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AVING EXCELLENCE 
日记

公司投资 技术角

RED DOT

2018年ITMA亚洲展会
特别版

News



2 www.itemagroup.com

Itema S.p.A. 
Corporate Headquarters

Via Cav. Gianni Radici 4
24020 Colzate (BG), Italy
电话	 +39	035	7282111
传真	 +39	035	740505

目录

CEO寄语	 	.......................................................................................................... 	 3

公司投资  ............................................................................................  4

•	意达纺织机械	..............................................................................................  5

•	意达校园，意达培训的方法	 	...................................................................  7

•	意达零备件和售后服务	..........................................................................  10

•	精益生产精神	...........................................................................................  13

•	在4.0时代，意达如何发展织机	.............................................................  15 

•	Lamiflex	–	一家意达集团公司	 	........................................................  17

技术角   ...............................................................................................  19

•	R95002denim:	牛仔布织造更进一步  .........................................  20

•	iSAVER™	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时 ................................  22

•	R90002,	第二代成功的意达剑杆织机在中国组装 ........................  24

•	意达	R9500	剑杆织机		拥有无与伦比的多样性 ...........................  26

•	意达喷气织机A9500	–不仅仅是一台非凡的织机  .....................  28

•	意达喷气织机A9500&A9500p:																																																														
更多的成本节约以及更出色的织物质量  ......................................  30

•	意达R9500terry	剑杆织机	市场上最佳的剑杆织机	......................... 32

Weaving Excellence 日记  ....................................................  34

•	凯龙  ...........................................................................................  35

•	千百荟  .........................................................................................  35

•	北江纺织  ....................................................................................  36

•	万兴隆  ........................................................................................  36

•	金号集团  ....................................................................................  37

•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 ....................................................................  37

•	D’Décor ..................................................................................  38

•	Arihant	Syncotex	Mills   ..........................................................  38

•	Sürü	Tekstil	 ..............................................................................  39

活动和展览  ......................................................................................  40

•	意达2018年ITMA亚洲  ..............................................................  41



3www.itemagroup.com

自我加入公司至今已年，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当我回顾公司

这些年的改变我所感受到的成就感。.

要提到的里程碑太多，其中重要的有我们新产品的发布，在

全部三种引纬技术上市场份额的获得（注：意达是唯一提供

三种顶尖因为技术的品牌：剑杆、喷气和片梭），和意义深

远的公司转变。

我们对生产进行了完全重新设计，对所有场所实施精益

制造，对创新和自动化进行不间断投资。我们的创新中

心，ItemaLab意达实验室，因对“未来织机”项目先进的科

研努力和发展被授予2016年意大利机电奖。我们整合了我们

的产品组合，更多的创新更短的产品入市周期，因此我们每

年都推出新的织机。事实上，我们全新的“入市”一直在以

压倒性的市场认可度及高比例的重复订单数创造历史。

Ing.	Carlo	Rogora
意达集团CEO

CEO寄语

对于我们的技术急剧增长的接受度证明了创新结合强大的技

术诀窍是有回报的。我们持续关注的不仅仅是满足并超越织

造者的需求，而是更加深远，即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有了

股东们的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发挥双研发部门的作用专注

于提供更优秀、更智能、更快速的解决方案，提高机器性

能，降低能耗并加强用户友好性	。

特别是今年，我们庆祝了我们的第一台剑杆织机50周年的重

要里程碑，因此今年我们的目标更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贴近您，庆祝过去，共同建筑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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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集团从2003年起进驻中国，有着经验丰富的销售
和后售集团	 、先进的生产组装设备，以确保织造解决
方案的高标准以及能提供给所有意达客户的完备产品和
服务为使命。
事实上，意大利技术主要投资于世界各地所有生产工厂
的优化、工艺改进和检修(注:意达在意大利、瑞士和中
国都有生产工厂)，	 将提供先进、高保证的织造技术至
接近意达客户的地方作为明确的战略。
2014年，意达集团开设了中国分公司的新办公楼，办
公楼搬迁至上海的战略位置，拥有现代化的动态设施，
旨在将欢迎客户的优良环境与有组织的结构化制造和装
配工厂相结合，以确保高质量标准。

