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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力（ORTLIEB），一个经历百年发展历史的精密科技企业，以先进的精密夹持和驱动系统带给工业领域更多的

可能性，目前，奥特力正在为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投入更多的精力。

揭秘精密技术的起源

众所周知，拥有百年历史传承的

奥特力是夹持技术与驱动技术方面的

专家，对于这一身份，德国奥特力精

密系统股份两合公司销售和市场总监 

Willy Stange（威利 · 斯丹）表示：“的

确，一百多年前起，奥特力就拥有精密

企业的身份，并且一直以来在精密夹具

和驱动系统解决方面与客户有着密切

的合作。发展到今天的奥特力与 2E 机

电工程公司 (www.2e-mechatronic.de) 联

合，拥有 170 个员工。”奥特力以广泛

的应用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威利说：

“由 Wilhelm Narr 基金会作为支持，奥

特力的产品涵盖了五个重点领域：工件

夹持、自动刀具夹持夹具、刀具夹持、

工件自动化以及驱动系统，这些领域满

足了工具机械生产制造的典型需求，如

工件夹持的解决方案、刀具夹持的解决

方案、自动化程序的解决方案等。如此

一来，奥特力实现了仅仅在一家企业就

能找到一系列解决方案。” 

作为夹具技术的专家，奥特力从

德国奥特力精密系统股份两合公司销售和市场总监 Willy Stange

——来自ORTLIEB卓尔不群的精密夹持和驱动系统
Outstanding clamping and drive systems from ORTLIEB

文 / 安馨

流传百年的精密科技



www.MyCIMT.com 2014年第17期   现代金属加工   MMW    55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1911 年以来就开始进行创新改革，并

且将可靠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大核心业

务。“一些重要的 DIN ISO 都有能体现

奥特力的创新与可靠的解决方案，因为

其是以奥特力的设计与专利为基础的。

根据 DIN ISO 10897 所显示，奥特力的

刀柄筒夹是一个尤为典型的例子。在这

一应用中，奥特力扮演着国际性的重要

角色，对于筒夹产品，奥特力是最大的

生产商之一。”威利表示。

奥特力的另一大版块则是其独具匠

心又富有超前创新意识的驱动系统。威

利说：“在大约十年前，奥特力开始涉

及驱动系统，以由德国航天部 (DLR)

推出的轴作为基础，奥特力现已将这

项科技发展成为系列产品，其中 From 

space to earth 系列十分有代表性，这是

一个用以取代液压缸的理想化线状驱动

系统，其特点包括提供最大功率密度、

长使用寿命、低少的能量消耗、以及相

当少的噪音排放。值得一提的是，与像

液压或气动液压等传统的方案相比，这

一系统有着相当低少的能量消耗，可以

说是一个真正节能解决方案。”

百年企业的优势常常让人想要有更

加透彻的探索，这次，威利对奥特力优

势做了详尽解析。威利说：“奥特力作

为 Wilhelm Narr 基金会旗下的一部分，

这一境况使其拥有发展长期策略的自

由，相信这对于我们的客户也是一大优

势；奥特力认为与市场的紧密度十分重

要，因此，奥特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都

出自于时刻聆听市场需求，并且做到快

速响应各种生产需求。比如奥特力的驱

动系统科技是在 2000 年初推出的，其

推出的时间比市场需求发生还要早一

步。此外，奥特力在十年前生产的产品

就已经能够精确地满足现今市场对于低

噪音排放、长寿命的要求。”

