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OBER 驱动解决方案

STOBER 驱动系统由减速器、电机、

驱动控制器以及电缆组成，具有模块化

结构，可自由扩展 - 适用于量身定制、紧凑且

功率强大的设备方案。

欢 迎 关 注

STOBER 官方微信

斯德博驱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STOBER Drive Systems Technology (Taicang) Co., Ltd.
太仓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娄江北路 8 号 3 幢
电话：0512-5320 8850
www.stoeber.cn   sales@stoeber.cn

·  减速器
·  减速电机
·  伺服电机
·  驱动控制器和电缆

一应俱全
完美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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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软件和编程；动态化的排产和监控；
板料冲、割、剪、折和搬运全程柔性自动化，
这造就了萨瓦尼尼钣金生产解决方案无与伦比的高效和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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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昆山昆嘉永业机械有限公司苏州鑫易腾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伟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FC  NO.00003MFC  NO.00002

产品

轨道交通设备、医疗设备、半导体设备、高端工业机械装

备、环保和新能源设备制造等行业机械设备数控钣金结构件

及其装配集成装置

制品分类

钣金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产品

设备机柜、机架等钣金件

产品

各种机床附件：拖链、塑料拖链、工程塑料拖链、钢制拖链、

不锈钢拖链、防护罩、风琴罩、卷帘护罩、导轨式防护罩、

风琴式防护罩、工作灯、软管和接头等

制品分类

钣金

生产设备

激光切割机、冲床、NCT 数控冲床、折弯机、剪板机及专业喷涂室，

钳加工和焊接等

制品分类

钣金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凤凰泾村 161 村道 8 号

手机：13584854366

地址：昆山市开发区章基路 118 号

联系人：李经理      手机：13817293378

电话：0512-36628497

产品 制品分类 生产设备

加工区域分布图
江苏省

3

江苏省

1

2

MFC  NO.00507

MFC  NO.00508 MFC  NO.00509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富强路 1 号

电话：0519-85967018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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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常州振尧精密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盐城市飞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盐城恒荣精密钣金有限公司 盐城骏马汽配有限公司

MFC  NO.00510

MFC  NO.00512

MFC  NO.00511

MFC  NO.00513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高新区新雅路 5 号

联系人：王经理      手机：15351915087

电话：0519-89620553

地址：盐城市城南新区新河街道兴业路 45 号

联系人： 严总

手机：15005105688

产品

机床的整体防护、机床导轨防护罩壳、电器控制柜、冷却排

屑装置等，承接各类机床床身、底座，立柱等结构件

产品

冲压件、化纤机械、汽车排气管法兰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加工设备

产品

柜体、扫码打印机外壳、自主设计安装工艺品、钣金外罩、

焊接外壳、激光切割 、水箱、整机加工装配

产品

金属制品、五金产品、激光切割、 400T 数控剪折弯加工、

刨槽、 缝焊、 光合设备配套机架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高新区恒力大道 6 号

联系人：祁先生

手机：15861976066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义丰镇

总经理：张种超      手机：13505102818

电话：0515-8830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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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昆山筹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展驰金属有限公司

徐州展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徐州诚和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MFC  NO.00514

MFC  NO.00516

MFC  NO.00515

MFC  NO.00517

产品

模具（拉伸模具、拉伸冲压模具、冲压拉伸），金属冲压件，

拉伸件，汽车零部件，组装件

产品

电动三轮车冲压件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60 吨到 500 吨冲床多台（包括工程冲压和连续冲压）、

100 吨到 300 吨的压机多台、攻牙机、点焊机多台、NC 

加工中心、 磨床、铣床、 钻床、线切割、以及检测设备、

投影仪、高度仪和盐雾试验机等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加工设备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周市镇大观溇路 29 号

联系人：庞总      手机：18662612720

电话：0512-86892888-819

地址 ：徐州市丰县赵庄镇赵庄街 18 号

联系人：刘总

手机：15722872878

产品

H 型钢 , 无缝管，圆钢，钢板，角钢，镀锌管，镀锌角钢，

道轨，石油套管，网架钢管，槽钢，冲压件，万向轮支架等

产品

摩托三轮车，车厢搭扣系列、电动三轮车车厢搭扣系列、五

金铰链系列、刹车摇臂系列、及各种冲压件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加工设备

地址：江苏徐州市殷庄路五金机电城

联系人：周容      手机：13645218538

电话：0516-87216096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大龙湖办事处冯庄村

联系人：唐总      手机：18105205821

电话：0516-8329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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