意达纺织机械中国总部除了先进的欢迎客户的优良环境
外，还设有一座欢迎客户的优良环境，备件仓库和物流的
中心，电子和机械维修中心以及一座意达校园培训中心。

中国的意达: 
一家先进公司成就优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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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纺织机械拥有150名员工和一条基于公司意大利总
部实施的现代化精益生产理念的装配线。
2016年，意达做了一个史无前例地行动，即发表了一
项宣言要通过先进技术、设计	 时为客户的需求所想以
及快于以往的交货时间，来比之前更好的满足客户具体
的织造要求。欢迎客户的优良环境，无论是对于细节和
质量的注重还是稳定和性能保障都如出一辙，这些正是
客户购买意达机器时所看重的。作为织造行业中采用这
种面向未来的战略的制造商之一，意达坚信中国和世界
各地的织工始终应该拥有先进的技术。
意达决定完全重新定义织机制造业如何接近中国市场。
无论客户身在世界何处，无论他们织造何种面料，当选
择了意达织机，他们便得到了高质量的保证，	比他们预
期的更好、更快，根据他们自己的地点和时间所需求。

自推出这一战略两年后，意达已达到成功的结果。在中
国组装的意达织机的订单量不断充足，市场份额大幅提
升，都是代表成功的不可否认的证据，并明确证实提供
高质量的产品是与客户建立双赢合作关系的关键。

在ITMA亚洲2018年期间，意达将邀请全球客户和客
人参观其在上海的办公场所，参观者将有机会亲眼目睹
公司在中国的先进组织。
对于愿意访问意达的人士，可以在意达展台接待处（展
馆3号	 -C25展位）进行登记，届时将提供穿梭巴士前
往其中国分公司进行详细的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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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校园, 意达培训的方法

无论织机是织机操作如何简单，操作界面如何人性化，
培训如何使用织机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尽管织机
自我调整功能，人工智能系统4.0将是未来的织机的必
然趋势，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人为的操作还是决定织机能
否达到效益表现最优化的绝对因素。
这就是为何，意达仍然竭力建议我们的客户参加始建于
2015年6月的ItemaCampus中心的培训课程，因为我
们所有的培训计划都是为每个客户的织工量身定制的。
手把手的培训项目包括：R9500剑杆织机，R9500毛
巾剑杆织机及A9500喷气织机，简单的介绍下我们训
练有素的培训人员有来自意达的纺织工程师和意达的技
术人员。培训收到了来自客户的积极反馈，我们的产品
售后团队始终竭尽全力的为每位意达客户提供最优质的
ItemaCampus培训课程。下次的新闻稿将会提供更多
有关于此的信息。

意达HQ培训中心现提供一个现代化且功能完善的场地命名为

意达校园 

红点新闻	-	2017年春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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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4日，意达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开设了全新
的最先进的培训中心意达校园。
在开幕式上，100多名巴基斯坦纺织业的精英代表和高
层官员一起出席了会议，意达与其在巴基斯坦唯一的独
家销售和售后代理“Noon	International”一起为意达
校园揭幕，并介绍了为不断增长的客户群体来带利益的
创新的剑杆和喷气技术。
在首席嘉宾巴基斯坦纺织协会主席兼Kohinoor公司首
席执行官Aamir	 Fayyaz	 Sheikh先生、意大利驻巴基
斯坦大使Stefano	 Pontecorvo先生面前，Itema集
团总部代表，销售及市场总监Christian	 Straubhaar
先生、负责巴基斯坦销售的Franco	 Brambilla先生与
Itema和Noon的销售团队、售后及市场人员介绍了最
新的市场趋势，Itema技术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以及成
为开幕式真正焦点的明星织机，引起了各个公司经营者
和管理层和广泛关注和好奇。

意达校园拉合尔

意达集团的销售及市场总监Christian	 Straubhaar先
生在开幕式上说：“我们正为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公司庆
祝一个新的里程碑。巴基斯坦是意达最具有战略意义的
市场之一，也是一个拥有强劲增长潜力的国家。”校园
的概念是把意达带入巴基斯坦，因为我们相信实体的存
在是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和积极的商业环境的必要条件。
我们希望意达能够能加接近客户，意达校园培训中心就
是我们对巴基斯坦纺织业的坚定承诺，我们已经做好准
备，与我们创新的一流的织机一起努力，使巴基斯坦纺
织厂能生产出最高质量的织物并在全球市场取得最大的
成功。
“我们非常自豪继2015年意大利意达校园之后再次推
出新的培训中心，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和现代化的空间里
有一种‘校园’的感觉。我们希望每一位我们的客户都
能在这里感受到欢迎并且直接体验到意达织机的雄厚实
力和技术优势。”	Straubhaar先生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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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现有一个全新的在线培训门户网站作为意达网站的
一部分，以提升我们的客户体验。
现在您可以根据您的机器型号和意达学院的位置来查看
和选择您感兴趣的培训课程。
客户还可以直接从门户网站发送在线注册请求。
在我们的网站上这一新的版块已经用英文出版，并且很
快也会以其他语言发布。

