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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斯德博：
伺服驱动领域首选合作伙伴

  文 | 刘明星，李建，王思杰

中国是全球机床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能生产绝大部分门类的机床，正在攻克各种“专精特新”

机床。德国机床以其高精度、高效率和高稳定性闻名于世，在中国制造业拥有极高的口碑，其中优质

的机床零部件是支撑知名品牌高品质的重要因素。《金属板材成形》杂志拟推荐一批优秀的机床核心

零部件企业，让更多中国机床及自动化制造商和下游用户了解。

2021 年，我们采访了齿条的龙头企业 - 德国亚特兰，本期我们访谈的是高端专用减速机领域的

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德国斯德博驱动技术公司。

在其子公司斯德博驱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的协助下，我们远程参访了德国这一家族企业的第

三代掌门人 Patrick Stöber 先生和 Andreas Thiel 先生。

MFC：感谢两位接受采访，请给我们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斯德博集团的整体情况。

Patrick & Andreas：斯德博总部位

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

市，是第三代家族企业。作为全球伺服驱

动领域完美运动的首选合作伙伴，斯德博

可提供的产品包括减速器、伺服电机、驱

动控制器及电缆等。所谓完美运动，是指

运动不仅顺畅、快速，而且精确、可靠。

而且我们的产品采用模块化的结构，可自

由扩展，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制结构紧凑且

功能强大的驱动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截止 2021 年底，斯德博在全球拥有

900 名员工，年销售额达 1.4 亿欧元。除

了位于德国总部普福尔茨海姆的生产工厂

外，斯德博在全球拥有 11 家子公司，并

在其他工业国家拥有实力雄厚的长期合作

伙伴。斯德博在中国有超过 25 年的历史，

总部位于江苏太仓。作为斯德博在中国的

销售、服务及物流中心，斯德博太仓能够

为中国客户提供最佳和最快的本地化支持。

斯 德 博 成 立 于 1934 年， 由 Paul 和

Wilhelm Stöber 兄弟创立，1943 年研发

出变速驱动装置投放市场，引发了业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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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掌门人 Patrick Stöber 先生和 Andreas Thiel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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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斯德博的产品线构成是怎样的？针对金属成形行业，有哪些产品 ?

有哪些独特的优势？目前主要的研发方向是哪些？

Patrick & Andreas：我们为金

属加工行业提供的解决方案和产品组合

主要包括：齿轮齿条传动、低背隙行星

齿轮减速器、高品质斜齿、高传动比差

异、结构紧凑的一体化减速电机、超紧

凑型同步伺服电机、双速齿轮箱和高性

能驱动控制器等。

作为系统解决方案，这些齿轮箱可

以和斯德博自己的伺服电机、驱动控制

器直接连接。因为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

斯德博减速器也可以通过电机适配板与

第三方电机无缝连接，还可以与滚珠丝

杠及外接齿轮绝佳地连接。斯德博齿轮

齿条传动系统可用于激光切割和自动化

领域所有的移动轴上，提供长时间精确

和平稳的运行。斯德博自主研发的伺服

电机配备海德汉高性能编码器，可以与

第三方电机完美适配。

未来，我们的发展更着力于提供系

统解决方案，尤其是提供一站式驱动方

案和创新的模块化设计。通过系统解决

方案，我们能提供给客户从输出轴到驱

动器的整个传动系统。与此同时，我们

在预测性维护方面也不断创新。斯德博

伺服电机通过电子铭牌连接到自有品牌

的驱动控制器。通过读取电子铭牌，可

以显示出有关当前运行状态的关键数据。

减速器、电机、驱动控制器和电缆，

所有驱动组件均出自斯德博之手，彼此实

现了最佳的协调与配合，助力金属加工行

业客户实现如下目标：提升机器可用性、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

设计灵活、精确；定位准确、运行平稳；

动力澎湃，体积小巧、输出高效。

命；1982 至 2003 年间，家族第二代

接班人 Siegfried Thiel 先生、Ursula 

Thiel 女士和 Bernd Stöber 先生掌管

企业。Bernd Stöber 先生很早就意识

到了电动调速对于驱动技术的重要性，

从 1980 年代开始推出了变频器、伺服

调节器和相关软件。与之相匹配的减速

器电机系统 MGS 以其模块化的结构和

卓越的品质而广受青睐。

我们是家族第三代掌门人，2003

年接手管理公司。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

以及扩大服务范围，斯德博已成为一家

顶尖的系统供应商及经验丰富的合作伙

伴，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制一站式驱动系

统和自动化解决方案。随着市场对驱动

技术需求的不断增大，以及驱动技术重

要性的日益突显，斯德博加大了在扩大

生产规模、厂房和设备的现代化改造等

方面的投资，并逐步构建斯德博全球化

的供应链和销售网络。

德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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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博驱动解决方案

