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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Guide values

领先的线材
技术专家

一体化
独树一帜的价值创造链

高要求
高端解决方案

联合
可靠的合作伙伴

全球化
全球就近式服务客户

再接再厉
业界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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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客户的特殊要求, 
提供高端解决方案 

对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您可有更全面、更多的期待。

通过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专有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可能性，我们

为客户提供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可

靠地为我们客户的产品和项目的成功作出贡献。

线材并不仅是线材。在涉及到满足挑战的要求， 

或为特殊应用提供解决方案时，我们是您的合作伙

伴。我们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为此定义了6个

主导价值取向：

线材技术专家：
我们高要求线材解决方案领域的知识是确保最大客

户利益的基础，并保证我们始终领先一步。

一体化：
通过我们的整个价值链，我们控制着从采矿、到钢

铁制造直至拉伸操作的价值创造工艺流程，以此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最高的质量、工艺流程安全可靠性

和灵活性。

高要求：
我们的要求是，激励并打动我们的客户。为此我们

超越了现有业界标准，在所有产品和服务中提供最

佳质量。

全球化：
我们凭借自己的产品和销售网络立足全球各地， 

并作为经验丰富的强有力合作伙伴随时现场提供服

务。

再接再厉：
我们不断开发我们的产品和工艺流程，以此确立业

界标准。现在和未来。

联合：
我们与自己的客户维护长期的伙伴合作关系，深知

他们面临的挑战，与其携手合作，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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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灵活性方面的楚翘
整个绩效链—我们从采矿直至线材的一体化价值创造链

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拥有业界范围内别具一格的价值创造链。整个一流水平的绩效链具有适用于

所有研发、生产和工艺流程步骤的综合全面的权威性，这意味着：

钢铁冶炼采矿 热轧母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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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灵活性方面的楚翘
整个绩效链—我们从采矿直至线材的一体化价值创造链

研发时间短  
得益于钢铁制造和线材加工专家的密切联系—其中包括拥有自己的研

发中心、最现代的模拟技术，并与例如莱奥本矿业大学

(Montanuniversitat Leoben)等研发合作伙伴携手合作。

质量高于一切
得益于一体化的质量控制和直至矿产的可追溯性。

灵活性高
得益于缩短企业内部的沟通渠道和

综合全面的权威性—从钢铁制造、

热轧、表面处理和热处理直至特殊

线材的制造。

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线材最终产品的生产制造
研究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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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带来领先优势
专注于具有重大挑战的行业

我们不只是一家生产企业。作为开发和服务合作伙伴，我们为我们的客户创造附加值。

我们经验丰富的专家拥有业界专有技术，与我们的客户保持密切联系、提出解决方案、

推动项目的实施直至实现生产上的成熟，并确保进展顺利。

携手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您就拥有了一个深知怎样有效使项目达到目的的合作伙伴。

在对质量、安全可靠性以及精度方面有高要求的行业，我们的线材解决方案总是深受欢

迎，这些行业例如：

汽车   机械制造
能源   家用器具/消费物资
建筑    铁路系统

此外，我们还与其他行业的客户保持长期的伙伴合作关系。

不同的行业面临不同的挑战 。但在所有行业中，关键因素都是相同的: 

它们都需要针对客户的个性化要求、提出在技术和经济上令人信服的解

决方案、并且可以快速可靠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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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门弹簧、气门弹簧座 火花塞 轴承滚轮

8



汽车业线材解决方案。

在发动机、变速箱、悬架装置、制动系统或乘员保护系统中—奥

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线材解决方案令全球著名的汽车配件供应厂

和制造商信服。

作为轧制线材和拉伸线材的领先供应商，我们是可靠的合作伙伴，提供范围广泛、种类

繁多的产品组合，所供产品广度无与伦比。一手提供综合全面的产品组合以及供货信誉

可靠、研发周期短，所有这些都是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显著优点。汽车轻型结构中用