与此同时，您可以在以下链接中亲身体验一下：
http://www.itemagroup.com/en/products/training/

意达培训门户

离客户更近
“无论意达新一代织机是多么的直观和易于操作，培训
仍然是充分发挥织机性能的关键因素。”	Straubhaar
先生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意达强烈的鼓励客户充分
利用意达校园，并在其中安排最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培训
课程对织造者进行培训。”
最新的意达剑杆织机R9500、喷气A9500系列织机以
及片梭P7300HP	V8和R9500terry织机的实际操作培
训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着，包括意大利科尔扎泰总部
的意达校园以及全球其他培训中心，包括：
•	沃勒劳，瑞士

•	上海，中国

•	哥印拜陀，印度

•	茨城，日本

•	斯帕坦堡，美国

随着巴基斯坦拉合尔首个意达校园的开设，我们可以根
据客户的兴趣在当地提供培训课程。并且，除了上述地
点之外，意达还能在客户工厂内直接对织机操作人员和
维护人员提供培训，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便利性和效率。
客户可以通过意达网站在线查询意达校园及课程相关的
信息，并请求加入特定的课程。更多关于意达校园在线
注册的信息将在下一期的红点新闻发布。关注此空间！

同时你可以亲身体验!

红点新闻	-	2017	秋季版 红点新闻	-	2018	秋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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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零备件和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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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达展台，参观者将有机会见到我们专门的产品护理
和备件团队，并发现可充分利用意达织机性能的各种选
择，包括：
•高质量的更换零件，快速周转和交货时间;
•升级和转换套件，以优化机器性能，并在现有织机上
改进最新的意达创新;
•由合格的意达人员和授权服务代理网络进行电气，电
子和机械维修;	和
•在意达校园地点之一或客户现场进行专门培训。

其他人称之为“售后市场”，意达称其为我们的客户“
安心”。

原装
您投资了市场上最新和最具创新性的织造机械，您正在
生产的面料有着你的设计团队天马行空的想象并让你的
客户对此深深着迷。如果零件意外断裂，你想要的是最
快速、最可靠的支持来使您的织机重回正轨。

保护您的织机设
备和投资，严格
选择原装备件，
充分利用您的织

机。正品零件专为实现完美贴合和最佳性能而设计。

凭借我们先进的精益制造能力，我们可以使用遍布我们
生产现场的100％最新型号5轴数控机床快速高效地生
产订单，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以检查是否存在任何偏差
或缺陷。

无论替代方案看起来有多好，都是逆向工程，但大部分
是假的，与您的织机不匹配。	 使用原装零件已经证明
可以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提高设备的性能。

我们的销售代表可以第一时间向您展示选择原装零件的
优势。

在ITMA ASIA 2018期间，意达将专门展示展台的特殊部分， 
以突出为意达客户提供的重要售后产品和终身支持。

myItema
我们的OEM在线商店myItema是一个基于网络的直观
订购系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的工具来
浏览我们的零件目录、创建所需零件的购物清单并直接
订购零件。该系统还提供在下订单之前接收报价和可用
性指示的选项，以及在线跟踪订单进度和状态的功能。

在线订购您的原装备件再简单不过。登录后，访问“备
件订购”部分，选择“报价”或“订单”，随后选择“
意达产品”分类下舒美特	–	范美特	–	意达品牌剑杆
和喷气机器）或苏尔寿/苏泰丝产品下苏尔寿	–	苏泰丝
品牌机器和意达片梭织机。

通过件号在myItema中搜索，从在线提供的机器目录
中添加或从Excel文件或保存的心愿单导入。申请你的
myItema帐户（通过sparepartsservice@itemagroup.
com）来发掘我们客户门户的全部功能。

还没有在我们的myItema门户注册?
ITMA亚洲	 展览会期间在我们的门户网站注册，您的第一

零备件订单获得15	%的打折。	此规则适用于意达站台	。

您知道了吗?

