plastic.in

意大利

rose plastic Italia S.r.l. 

Viale De Gasperi 103

20017 Rho (MI)

电话： +39 02 9390 9450

info@rose-plastic.it

中国

玫瑰塑胶（昆山）有限公司　 

周市镇东辉路１０１号

江苏省昆山市

电话： +86 512 5766 7700

info@rose-plastic.cn

英国

rose plastic UK Ltd. 

Unit 4, Bessemer Way, Bessemer  

Business Park, Rotherham, S60 1EN

电话： +44 1709 7217 94

info@rose-plastic.co.uk

日本

Honda Plus Co.Ltd. 

23-2 Kawaji Yato

Shinshiro Pref. Aichi 441-13

电话： +81 5362 31351

info.jp@rose-plastic.com

西班牙

rose plastic Iberia, S.L.U. 

P.A.E. Ibarrabarri, Pab. 15B

48940 Leioa (Vizcaya)

电话： + 34 94 480 66 61

info@rose-plastic.es

土耳其

Tureks Endüstriyel Ürünler 
Pazarlama Ve Dış Ticaret A.Ş.

1471 Sokak No. 7 K:5 D:13

Kenet Sitesi

35220 Alsancak – Izmir

电话： +90 232 464 5220

info.tr@rose-plastic.com

生产基地 子公司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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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玫瑰塑胶（昆山）有限公司　 

周市镇东辉路１０１号

江苏省昆山市

电话： +86 512 5766 7700

info@rose-plasti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