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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精密清洗设备及清洗周边设备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简介
C O M PA N Y  P R O F I L E

苏州富怡达超声波有限公司（SZFEAT）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业从事非标准工业自动化精密清洗装备及清洗周
边设备研发、制造、营销及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做百年企业、创世界品牌，复民族辉煌”为企
业愿景，秉承“创新、创造、精致、精良”的企业精神，遵循“精益求精、持续改善”的质量方针，致力于成为值得
广大客户信赖的高科技、高品质、国际化的先进企业。拥有10多年的精密清洗装备研发、制造技术沉淀，20年的清洗
装备应用、维护经验；30多项专利，近1000家用户，3000余台精密清洗设备成功使用案例，在行业内拥有卓越的影响
力和创新力。

富怡达超声波2009年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2010年进入汽车行业、2012年进入电子行业、2014年产品出口日
本、韩国及东南亚、2016进入半导体行业，2017年建立硕士流动工作站，2018年被评为民营科技企业、2019年被评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苏州、深圳两个生产基地，北京、重庆两家分公司，西安、沈阳、贵阳三个办事处，新加坡、
越南两个海外销售服务中心。在国内及东南亚具有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能力。

富怡达超声波专注于自动化多槽式超声波清洗机，通过式超声波喷淋清洗机，旋转式高压喷淋清洗机，涡旋式
（螺旋）清洗机，自动碳氢精密清洗装备，纯水处理装备、清洗废水浓缩装备、清洗液回用装备等非标定制精密清洗
装备的研发、制造及应用。“SZFEAT”牌精密清洗装备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光电玻璃、光学仪器、消费电子、家用电
器、汽车部件、机电液压、精密五金、机械重工、新能源、表面处理、生物医疗、核电工业、国防军工、科研院校等
行业。

多年来，SZFEAT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的服务理念，坚持精益求精、持续改善的质量方针，为
广大用户提供与国际先进技术同步的环保精密清洗装备，为提高产品质量及用户的应用体验竭尽所能。未来的富怡达
超声波将全面提升管理质素，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资源整合和人才队伍的不断优化，逐渐将富怡达超声波
（SZFEAT）建设成精密清洗装备行业的标杆企业。



2001

2008

发展历程
D E V E L O P M E N T   H I S T O R Y

2001年 苏州成立贸易公司，从事超声波清洗机、喷淋清
洗机的贸易及维护服务业务
2006年成立深圳富易达仪器有限公司，开始自行研发，
生产超声波清洗机、喷淋清洗机及清洗周边产品

孕育

出生2008年深圳生产业务转移苏州，苏州富怡达超声波有限公司成立。

2009年通过IS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2 成长

2012年进入消费电子行业，成为苹果一级供应商无

锡三达精密、无锡捷普电子、绿点科技等企业供应商

2014年产品出口日本、韩国及东南亚。

2016进入半导体行业，成为三安光电、安世半导体、

闪迪半导体等企业的全球供应商。

20172017年苏州科技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设置硕士流动工

作站，专注超声波技术创新开发。

2018年 入选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获得专利授权18项，其

中发明专利2项，产值突破2000万元。

2019  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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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 O R P O R A T E  C U LT U R E