大型组织可以从多个用户帐户中受益，以便更广泛地扩
展myItema门户的优势。同一合同方可以申请多达五
个不同的账户，其中只有一个可以被授权进行订购。通
过这种方式，您织布厂里的人员和/或采购部门可以提
前准备购物车，只有经过特别授权的指定人员才能点击
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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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和转换套件
意达提供全面的升级和转换解决方案组合，旨在将最新
的意达创新直接引入您的织布厂。
提高机器性能，恢复或改进功能，或延长设备的使用寿
命。
现在可以把您现有的织机翻新成最早由苏尔寿/苏泰
丝、舒美特和范美特等历史品牌生产的机型，这些历史
品牌组成了如今的意达。
无论您是希望优化机器性能、改善用户友好性和人体工
程学、降低运营成本，还是开始生产新型面料，意达都
能为您提供合适的升级解决方案。
浏览我们myItema电子商务商店中现有的套件目录或
立即联系您的销售代表询问更多信息。

维修服务
我们的专业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机械、电子和电气技术人
员组成，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维修服务帮助您的织机重新
投入生产并减少停机时间。所有电子、电气和机械维修
服务都经过全面测试以确保质量和性能。

电子维修服务
意达工厂培训的技术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和电气维修
服务，包括伺服电机维修和变频器驱动维修、印刷电路
板和处理器控制维修等。专业的意达电子维修中心在意
大利、瑞士、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
选定代理处提供优质、快速和高效的服务，并且配备齐
全、经验丰富，可解决意达设备所有制造商和型号的任
何电气和电子问题。

机械维修服务
我们经验丰富的维修技师也擅长机械维修，让您的织机
重获新生。

更贴近我们的客户
意达重视在地理位置上与客户的亲近。这就是为什么除
了意大利和瑞士的两个主要欧洲生产和自动化分配送中
心外，意达还在中国、美国、印度、日本运营备件中心
和专用服务站，并倚靠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的经过精
心挑选的大范围代理商网络和代表。

我们的零备件物流中心处理约100,000个种类繁多的
OEM零件代码，这些代码可以涉及到我们织机组合中
早期的织机制造商和型号。

当您订购OEM更换或升级零件时	 -	 无论是直接在myI-
tema在线门户网站上，联系意达销售或服务代表，亦
或致电您所在国家的意达代理商	-	您的请求都会基于您
织机的型号和可以给您发货的最近位置自动转发至离您
最近的客户服务中心，从而确保以您的语言提供最快的
响应和发货时间以及客户服务。

联系信息
有关备件订单、升级和转换套件、价格、发货和可用性
的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专用备件订购中心，如下所:

舒美特	–	范美特	–	意达品牌剑杆织机和喷气织机咨询	
spareparts_it@itemagroup.com

苏尔寿	–	苏泰丝品牌织机和意达片梭织机咨询
sparepartsservice@itemagroup.com

对于在中国的所有备件查询
Li	Yuh	Hu先生–		leo.hu@itemash.com				
Judy	Lu小姐			–		judy@itemash.com							

对于在亚太地区国家的所有备件查询
Samuel	Leung先生		–	info@itema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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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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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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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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zate到Zuchwil到上海的意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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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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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点新闻	-	2017夏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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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时代，意达如何发展织机

为了配合我们的精益生产计划的一系列改变，我们希望
与您分享	 一下，看看意达先进的织机如何在当今互联
且快节奏的“4.0”时代中设计和生产。

为了使我们的全面努力成为现实，我们必须明白，我们
在意达必须真的相信，为了保持和发展意达织机的市场
竞争力，我们首先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意达拥抱
充满可能的4.0时代并将其应用到我们日常生产中的方
法是从每个部门的底层开始，基于对每个过程中主要参
与者的工作条件的深入分析：人。

质量、安全、效率等流程优化背后的必要条件是管理和
为公司选择支持技术等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因素。

智能工厂的总体愿景，充分体现了我们公司的精益思
想，在每一项活动和我们的工作方式中都根深蒂固。我
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主要焦点都是在最终客户身上，
每一项改进措施的执行都是为了从底层生产流程的转换
中识别和消除所有低效或非增值的活动。

现在关于4.0之路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的说法有很多，
让我们来深入探索一下具体的企业的实践，实践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和加速向智能工厂的过渡。

在全球我们所有的生产和装配设施中实施混合模型装
配线本身就需要开发一个充足和强大的IT系统，以便
管理每条装配线上各工作站所需的活动和操作上的高
变动性。

在那些遇到由生产线操作员带来的高变动性活动的工作
站都配备了最新一代的智能平板电脑，使工作人员能够
在需要的时候实时访问与该装配操作相关的准确文件。

智能平板电脑上载有专门针对当前织机的详细信息以及
当天在该工作站该织机上执行的操作。操作员使用条形
码扫描仪可识别已经移动到装配线上指定位置的织机，
并确定要针对特定织机执行的操作和活动的确切顺序，
过程中伴随着可视化的教程以便更新。这都归功于意达
织机配置的高可变性以及最大的特殊性，可以完全反应
客户的具体要求，而不是提供那些不能够完全满足纺织
厂需求的开箱即用的标准化织机。

