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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点新闻会将有关公司、技术、客户成功案例或其他更多新闻送到您身边。敬请期待，快乐阅读，您
可以写信至sayittoitema@itemagroup.com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mailto:sayittoitema%40itemagroup.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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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寄语

 

我很高兴地通知您，Itema集团已经收购了技术性复合产品
主要供货商Lamiflex 61％股权和提供高科技宽幅打印解
决方案的供货商NoeCha少部分股权。此次收购是Itema
扩张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其主要股东，即拥有60％股份的
Radici家族和剩余40％股份的Arizzi e Torri家族做出的决
定。目的是通过收购那些以创新作为驱动，并以此来提供巨
大的规模经济从而促进彼此核心业务共同发展的公司的股
份，实现多元化的经营，形成互补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最终
加快Itema的持续扩张，确保长期盈利能力。 

随着Itema集团在这辉煌的五年时间里连续每年以两位数增
长的速度将织机的销售额翻了一倍，我们现在正准备加强技
术的领导地位，从而加速扩张步伐，通过针对性的收购增加
我们的全球影响力。

我们选择Lamiflex和NoeCha是因为它们超前的使命和创
新的方法，与我们致力于供应高性能且先进的机器的奉献
精神完美契合。结合我们的优势，我们无疑将在开发和生
产创新、高科技产品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Itema会保证给
Lamiflex和NoeCha的全球客户一个基于全世界生产基地的
精益制造理念和全球性代理商和分销商网络的结构化组织。
我们相信第一轮收购将是我们多元化战略的重要起点，会在
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带来积极结果，创造出巨大的协同效应并
为我们的客户和股东增加价值。

总部位于贝加莫省Ponte Nossa的Lamiflex公司专注于碳，玻璃和Kevlar等复合材料，提供创新解决方
案组合和获得专利的新产品，这些产品具有出色的多功能性和适用性，可用于工业应用，也适用于纺织
机械，医疗和航空航天等广泛的行业。

NoeCha同样坐落于贝加莫省，是一个提供高科技印刷解决方案的快速壮大的年轻公司， 

例如灵活的宽幅工业UV-LED平板数字印刷机以及用于逼真、高影响力图形的NoeCha ONE。NoeCha
保证了在不同类型材料上的优秀的印刷性，3.2×2米大小的材料已正常速度生产最多可以达到600dpi ×  
600dpi的图片分辨率。

Itema集团的举措旨在创造和刺激其自身以及Lamiflex、NoeCha、RadiciGroup公司经营的各供应链
之间的重大协同效应，不仅在纺织机械行业发展壮大，而且还要扩张到新兴，高度创新的行业，如复
合材料。因此联合到一起比起单独一家公司更具有竞争力。这些收购将带来流程的优化和产品性能的
提高，并提供更短，更可持续的供应链带来的优势，减少联合经营的环境影响，符合循环绿色经济的原
则。 

意达集团CEO  Carlo Rogora

了解更多关于Lamiflex 了解更多关于NoeCha

http://lamiflex.it/?lang=en
http://noec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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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角

ITEMA R9500 
织机历史上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剑杆织机--拥有无与伦比的多样性
自从50年前Somet公司推出第一台无梭剑杆织机后，传剑系统便开始显示出其广泛的多功能性—在织
造多种图案和纱线方面与其他引纬系统相比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传剑系统因保证了优良的机器效率和更高的生产力而出名的情况下，织造技
术不断进行发展，为了能在性能和生产速度上取得显著的提高。 

Itema R9500—最近历史上最成功的剑杆织机—代表着多功能性和生产力的完美结合。

R9500织机于2012年10月被推出并在全球建立令人深刻的安装基地，回顾这五年，我们可以将
R9500织机的主要成功因素归功于市场上绝对一流的纺织品表现，也被证明是因为重复订单和客户试用
的结果。 

Itema的成功是在最好的技术知识基础上，继承并融合Somet, Sulzer 和Vamatex三大纺织巨头，加上
巨大且持续的研发投入，才有了如今R9500织机的成功。Itema R9500体现了正负剑杆引纬系统顶尖
的方面，能够提供两种不同的最佳方案,这是Itema客户的可以享受的独特优势。

Itema R9500保证了剑杆织机技术的所有固有优点，也就是更高的生产力和因为机械零件减少而带来的
维护的减少。此外，R9500确保了卓越的效率和市场最好的纺织品多样性，因此我们将Itema R9500
定义为“市场上最正面，负面的剑杆织机”。 

Itema剑杆织机已经被量身定制以满足织造者的苛刻要求，例如通过加宽剑杆使其具有更多的开放角
度，使得即使最粗的纬纱也能够被引入。

剑杆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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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a R9500 织机实际上可以配备两种不同的剑杆引纬系统。