于高强度发动机螺栓的冷锻线材等特殊产品凭借其在性能和质量上出色的高稳定性令人

信服。

卓越的质量令优质制造商信服

车轮螺栓

我们是下列领域的专家 典型应用

冷锻/冷挤压线材 安全部件、发动机螺栓、气门弹簧座、球形销、火花塞壳体

滚动轴承线材 滚子轴承、圆锥轴承、球轴承

扁线材和异形线材 安全卡环、轴承滑套、控制链螺栓

焊丝 安全组件的合金焊接应用

弹簧钢线材 离合器弹簧、缓冲器弹簧、气门弹簧

易切削钢线材 紧固件、滑动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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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钢丝、 
预应力钢绞合线

我们是下列领域的专家 典型应用

预应力钢丝 混凝土轨枕、混凝土压力管

预应力钢绞合线
预应力预制件、岩石锚栓、大型容器(LNG(液化天然气)储存容器)、

重型起重设备、斜拉桥、桥梁建筑中的预应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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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线材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完全可以以此为依托：

在涉及到必须满足高静力要求的场合，奥钢联线材

技术公司拥有最佳解决方案。

 

范围从桥梁建筑中的应用(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外部预加应力)直至斜

拉桥和重型起重技术设备。其他核心权威性还有高速铁路段混凝土轨

枕、混凝土预制件、停车场和平面吊顶的预加应力。

在需要安全有效导引或承受巨大作用力的场合，我们的预应力钢就是

首选。无论是斜拉桥、桥墩还是脚手架和挡土墙的安全保障—我们的

产品都致力于提供持久的安全可靠性。我们的附加涂层技术也保证了

最高稳定性和可靠性。在我们经认证的实验室中进行的诸如化学分

析、拉伸试验、偏转拉伸试验、张驰性试验、腐蚀或疲劳试验等特种

试验，同样属于我们提供的服务范围的还包括附加表面处理、防腐保

护(镀锌、塑料护套)等。

安全可靠性基于质量

预应力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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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业的线材解决方案。无论是在海平面以下开采石油和

天然气、在风轮中或在将边角料减少到最小程度的太阳能板精

密切割时不断变化的负荷强度下—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产品

都值得信赖。

可靠性创造未来

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我们的扁线材和异形线材在

柔性线路、绕丝滤管或供电电缆中都久经考验、 展

示了优良特性。在拉伸线材领域，我们为风力发电

站以及LNG(液化天然气)储存容器提供预应力钢丝

或预应力钢绞合线。我们的超高强度细线材在硅晶

片的切割领域具有杰出的应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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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下列领域的专家 典型应用

扁线材和异形线材 挠性管、绕丝滤管、脐带式管缆

预应力钢丝 LNG(液化天然气)储存容器

预应力钢绞合线 风力发电站

切割精线 硅晶片切割
挠性管

© 2015 National Oilwell Varc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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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线材生产的初级材料在奥钢联多纳维茨厂钢厂生产，在这里我们

也可在小熔炼中进行度身打造的生产分析和冶炼成型。其中，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圆坯连铸技术是确保高质量轧制线材产品的基础。这些线

材会在附近轧钢厂全球最现代的线材轧机上生产。奥钢联线材技术公

司的专业化线材生产厂为各种不同应用生产优质拉伸线材。这种密集

的交联和就近服务客户是针对客户定制的解决方案的基础，它在市场

上确立了标准。

我们的产品凭借最高的质量与机械值、微观结构以及几何和表面稳定

性令人信服。我们提供：

用于最高质量要求的轧制线材，包括表面处理和热处理

用于特殊应用的高度个性化拉伸线材：冷锻线材、滚动轴承线材、 

扁线材和异形线材、弹簧钢线材、易切削钢线材。

个性化与灵活性的结合 
                      我们的产品组合

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

灵活性和个性化开始于

钢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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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立轧制线材的标准。通过在全球最先进的线材轧机中的生产，我们提供钢卷重量高达3吨的度身打

造的解决方案。许多国际客户信赖我们的轧制线材解决方案，并将其用于下列领域的生产：

最优线材的最佳原材料基础
适合最高质量要求的轧制线材

n 冷锻和冷挤压部件

n 滚动轴承

n 弹簧

n 链条

n 焊接添加料

n 预应力钢

n 切割精线

我们提供轧制线材，包括
n 热处理：软退火，球化退火 

n 表面处理：酸洗、磷化处理、皂化处理、聚合 

 物涂层和石灰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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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有技术塑造成功
具有最高质量和最佳可变形性的冷锻线材