这样的设置使我们能够实现一个非常合格并能跨职能工
作的装配线工人和资源，能够执行范围最广的操作，跨
越了意达产品组合中的所有织机和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解
决方案。最终的结果不仅在质量和灵活性方面表现突
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员工激励和总体的工作满意度方
面更加具有意义。

智能工厂也代表着工作场所的安全和保障员工的健康和
福利，我们很高兴的说，我们特有的创新方法和解决问
题的思维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运作这一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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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节能方面，2016年，Itema向楼宇自动化迈出了重
要的第一步，在所有技术平台上引入了所谓的KNX总
线（世界级标准符合所有主要的欧洲和国际标准，允许
自动化和分散化管理建筑物的技术系统），并安装Mo-
vicon™BA	Scada	 /	 HMI控制和管理界面。该系统目
前控制和管理加热系统，监控和记录所有相关的技术
警报并提供通知：通过电子邮件或SMS将报警信号通
知给相关人员，确保及时评估和干预。系统体系结构由
Movicon™BA所在的集中式虚拟服务器管理，它允许
集中和整合工厂的所有子系统，即使是来自不同的网络
和设备。数据库中记录的数据将通过为此目的准备的图
形对象自动提供，例如表格显示窗口，网格，趋势，报
告等，以提高能源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显著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能耗。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行动以确保最大限度的工作场所
安全，我们公司投资了最新一代的积极式车队管理系
统，专门用于日常操作中使用的叉车，	这对我们Itema
的所有员工来说都极为重要。通过使用车载远程信息处
理系统和GPRS	 /	 3G传输数据，该系统可以精确测量

每辆叉车及其操作员的各项活动，包括工作时间，电池
电量，管理以及事故（如果有）。通过相同的过程，数
据可以传输到叉车以防止万一发生的事故，例如通过操
作员的授权，更新软件和重新设置叉车。所有信息都可
以但不仅仅通过在线门户网站获得。一些重要的相关程
序也可以通过专用的手机APP访问。控制叉车车队信息
流的能力自然而然的导致潜在事故的显著减少并且提高
工作的安全性。该系统还允许远程访问和在必要时切断
任何叉车的部分或全部功能，直到它们完全恢复并经过
检验后重新投入运行。

以上只是意达在稳步向智能工厂过渡的过程中研究和实
施的解决方案的几个具体示例，这些解决方案也涉及
我们的其他生产活动领域，如AGV装配线，“Just	 in	
Sequence”供应系统，	 “设备自动化”等等。	 我们
会在未来的红点新闻版中为您保持最新的智能工厂和
4.0活动。	敬请关注。

红点新闻	-	2018	秋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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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iflex在市场上发明了第一个柔性剑带，现在，无
论是先进的复合材料设计和制造优秀的剑带和配件以
及其他广泛的领域，它都是无可争议的技术领导者。
意达和Lamiflex之间协同作用的第一个结果是意达
R95002denim的全新TLC三层碳纤维剑带。

除了织机的核心业务外，意达还在工业领域实现多元
化，现在是Lamiflex的大股东。Lamiflex是纺织机械
行业领先的高性能技术复合材料产品和配件供应商。与
Lamiflex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意达能够利用碳纤维
和其他复合材料的综合专业知识和超过40年的专业知
识，并与Lamiflex合作，不断改善同类先进剑带、链轮
和织机其他关键部件的使用寿命和性能。

从发明家成为市场领导者
如果Lamiflex现在是复合材料的领先制造商，这要归功
于1976年的一个富有远见的商业理念，该公司为剑杆
织机设计和生产了一种全新的柔性剑带。第一块尼龙带
很容易在高速下融化。	 Lamiflex设计了一种新的复合
棉和酚醛树脂胶带，可以应对更高的织机速度	-	这项发
明永远改变了纺织机械行业。
事实上，复合剑带是历史悠久的Lamiflex产品，一直是
研究和公司创新的核心。它在全世界都是众所周知和欣
赏的.	Lamiflex	不仅是这种产品的发明者，也是这类产
品无可争议的技术和市场领导者。四十多年来，尽管越
来越多元化进入其他行业，剑带及其持续改进仍然是所
有在Lamiflex工作的人的心灵和思想。现在更是如此，
因为与意达的更密合作。