· SK 传剑系统为高速织造而设计，提供高性能和卓越的织物质量。 配有引导剑杆和钩子，是牛仔布和
棉服装等面料的理想解决方案

· FPA—无导钩积极式传剑系统结合了积极式剑杆系统的多样性和高性能及高效率，能让我们的客户即
使是在织造chenille, lurex 和 bouclé这些需要精细和特殊纱线的复杂面料的时候，也可以拥有无尽
的创意可能性。FAP传剑系统带有一个没有引导原件的走梭板，可以保证即使是最细腻的经纱也能轻
柔有效的处理。FPA是适用于家具，室内装潢，丝绸和技术织物等高度复杂的风格的最合适的剑杆系
统，能够提供积极式系统的多样性而不牺牲消极式所确保的性能。

R9500的积极方式，使得Itema剑杆织机成为家具和技术应用领域无可争议的市场领导者，此外，这也
是由Itema的电子纬纱剪刀，选纬器和ISD独立织边装置这些专有设备保证的。

电子纬纱剪刀由Itema研发并于2001年进入市场，它由独立的电机驱动，能够对每一根纱线进行不同次
数的裁剪。由于电子纬纱剪刀的应用，织造者们避免了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去寻找一个最可行的折中
方案，只为了给不同类型的纬纱设定一次裁剪。Itema保证了大大提升工作效率的结果，也避免了因错
误的设定而带来的织造中断。其更多的优势也包括完美的引纬和纬纱废料的最优化。

考虑到引纬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中除剑杆之外，还包括其他战略上的工具，值得一提的是Itema的选
纬器。它是所有选纬器中最为紧凑的，由于拥有最优化的工作环境，使得纬纱和经纱在操作上变得非常
方便。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ISD独立织边装置，它实现了一种对辅助布边及基本花型的独立参数设定，因此导
致了一种由面料的紧致感带来的优越质量。

在Itema，织造者可以同时从消极式和积极式剑杆系统的优势中获益：积极的进行消极的织造，就选
Itema。

http://www.howdoyoude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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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虽然2017相比前两年的各种贸易展会来说可能是略显安静的一年，
但是Itema可以高兴地宣布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的同事周游世界，试图更加贴近来自世界各国国家的客
户，比如哥伦比亚（colombiatex），孟加拉国（DTG），埃
及（egystitch），埃塞俄比亚（acitf），土耳其（ege-tmf和
KTM），印度尼西亚（indointertex），巴基斯坦（igatex），德
国（Techtextil）和美国（Techtextil North America）。为了
来到客户身边并展示最新一代的技术，Itema推出了名为“ITEMA 
INNOVATION ROADSHOW”的一系列专题活动。

客户和贵宾们可以直接在土耳其和中国的特殊活动中直接体验最新一
代的织布机。

布尔萨，土耳其
日期:2017年3月8/9日·主办方：意达客户R.E ÖZ-ELİ·织机：R9500 & A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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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尼兹利，土耳其
日期:2017年3月22日·织机：R9500terry & A9500 

平地，中国
日期：2017年3月22/25日·织机： R9500denim & R95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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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

过去四年意达旨在进行重大的改革和广泛的重新组织活动，目标是使从Col-
zate到Zuchwil到上海的Itema集团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设施更加优化，合理化
和现代化，使其完全符合精益制造的原则。
如今的Itema相比于过去是一个更加精简、更加容易的版本。所有这一切都归功于首席执行官Carlo 
Rogora的远见，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他在五年前就启动了一个重大计划来彻底改变公司内部的生产和
物流流程。 

Rogora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周转业务执行官，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个 “精益”的专业人员队伍，其任务
是完全重新考虑公司生产和物流相关的所有流程，以提高效率，为意达的客户带来实时利益。 

最终的目的是提高该公司集团的能力，以满足客户的需求，确保必要的灵活性，敏捷性和快速响应不断
变化的市场的能力，减少交货时间，同时，提供更好的服务水平、质量和成本。 

这就是Itema从意大利的Colzate到瑞士的Zuchiwil再到中国的上海，如何一步步走向精益制造并优化其
生产设施的过程。现在，所有Itema工厂都是世界一流制造业的真正标杆，完全遵守最严格的精益制造
原则。 

“精益”项目最初集中在Itema集团在Colzate的主要工厂，涵盖了机械加工，欲装配，装配和质量控制
的整个过程。此后不久，精益制造的实施活动也在上海装配现场推出，其目的是将上海地区的装配程序
整合并标准化使之达到意达集团的整体水平。最后，也同样重要的是，一个专门的团队已经到位，负责
瑞士Zuchwil的前苏尔寿工厂的现代化改造，瑞士Zuchwil公司今天仍然生产传奇的片梭织机，受到了全
世界这一技术爱好者的尊敬。 



