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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高质量的精密加工

技术”- 这一直是我们的座

右铭

您最好的伙伴—接触产品的解决
方案

不论是在人际交往中，还是在技术领域，良

好的接触都是非常重要的:FEINMETALL 是接

触产品领域中一个主要的供应商，尤其是在

电气和电子元件测试方面.我们的产品包括测

试探头，测试夹具和最优秀的结构半导体测

试探针卡.除标准产品外，我们也为客户定制

解决方案，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的

中型公司,我们的360名员工会竭尽全力来帮

助客户取得成功,这也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
Wolfgang Bürkle

CEO of FEINMETALL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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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精密加工技术 

最先进的接触需要最精细的结构才能做到.我

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专门在别人早就无能

为力的领域开发产品.即使接触，钻孔和线加

工细到如一根发丝对我们也不成问题.

我们能够把最精细的机械技术整合到测试探

针里.

我们非常了解客户的产品应用于哪些领域，

我们也乐于接受挑战.不管是汽车行业还是电

子行业，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性能都值得客户

信赖.

几十年来，FEINMETALL 一直是德国最具创新

性的中型公司之一.最先进的制造方法，高度

专业化的机械设备及专业的质量管理都保证

产品得以成功，以此来满足客户.



 弹簧测试探针



技术的创新

我们的业务是为每个应用领域提供最佳的接

触式探针，无论是标准的探针还是个别定制

的，高电流或高频测试探针，或用于电路板

接触和线束测试探针：FEINMETALL 为您提供

最佳的解决方案 –无论用目录中现有的产

品，或特别为您定制的产品.

我们能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产

品、并且可以灵活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及快速

的交货时间，这就是我们区别于竞争对手的

地方.

我们的多项专利展示了公司的技术创新能

力.FEINMETALL 专注于个性化的技术支持和

客户咨询 –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微小而重要

的区别于他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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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测试探针



 测试夹具



您的好帮手

开发测试夹具，需具备高度的专业能力、灵

活性及丰富的经验.

生产的流程是由若干流程组成的，最后的一

道流程就是测试夹具的开发.当客户的生产部

门急需测试夹具，我们的专家就会在第一时

间开发出多功能的测试夹具，而且我们能够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产品的功能可靠性和

多样性.

FEINMETALL 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会在现场提

供操作指导和技术培训.通过优秀的基本方案

和系统组件和利用最先进的三维CAD设计并

结合相关的项目工作经验来满足客户.

测试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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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针卡



精致结构的魅力

半导体技术闪电般的发展对于所有活跃在这

一领域的公司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如今，FEINMETALL 拥有尖端技术的晶圆接触

产品.ViProbe® 品牌的垂直探针卡的销售在

市场上居于领先地位.这一成功归功于高度专

业化的开发和工程技术团队，他们使原本不

可能的事物变成了可能.即便是最难的接触应

用，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半导体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FEINMETALL 总

会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市场.我们在亚洲，欧洲

和美国都有服务和生产基地，以确保能快速

响应我们的客户及市场.一流的质量和灵活性

强的现场服务，是客户青睐我们原因.

探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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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合作



令人振奋的工作环境
 

我们的员工是我们得以成功的最重要的基础.

有他们的努力和奉献精神，我们才能在市场

上领先一步并取得成功.FEINMETALL  

为员工提供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 积极的工作氛围

→ 平等的员工关系

→ 良好的个人成长机会

员工的培训和技能的提升对我们至关重要.除

了传统的职业培训，我们还为 Baden-

Württemberg Dualen 大学的大学生提供实践

机会及未来的工作的机会.当然，FEINMETALL 

也会给那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人提供提高其

技能的机会.这也是我们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方

式.

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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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范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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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
 

FEINMETALL 是国际高科技型公司，我们紧跟

市场最新动态，在欧洲、亚洲和美国七个地

方为当地的客户提供便利，我们运用现场培

训或内部课程来确保我们的国际伙伴始终保

持当前最新技术.各种各样的文化融入到我们

的日常工作中.

我们的国际物流也值得您信任.我们在全球提

供高效率及安全可靠的货物运送.优化的报关

流程，都确保了FEINMETALL 产品快速到达急

需他们的地方.

全球范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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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nMEtaLL dE MEXiCo | MEXiCo FEinMEtaLL SinGaPoRE PtE Ltd | SinGaPoRE

FEinMEtaLL uSa LLC | San JoSE, uSaFEinMEtaLL SHanGHai | SHanGHai, CHina



FEINMETALL GMBH | Zeppelinstraße 8 | D - 71083 Herrenberg | www.feinmet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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