一种改变了纺织品制造历史和世界的产品
在生产各种纺织品（从服装到豪华家用纺织品，以及复
杂的工业用布织物）时，世界各地的织造厂越来越多地
选择剑杆引纬技术，	 由于种技术的出色多功能性和优
秀织物质量	。只要有剑杆织机，就需要一个战略意义的
重要部件	-	柔性剑带。	Lamiflex在先进材料和复合材料
解决方案方面的持续研发以及40年专业知识，确保La-
miflex磁带具有高性能，能够开发绝对突破创新产品。

在2018年 ITMA 亚洲展览会 ，在3号展厅E9展位，
Lamiflex将展示市场上全面的产品组合,                         
包括原装柔性剑杆织带、链轮和其他配件。 

在纺织机械行业，Lamiflex还发明了其他重要的配件
产品，如链轮（用于移动剑杆带的齿轮）。到目前为
止，Lamiflex是剑杆织带和配件产品的主要供应商，这
些产品主要供应给先进剑杆织机的世界知名的原始设备
制造商。

业务多元化
除了织造配件外，Lamiflex还将其市场范围扩大到其
他许多领域，其中轻质，高性能的先进复合材料，如航
空，医疗和大量工业应用，从包装到柔印印刷，造纸
厂，海水淡化系统等等。	
Lamiflex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实时服务，这要归
功于多种先进技术	 -	 溶剂浸渍，灯丝缠绕，拉挤和拉
丝，包装，渐进和多室压力机，高压灭菌器，树脂传递
模塑和低压成型化合物	-	以及精益生产工艺。

意达和Lamiflex：合作开发创新解决方案
自2017年与意达合并以来，两家公司携手合作，在开
放式协同工程平台上整合和分享专业知识，最终目标是
开发最佳织造组件和动态织机配件，包括世界各地有名
的高性能、高科技的剑杆织带和链轮。这是两个市场领
导者密切合作的伙伴关系，寻求各组织之间的协同效
应，尤其在研发上，分享专业知识，公开合作，以及实
时原型设计和测试。

Lamiflex已经成为意达R9500剑杆织机系列的剑带
和链轮的独家供应商。意达和Lamiflex之间协同效应
的第一个成果是成功联合开发了全新的高性能TLC三
层碳剑带，该胶带是为ITMA亚洲展览会展出的突破性
R95002denim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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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达实验室研发的	iSAVER™ 超轻SK剑头

优化的意达开口角度 更符合人体工学 新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剑头开启器

剑杆织机

新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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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仔布织造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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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意达专牛仔布的剑杆织机R95002denim将首次在中国展出，造福亚太织造者	。
	 意达R95002denim	 二代机于2018年4月推出，已经成为今年的成功案例，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和要求。	
ITMA亚洲参观者将亲眼看到意达R95002denim	二代机为牛仔布编织者提供的非凡优势。
大量节约成本，出色织物质量和优秀用户体现是意达R95002denim	 二代机的特点。这台具有突破创新的设备和
强化的技能，保证在牛仔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
节约成本是R95002denim的关点。不但机器主要机械不见的优化可大大降低能耗，这台织机还具有突破性的设
备，iSAVERTM,	消除了织物的废边，使织造者能够节约成本的大量。
无论是在意大利或者在中国制造的，R95002denim	保证一样的优秀技术和性能标准。

意达R95002denim二代具有突破性的设备和强化的技能，使意达再次在牛仔领域领先一步，保证在牛仔布市场
上获得竞争优势，这得益于全新的创新点：

大量节约的成本
01. 由意达实验室研发的 iSAVER™																																				          
突破性的机械创新，消除了织物左边的废边。    
无经纱和纬纱的浪费

02. 节能																																																																				
机器主要机械部件和润滑系统的优化可大大降低能耗                                  
大量节约成本

03. 新的剑带 - 导钩系统                                        
重新设计和优化后，剑带	–	导钩系统为廷长
组件的使用寿命提供了显著地优势。意达集团
旗下的专业复合材料公司	Lamiflex	开发的全
新意达剑带采用了三层碳纤维的创新配置。                                   
最大的组件可靠性

超越的织物质量
04.  超轻SK剑头                                                  
为满足靛蓝织物的需要而特别设计。剑头的
革命性设计确保了其尺寸的缩小和最大程度的
轻便。超轻SK剑头采用精简轻便的设计，可
提供高精度的夹持并保证超越的纺织性能。                                                            
出色的纺织性能

05. 优化的意达开口角度                                                                           
全球公认的意达开口角度使织物质量更加完
美。事实上这是市场上最小的开口之一，却
保证了不可超越的牛仔质量、手感和外观。                                                              
出色的织物质量以及纺织品多样品