一应俱全，完美适配

斯德博驱动系统具有模块化结构，可自由扩展——适用于量身定制、紧凑且

功率强大的设备方案。

可自由搭配，用于高精度、高动态的驱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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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 - 桁架机械手 机床 - 弯管机 机床 - 折弯机

自动化应用 - 仓储系统

机床 - 卧式加工中心

自动化应用 - 第七轴

灌装机

MFC：斯德博的用户主要在哪些领域？市场分布在哪些区域？有哪些典型的成功案例？

机床 - 激光切割机

卧式转台

Patrick & Andreas：斯德博的

主要用户行业是自动化和机器人、机床、

塑料机械、印刷机和包装机。在机床、

机器人及自动化领域的应用主要包括：

激光切割机、折弯机、弯管机、激光切

管机、压力机、桁架机械手、激光焊接

机；机加工行业的卧式加工中心和龙

门铣削机床；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取放装

置、三脚架、第七轴、仓储系统、货架

操作机等。

我们的市场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

和美洲，全球重点客户有通快、百超、

格拉斯通、天田、舒勒、哈默、史陶比

尔、济南二机床、沈阳机床、大族激光、

行业应用

华工科技、无锡力马等。

这些企业都是各自领域内最顶尖的

厂商，斯德博作为其值得信赖的驱动系

统和自动化方案合作伙伴，能够提供从

齿轮齿条到电子控制模块和驱动模块，

再到方便的设计软件服务支持。没有接

口阻碍，各个组件之间可靠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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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nMotor 精益电机

异步电机和同步伺服电机之间的完美补充

在没有风扇的条件下，无编码器电机依然能够达到始终如

一的高效率。

搭配斯德博 搭配斯德博 SC6 和 SI 驱动控制器进行精准定位和速度控制。

无编码器情况下，速度偏差小于 1%，同时定位精度可达 

±1°。能效等级可高达 96% ！

双速齿轮箱

高效节能

高质量的工件需要经济高效地制造和加工：

STOBER PS SensorShift 双速齿轮箱可在两个挡位之间

智能切换，完美契合机床应用。

数字传感器全方位实时监控运行状态。

PCB 数字化控制换挡，实现精加工和粗加工之间的无缝PCB 数字化控制换挡，实现精加工和粗加工之间的无缝

切换。

单线缆方案

无需电抗器，电缆长度可达 50 米

技术实力再上新台阶：STOBER 新型电缆可将百米距离

内的电机及驱动器进行连接，兼容海德汉全新的 EnDat® 

3 接口。在传输、诊断、安全和性能等方面可实现极佳的质

量表现。是数字化生产的理想之选。

亮点产品介绍亮点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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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速齿轮箱

高效节能

高质量的工件需要经济高效地制造和加工：

STOBER PS SensorShift 双速齿轮箱可在两个挡位之间

智能切换，完美契合机床应用。

数字传感器全方位实时监控运行状态。

PCB 数字化控制换挡，实现精加工和粗加工之间的无缝

切换。

单线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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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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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速变速箱

Patrick & Andreas：斯德博是为高端客户群体

提供完美高效运动的最佳合作伙伴。近一百年来，斯德

博坚定不移地将创新付诸实践，丰富的经验、极其全面

的产品组合、专业的服务质量是我们强大实力的最佳证

明。作为一家家族企业，我们特别重视与员工、客户和

合作伙伴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任关系，而且一向坚持以

人为本。我们致力于员工的健康、安全与福祉，努力满

足客户的期望，并承诺愿意与员工和客户一起共同取得

成功。

创新是斯德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企业创立伊始，

STÖBER 就是开路先锋的代名词。我们为新想法、新

解决方案而振奋，为提升员工能力、持续开发产品、优

化工艺流程以及开拓国际市场而投资。我们本着对人和

环境负责的态度，为长久成功和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我们公司的 DNA 是与客户对话，共同制定最佳系