VISION
做百年企业
创一流品牌
复民族辉煌

be the century 
enterprise

create first class brand
recive national glories

VALUES
创新innovation
创造creativity
精致delicate desigr
精良excellence

QUALITY POLICY
精益求精
excelsior
持续改善

continuous improvement

企业
愿景

企业价
值观

质量
方针



公司环境 Real Scene

苏州富怡达超声波有限公司大厅 深圳市富易达仪器有限公司前台

清洗实验室 市场部办公室生产技术部办公室



车间实景 Real Scene

装配车间实景1 装配车间实景2

钣金加工车间实景 部件加工车间实景



经营实景 Real Scene

韩国相信制动汽车配件用户交流日本奥林巴斯用户交流

瑞典爱得乐用户莅临考察我司 日本柏山集团考察我司半导体科学家黄以明教授莅临考察我司



经营实景 Real Scene

设备验收设备验收

验收设备 验收设备 验收设备



公司活动实景 Real Scene

公司旅游-浙西大峡谷2018年年会合影

2019年开工合影 徒步拉练合影消防演练



科研活动 scientific research

有限元模
拟声压与
实验对比

超
声
空
化

声压最强区域

超声空化效
果去污染物
颗粒过程

COMSOL模态分析

ANSYS声学分析

CCD影像 CCD局部影像

清洗槽结构原理图



科研活动 scientific research



主要加工设备 Processing equipment

加工车床 剪板机铣床

数控折弯机光钎激光切割机



检测仪器 Detector

★ 适用各种测试实验压电换能器
★ 输出波形多，可以输出调频、
调幅、正弦等。

★ 输出频带宽且高，频

带5kHz~150kHz，输出电
压、电流指示

SG1020S 数字信号发生器 HFVA-62功率放大器

阻抗分析仪测试振盒阻抗 超声波声强测试-音压计



富怡达产品种类 Product Category

自动槽式精密清洗设备 通过式精密清洗设备 涡旋（螺旋）输送式精密清洗设备旋转式高压喷淋清洗机

垂直式超声波汽相清洗机 多槽式超声波清洗机 模拟温度、湿度环境试验设备清洗周边设备



半导体行业案例 semiconductor

EPSON  苏州爱普生电子有限公司 NXP  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Ramaxel 记忆科技（东莞）

Sandisk 闪迪储存科技（上海） NXP 恩智浦导体（马来西亚） 乐山无线电股份-集成电路



半导体行业案例 semiconductor

福建晶安光电科技-蓝宝石衬底 泉州三安半导体-蓝宝石衬底福建晶安光电科技-坦酸铝衬底

福建晶安光电科技-蓝宝石衬底 青海煜晶晶体-晶锭 K&S  库力索法半导体(苏州)-半导体封装焊针



电子行业案例 Electron

无锡三达精密-手机摄象头底座 无锡捷普电子-电子治具厦门新鸿洲电子-VCM组件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电子引线框架 新宇邦.南通托普电子-电容器接线端子 车王电子（宁波）- 电子线路板



电子行业案例 Electron

苏州恒荣精密-电子散热器 吴江龙杰精密电子-通讯端子上海大和衡器-电子感应器

浙大-求是真空电子-压电陶瓷器件 武汉武邦电子-显示器胶框 厦门新鸿洲电子-电子产品包装盒



光电行业案例 Optoelectronics

湖州胜禧光电-ITO导电玻璃（触摸屏） 苏州欧菲光科技- ITO导电玻璃（手机面板）舜宇光学科技(集团)-光学镜片

贰陆光学（苏州）- 激光镜片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碳化硅滤光镜片扬州百德光电-TFT-LCD玻璃



汽车部件行业案例 Automobile 

圣龙集团-汽车凸轮轴 CSB长盛轴承- 无油自润滑轴承德国菲尔斯陆达福-汽车转向轴

万向集团-江苏森威精锻-发动机法兰轴格林精密部件-汽车CSB长盛轴承- 无油自润滑轴承



汽车部件行业案例 Automobile 

长春市美科汽车零部件-变速箱零件 浙江新东方汽车零件部 – 车用坚固件SB 相信制动-刹车片

康迪泰克-汽车减震部件霍克金属材料-汽车摩擦片莱科液压设备（大连）- 液压管接头



汽车部件行业案例 Automobile 

东睦新材料集团-粉末冶金件 顺普汽车零件部 – 汽车保险柜、行李架德尔福集团- ABS器件

优尼昴-压铸铝加工壳体北京松海元-汽车空调压缩机部件浙江创能集团 - 活塞



精密五金行业案例 Metal Processing 

金川集团磷铜球厂-磷铜球 阿法拉伐流体（昆山）– 法兰金川集团磷铜球厂-磷铜球

苏州求精模具制-金属冲压件金华宇辰粉末冶金-粉末冶金件苏州宝成冲压件有限公司 - 金属冲压件



精密五金行业案例 Metal Processing 

上海达克罗 – 风电螺栓达克罗涂覆前清洗 昆山成仕达-不锈钢冲压件（手机内置件）

科郞叉车（苏州）- 叉车外罩板（冲压件）晨龙集团。浙江西南工具-压缩机叶片宁波华尔推剪- 理发剪刀片



机械液压行业案例 Mechanical Hydraulic 

杭州前进齿轮股份– 风电大型齿轮 四川丹甫环境科技– 压缩机部件浙江盾安集团-压缩机壳体

上海运良转向节有限公司-模锻件浙江盾安集团-膨胀阀钎焊后清洗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农机部件



机械液压行业案例 Mechanical Hydraulic 

克诺尔车辆设备（苏州）– 机车制动部件 徐州肯纳金属–矿山机械部件沈阳中之杰流体控制系统-液压油缸端盖

上海、徐州郑州机务段-铁路机车部件孔瑞格流体控制（苏州）- 液压部件青神格林维尔流体动力-液压插装阀部件



thanks
FOR WATCHING

DESIGN BY NIC

谢谢观赏

Email  szfeat@163.com
WEB  www.szfeat.com

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青莲路111号

( 0512 ) 6920-5950
13915508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