优秀的用户体验
06. 更符合人体工学 																																																							

R95002denim	具有比较低.																																																							

07. 意达纺织的协助																																																																
新的通用平台–	电子NCP平台为织造者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重要的工具，意达纺织的协助，可定制牛
仔面料。这是一种先进的同时可以直观的排除故障
的软件，能够通过具体的解决方案帮助织造者轻松
快速地克服织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最常见的困难。																																																																																			
给予织造者实时的帮助

08. 新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剑头开启器																																																																												
使织造者可以通过少量的快速移动即可
完成必要的设置操作，而无需其他工具																																																																				
轻松设置操作			

09. ISD- 独立布边装置																																																																																			
全新设计通过更大限度的减少灰尘积聚以减少维护																																										
减少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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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织造

节约2000欧元

节约	2千万升水

节约1000吨棉花

如果有人想赌什么在	ITMA亚洲展览会将引起参与者的
注意力，对的猜想肯定是iSAVER™。
曾经的剑杆织造技术牵涉到织物两侧的经纱和纬纱废料
的形成，然而今天，意达改变了游戏规则。
这项由Itema  Lab™（意达实验室研发）开发的新技
术能够完全消除左侧纬纱浪费，允许将纬纱插入织物中
而无需额外的纱线。	 iSAVER™显着减少了原材料浪
费，在机器效率，成本降低和节能方面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iSAVER™基于最新和最先进的机电一体化原理，为
织布工提供高度创新，直观且易于操作的设备

最多可处理四种纬纱颜色/纱线，iSAVER™具有四个
小夹子，用于在引纬过程中夹持纱线，并根据纬纱进行
移动。
无需额外的纱线即可进行引纬，iSAVER™消除了左
侧的废边，显著减少了原材料的浪费，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成本的节约

每台机器每年最低可节省2.000欧元，可环境将获得的
好处更多。有史以来第一次，编织者有机会选择可持续
的设备。由于采用了iSAVER™，每台机器每年可节能
1.000公斤棉花	-	占原材料总量的3％	-	因此可以避免
浪费2000万升水，相当于400,000阵雨。
数字很明显：iSAVER™的推出显然为牛仔面料生产
的可持续性树立了新的基准。	 此外，iSAVER™是意
达R95002denim的关键特性之。R95002denim是一
种专门用于生产牛仔布的剑杆织机，保证卓越的织物质
量，优秀的用户体验和大量节约成本。

当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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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FPA	-无导钩积极式传剑系统

最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更符合人体工学 新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剑头开启器	

剑杆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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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纬纱剪刀

05

R90002在中国的意达制造工厂生产和组装，通过借用意达R95002denim上实施的一些新的第二代技术进步，
在ITMA亚洲展览会进行了全面改造。R9000二代机为织造者提供市场竞争优势。确实，二代机与之前的型号相
比具有优化的的主要机械部件，可显着节约能源并提高性能。R9000二代机的符合人体工学保证优秀的用户体
验。由于较底的前部框架，织造者能方便地进行日常纺织操作。意达的通用平台–电子NCP平台通过高性能，超
灵敏的触摸屏控制台进行了改进。在ITMA亚洲展览会展出的R90002	，织造时尚女装面料，具有	FPA–无导钩
积极式传剑系统保证出色灵活性。
Stäubli	多比	2678使R90002	能够增强机器速度和达到优秀性能。
下面简要介绍R90002剑杆织机的亮点：

第二代成功的意达剑杆织机在中国组装

01. 节能                                                                    
机器主要机械部件和润滑系统的 

优化可大大降低能耗。																																		
大量节约成本

02. FPA -无导钩积极式传剑系统                                        
带有一个没有引导原件的走梭板 

减少经纱张力以提高织物质量 

优设计 

为了织造最广泛的复丝和单丝纱的超越的多样性

03. 更符合人体工学                                                        
R9000二代机	具有较底的前部框架， 

方便织造者日常纺织操作。																																																						
改进的机器可用性

04. 最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新的意达通用平台	-	电子NCP平台具有
增强的性能，超灵敏的触摸屏控制台。																																																																																			
优秀的用户体现

05. 自动纬纱剪刀 																																																																											
在苛刻的织造条件下也可靠而有效

06. 新的符合人体工学的剑头开启器																																																																																																																																																
使织造者可以通过少量的快速移动即可完
成必要的设置操作，而无需其他工具	。																																																																				
轻松设置操作