统解决方案，与客户和合作伙伴一起，饱含创新热情开

发产品，极力打造卓越性能。

斯德博产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比

如：

 双速变速箱，通过独一无二的电路板进行电子换

挡，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高速或高扭矩。通过数字传感

器，全方位实时监控运行状态，确保高质量、高效率且

高稳定性的工件加工；

 仅需一根电缆即可实现百米內的精确传输，连接

触手可及：斯德博新型电缆可将 100 米距离内的电机

及驱动器进行连接，确保系统轴的功能可靠性和稳定性；

 精益电机——无传感器的高精度电机，只有一根

电源线，就可完成精确定位。在即使没有风扇的条件下，

依然能够达到始终如一的高效率，速度偏差 <1%，定

位精度为 ±1°。

这样的创新不胜枚举，必将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多

的可能性和竞争力。

MFC：中国市场上有很多跨国的及本土的传

动系统企业参与竞争，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斯德

博有哪些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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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欧洲和中国的传动系统市场有哪些不同？这次新冠疫情对贵

公司乃至传动行业会来哪些变化？您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如何？

MFC: 对于贵公司中国用户

行业正在兴起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您

有何见解？斯德博传动对此有哪些

应对措施？

Patrick & Andreas：驱动行

业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欧洲和中国

市场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在技术方

面，中国制造商在过去 10 年迅速赶

上，已经涵盖了从通用的简单驱动技

术到高端驱动应用的整个范围。

减速器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几乎涉及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中国

是全球最大、增速最快的单一市场，

也是斯德博最为重视的市场之一。

单就贵杂志服务的金属成形行业而

言，中国市场金属成形压力机、激

光切割机、折弯机、切管机的生产

和消费量都是全球第一，研发迭代

之快，品种之多，应用场景区分之

精细，全球绝无仅有。这些机床企

业在中国竞争极其激烈，我们的很

多客户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客户和

对外出口业务。对于这些客户来说，

停机故障意味着会带来巨大的经济

损失，而出口机器的售后服务也不

再像在国内时那样具有价格优势。

这时，采用斯德博这样高品质的定

制核心部件和系统来减少故障率，

无疑是明智之举。

疫情常常阻断交通，核心零部

件企业需要有快速反应的远程服务

能力，而这正是我们所擅长的。凭

借我们应用工程师资深的专业知

识，辅助以直观的 STOBER 在线

配置器、方便快捷的 CAD 下载或

SERVOsoft® 优化伺服轴设计，斯

德博能够通过这些专业的咨询建议

和软件为客户寻找、设计和调试个

性化的驱动解决方案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

如果有紧急服务需求，我们全

天 24 小时提供更换和维修服务。即

使在新冠肆虐的这两年，斯德博的

生产运营也没有中断，持续为全世

界的客户交付订单。这是通过我们

自己在工厂的疫苗接种活动、员工

培训教育和仅针对接种疫苗或接受

测试员工的严格准入控制来实现的。

Patrick & Andreas：斯德博将

中国视为亚洲数字革命的领先国家，中

国是工业机器人最大的消费国，自动化

生产线的增长速度也非常惊人，尤其是

我们中国总部所在的华东地区，兴建了

一批自动化水平世界一流的现代化智能

工厂。我们的客户不仅要求在生产中展

示机器的整体工作状态，还需要机器有

可供随时调用和存储的各功能部件的工

作参数和维护保养提示，并且要求我们

为其装配机器提供辅助，让装配精度得

到提升。

斯德博提供强大的远程支持系统，

让我们的客户适应这股潮流。我们的每

款产品都拥有自己的产品 ID，产品上

都提供二维码，可在手机上轻松显示所

有相关数据，客户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

优化他们的生产。而 STOBER 在线配

置器则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轻松配置每

个产品、下载图纸并与我们的应用工程

师随时建立联系。

感谢你们的访谈，希望有更多的企

业能够了解我们，成为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