Itema · Red Dot News 2017夏季版 页 8/12

所有工厂的努力首先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区域，目的是为了大大缩短整个生产过程所需的时间，逐渐地将
推动式的生产转化为拉动式的生产，以确保生产部门所做的每一步都能创造真正的价值。

为了做到这一点，公司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内部和外部物流，从而涉及到的不但包括生产领域，也包括
物流和采购领域。

所有的调整首先集中在预装配领域，后被逐渐扩大到装配部门。这些改变特别集中在：

· 整个生产过程的价值流程图

· “5S”管理活动（“5S”代表一种工作现场的组织方法，采用五个日语单词：seiri, seiton, seiso, 
seiketsu and shitsuke，可以译为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

· 重新规划预装配小组

· 执行内部kanban管理方式（“kanban”是一种通过控制供应链以达到及时生产的系统）

· 预装配车间内一件流概念的应用

· 审查部门内部物流的装备和组织方式

Itema的精益制造项目在交货时间，减少浪费和提高生产效率等多个方面制定了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
标。在精益制造项目实施的同时，也通过特制的数控设备对生产厂房进行了重大的投资，进一步提升了
意达厂房的灵活性，容量和能力。 

迄今为止取得的结果会证明一切。意达现有厂房的生产能力已经提升超过一倍，因此我们能够满足市场
不断增长的对意达织机的需求并且保证市场上最短的交货期。 

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停止，而是继续自豪而坚定的走精益制造的道路，为我们意达客户创造长久的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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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ING EXCELLENCE 日记

认识一下我们的品牌大使Ajay Arora先生—D’Decor
公司总经理，探索Itema卓越的织布技术如何帮助公司
获得成功。

有时做生意并不仅是商业上的交易，而且是真正的双赢关系。Itema的忠实
顾客D’Decor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使用意达的
织机，织造出非常精美的家具布料，因此而享誉世界。
听总经理Ajay Arora先生讲述D’Decor成功的背后：只为客户提供最好服务的决心。其中意义深远的
一点就是与Itema的合作。两家公司的合作可追溯到1999年，当时D’Decor在印度Maharashtra的
Tarapur成立，开始用Itema的剑杆织机Super Excel生产家具面料。自那以后，D’Decor逐渐发展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软家具面料生产商，并且每年都会安装新的织机，一再显示了其对Itema的信心。2013
年，D’Decor是印度首批安装Itema最新的剑杆织机R9500的公司之一，通过多次重复订单测试其卓
越的纺织品性能和更高的机器效率，并确认其选择。D’Decor在5个最先进的工厂中安装了超过400台
Arta剑杆机的基础上，每天为世界各地的家庭生产超过12万平方米的高质量面料。Itema最佳的剑杆织
机R9500，无论是带导钩SK传剑系统和无导钩FPA传剑系统都可以让D’Decor编织各种家具和窗帘织
物，而不限于图案和纱线。包括或粗糙或精致优雅的纬纱，比如lurex, chenille 和linen等。

观看视频，听主角Ajay Arora讲故事。

在这里阅读完整的故事： 
http://www.indiantextilemagazine.in/corporate-news/d-decors-stellar-role-in-home-
furnishing-industry/

https://youtu.be/82gvEwytjSc?vl=en-US&fs=1&autoplay=1&re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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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是一种激情的表现。它体现在当你做任何事时，不仅仅要求做好，而
是追求更好。我们骄傲地为您推荐由我们尽挑细选出的10位意大利纺织
商，他们带来的是用我们意达织机纺出的品种繁多质量优秀的经典面料。
http://www.itemagroup.com/en/company/weaving-excellence/

http://www.itemagroup.com/en/company/weaving-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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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内容

升级&转换套件 
可以在MY ITEMA(超链接)门户网站上的新的专用板块”升级&转换套
件”中实现

赋予织机新的生命

拜访如今的MY ITEMA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直接在线用您的语言直接订购备件，甚至升级和转换你需要的套件。

为什么升级套件？ 
升级套件可确保多种优势，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

• 增加/改变现有织机的功能

• 提高织机性能

• 使客户更加友好

• 通过转换到新面料的生产提高多样性。

https://portal.itemagroup.com
https://portal.itemagroup.com
https://portal.item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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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订购升级套件? 
您可以轻松访问“升级&转换套件”板块，在这里你可以：

1. 搜索要升级的织机模型，

2. 从现成的列表中选择您要查找的转换类型，

3. 下载描述所选套件的PDF

4. 填写所需信息。

请与备件订购台联系，以获得所需配置的升级工具包代码的正确代码：

· spareparts_it@itemagroup.com 用于Itema和前Promatech机器

· sparepartsservice@itemagroup.com 用于前Sulzer机器，包括P7300HP型号。

你知道吗？
· 备件门户网站支持8种语言（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和中文）

· 每个公司最多5个用户帐户

· 自动输入订单列表

· 跟踪您的在线备件订单

· 用户访问和维护手册 

订阅我们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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