冷锻线材的生产是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凭借在退火处理和热处理方面的全球最大生产能

力，我们是冷锻线材的全球市场顶级供应商。

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机械和金属制造业的领先企业对我们的冷锻线材质量信任有加。 

此外，我们保证：

n 最高质量、基于生产初级材料的圆坯连铸技术

n 通过热机械轧制实现最佳可变形性

n 最高表面质量和最小直径公差

n 不同分析方案和机械技术性能方面范围广博、种类繁多的服务

n 各种各样的微合金冷锻线材具有最小强度差和经优化的结构

n 超高强度的冷锻线材

n 无磷酸盐表面涂层—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一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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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ding Consumables
Vertrauen Sie auf perfekt abgestimmte Lösungen

无论何种形式，我们都是您的正确合作伙伴。我们

提供范围广博、种类繁多的矩形、梯形型材，四边

形和半圆形线材，是深受欢迎的客户定制型材研发

专家。我们的拉伸和轧制扁线材和异形线材横截面

从约8平方毫米直至200平方毫米，满足最高水平的

质量要求。

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汽车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农

业技术客户长期的伙伴合作关系彰显了人们对奥钢

联线材技术公司产品质量和研发权威性的信赖。

多样化塑造特色
从超软到高强度的异形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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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久经考验的优质预应力钢丝对预制件、水泥轨

枕、支承件、混凝土压力管和许多其他部件起到强

化作用。预应力钢绞合线为从桥梁建筑到重型起重

技术的许多应用领域提供支持。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和供

货形状确保有力的解决方案。我们提供：

预应力钢丝
n 具有光滑表面和型材表面

n 根据客户需要供货(圈材、棒材、弯曲材料)

预应力钢绞合线
n 7芯

n 张驰性极低

n 具有各种不同的横截面

n 经上油、镀锌、油脂润滑或上蜡处理

n 带有塑料护套

权威性显示实力
预应力钢丝和预应力钢绞合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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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高质量的初级材料生产具有最佳材料特性、

与我们客户技术要求相匹配的超高强度切割精线。

高应力情况下的安全、精确和可靠性能是我们产品

的标志。我们提供：

n 根据客户特殊要求的定制研发

n 直径80到175微米

n 表面镀黄铜处理

n 最现代化的绕线技术

精确需要完美
用于最大锯切里程的切割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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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与灵活是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标志和我们

服务的基础。长期的客户和研发伙伴合作关系彰

显了信赖，证实了我们的创新实力，并且可靠证

明了我们稳定的高质量和绝佳的供货信誉

我们保证
n 通过密切合作从加工材料研发开始进行工艺流程优化 

n 智能集成电子数据交换

n 冷成形和半热成形中的提前模拟服务，提前识别临界成形步骤， 

 减少或取消繁复的试验

n 在数量上和产品规范上实现最高灵活性，通过我们一体化的全绩效 

 链快速落实合同订单

n 通过优化库存保证快速可用性

n 面向客户的物流保障解决方案

出类拔萃的线材
更多服务创造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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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确保就近
服务客户

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 —全球合作伙伴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通过

其企业和销售分公司足迹遍布全球。

我们的专家随时恭候。联系我们，您将受益于为您度身打造的

线材产品和物流保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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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轧制线材和拉伸线材领域的专家 

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
Bruck an der Mur·奥地利

电话: +43 50304 22 - 0 

wire@voestalpine.com

www.voestalpine.com/wire

voestalpine Wire Rod Austria
St. Peter-Freienstein·奥地利 

voestalpine Wire Austria
Bruck an der Mur·奥地利 

voestalpine Wire Germany 

Finsterwalde·德国 

voestalpine Wire Italy 

Nervesa della Battaglia·意大利 

voestalpine Special Wire 

Fürstenfeld·奥地利 

voestalpine Wire Suzhou  

中国苏州 



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
广受青睐的客户解决方案

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是完成高要求任务和提供轧制线材和拉伸线材个性化解决方案的专家。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的专家凭

借经验、专有技术和事业心提供技术和经济上令人信服的、综合全面的解决方案。

这使奥钢联线材技术公司成为国际领先的轧制线材和拉伸线材供应商，并成为冷锻线材的欧洲市场领先者。

voestalpine Wire Technology

www.voestalpine.com/w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