科技应用的长期经验十分宝贵，在

奥特力，不仅拥有长期经验，还拥有

产品的可靠性。在很多应用中，如连

接、弯曲、冲孔、或铸型方面，奥特力

的 SERAC 电动缸已经成功取代了液压

缸，能够实现从 5 kN 到 300kN 的力 -

高度动态并且能够将负荷安放在一毫米

的百分之一。在工件夹具领域，奥特

力已经在 2013 年德国汉诺威市的 EMO

展会推出了世界第一个超高精密夹具系

统，其精确度达到 <= 4 微米。随后又

在 2014 年 推 出 UltraLine- 工 件 卡 盘 系

统，其可提供高刚性，并且可以在五秒

钟实现夹头快换，这是世界独特的夹具

技术。

在奥特力，服务的关键词与员工密

不可分，员工相当于服务的核心，是一

个决定性的重要角色。威利说：“服务

的关键就是取决于有着高度积极性的员

工。从设计部到生产部、销售部、和海

运部，都是如此。”奥特力为每个工作

岗位严格培训了员工，他们随时都准备

好快速为客户提供服务，如：快速将产

品目录手册送达、快速回应客户。除此

之外，为了更好地服务，奥特力逐步在

拓展其在不同区域的办公室。奥特力也

会与当地的销售和服务伙伴保持密切联

系，为他们提供支持以及培训，激励他

们按照奥特力的方式提供高度创新的产

品以及最好的服务。

“奥特力拥有众多出自其企业文化

以及产品的优势，而最核心的优势是有

关其长期发展的策略、高度创新的产

品、以及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精英员工。”

威利总结道。

精英中的精英

奥特力的产品精英荟萃，创新是其

从不倦怠的义务。在众多产品中，威利

提到了尤为典型的代表产品。“随着机
Spannax 弹簧卡盘

Ultra 超精快换卡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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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科技的改变，钢夹头需要进行重新考

虑，随着 CNC 科技提供更多的柔性化，

夹具设备也必须紧跟这一趋势。一个很

好的例子是我们的 QUADRO-Line，这

最初是为奥特力的钢夹头设计的，通

常与 Rubber-Flex RFC 夹头配备。为何

是 Rubber-Flex ？因为橡皮与金属的组

合能够实现从 +/- 1mm 到公称直径的

夹具范围。另外，一个 RFC 可以代替

四个钢夹头，并且可以大幅度减少更

换的次数，有效地为客户节省更多的

资金。一些 RFC 夹头也有“Full-Grip 

Design”的设计，此款双齿夹具能够

达到更高的扭矩。这种钢与橡皮的结

合 也 应 用 在 奥 特 力 的 SPANNAX- 系

列，其被赋予长寿命的材质，能够对

抗冷却剂和金属切屑。”

创新的产品在应用中着实解决用

户的问题，大力推动生产效益，这是

奥特力坚持创新的动力。威利继续为

记者介绍：“最近推出的 UltraLine 是一

个超精度的弹簧卡盘系列，有几个重点

的特色和优势，其一，其高精密为从

<0,0004mm 到 0,010 mm 偏转公差；其

二，不需要夹头装置；其三，不会因为

更换工具而暂停工作；其四，工作站不

会停工；最后，其能够有效节约时间，

可以说这个产品达到了最大效益。轴技

术也使得 SERAC 的电缸能够提供可达

80% 的完美效率，节能特性优异。”

优秀品质 源远流长

提及奥特力与中国市场的结缘，威

利表示：“可能中国在很多年以前就已

经使用了奥特力钢夹头，但是奥特力作

为一个公司只是 2010 年才开始活跃在

这个市场，这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

我的个人经验回溯到 1980 年代，那时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国家和市场现

今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看回最近

的十年期间的发展非常明显，已经从低

成本生产和出口国家转变成了一个高效

率高科技需求以及生产区的状况。”

目前奥特力在中国市场有代理商

的充分支持，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在中国

建立奥特力公司。威利说：“代理商是

我们发展概念的其中一个部分。好的培

训、好的条件、以及有吸引力的产品是

对于代理商最好的动力。由于代理商是

当地人，他们更了解这个市场，并且有

很好的区域覆盖观念。”威利表示对奥

特力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十分看好，企业

将继续以积极的心态发展。他说：“中

国市场将需求更多的自动化、更精密的

产品、更有效率、涉及更多节能环保的

概念，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一大市场，我

们在考虑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为销售和

服务运作的自家公司，将在人力和基础

设施上投入更多资金。”

对于奥特力在整个国际市场的发

展，威利也相当充满信心，他说：“欧

洲的市场状况在 2013 年期间不是很乐

观。中国在这一期间的市场状况更低

迷，到了 2013 年的第四季度有所好转，

并且在整个 2014 年都继续维持着这种

良好的市场状况。在产品上，奥特力已

经能够为客户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现

在的奥特力正在为新的挑战而做准备，

对于长期的发展持有很乐观的态度。在

德国的近期计划中，奥特力将在 2015

年的年底搬去新的办公楼，那里拥有

超过 5000 平米的生产面积，总面积达

14000 平米，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发

展环境。”

SERAC 电动缸系列



ACCESS
查询代码   MMW2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