07. QRP认证	
两年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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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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 R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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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 R9500 剑杆织机  
拥有无与伦比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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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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点新闻	-	2017夏季版

http://www.howdoyoude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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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到喷气引纬技术时，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尽可能高
的生产速度，而了解喷气的专家指出，使用喷气技术进
行织造的主要关键因素是能耗。由于空气压缩机的安
装，喷气引纬技术与其他引纬技术相比能耗显得非常
高，而且纺织品的多样性也受到限制。
意达传统上是以将最好的专业知识和纺织技术应用于织
机而闻名，充分利用了如今已合并的三大历史性品牌范
美特，舒美特和苏尔寿的宝贵遗产。在这方面值得一提
的是意达不仅拥有将史上第一台剑杆织机引入市场的记
录，在发展现代化喷气织机方面也享有很高的荣誉，苏
尔寿于1971年与主要生产商合作设计并实现了这项技
术。
强大的历史遗产导致了意达对于织机性能的极大的关
注。当一天结束时，织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织物，它必
须是完美的以满足织造商最终客户的苛刻要求。意达对
此非常了解，并且广泛的向客户提供能够织造出优质织

物的织机，即使在最严格的质量检测中也能胜出。意达
喷气织机结合了常见的普通喷气织机的功能和一些非常
少见却优秀的性能，以此织造出更高质量和更加精密的
织物。
独特和创新的特点使得织造者可以扩大纱线范围从而提
高织机的多样性。在独特性方面，意达的开口机构在行
业内被认可为最佳，提供了优化的打纬，可织造更广泛
的面料并且保证完美的织物质量。

意达喷气织机A9500 –不仅仅是一台非凡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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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方面，意达专利BLC毛刷莱卡夹钳在织造弹性纬
纱时提供了最大的性能。归功于BLC喷嘴，在没有移
动部件的地方夹持纬纱，能保证卓越的织物质量和可靠
性。该装置简单而又灵巧：BLC夹钳固定在主喷嘴上使
弹性纬纱避免因连续气流而产生的缺陷。消除了夹具和
阀门手动设置和调整的需要，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用户友
好性。随着弹性纱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织造牛仔布和服
装面料，BLC毛刷莱卡夹钳可以真正的发挥其作用。
谈到能耗这个微妙却又基本的话题时，我们可以说意达
喷气织机是目前为止市场上最具创新性的。起到减少能
耗作用的主角就是意达专利的I-Reed钢筘，这是一个
真正的行业模范，大大降低了空气消耗量，同时保证更
加高效的引纬。全新的钢筘通道形状和接力辅助喷嘴优
化了钢筘通道内的气流，以获得最有效的引纬。节能的
原因还在于空气压力的降低和单孔式接力辅助喷嘴，对
于机器的维护也大大减少。

成本节约和出色的织物质量是意达喷气织机创新的双串
联喷嘴的关键词。双串联喷嘴用较低的空气压力确保了
对纬纱推力的完美分配，从而带来了双重好处：减小的
纱线压力成就顶级的织物质量，用尽可能低的压力进行
织造确保节能。
意达A9500系列自2011年在市场上推出以来，代表
了当今最具创新性的喷气织机，给与织造者宝贵的机
会，不仅织造更快，而且织物质量更好，以更聪明的方
式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

红点新闻	-	2017	秋季版



30 www.itemagroup.com

喷气织机

喷气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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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织造技术的好处，即高生产力和低雇佣成本，这
是显而易见并公认的。但是，在每个领域，质量都很
重要。这就是意达将织机定义为客户的工具的原因所
在。“织造商如何运用我们的技术进行纺织是唯一一件
比技术本身更振奋人心的事”这句话是说，性能固然重
要，但是最后给织造商带来竞争优势的更重要因素是面
料的质量，包括面料的手感和外观。意达在提供最佳纺
织多样性和卓越的织物质量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这都是归功于意达终其一生奉献于对独特引纬系统的研
发以及对纺织品的热情。

意达喷气织机A9500和A9500p因此而生，结合了最
优秀的机器性能和最出色的织物质量。

特别是在特定的细分市场中，以床用织物和家纺面料为
例，意达喷气织机很好的为织造者创造了结合织物质量
和低生产成本的可能性，这是值得称道的。意达喷气织
机可以定制并配备专用设备来实现这一目标，让我们一
起来看一下这些技术亮点。

意达喷气织机与其他喷气织机相比缩小了零部件，结构
紧凑，具有更强的坚固性和机器可靠性，同时也为工厂
的布局节省了大量空间。

从喷气技术的关键点，空气能耗的角度来说，意达研发
并获得专利的创新设备，如今已成为宽幅喷气织机行业
的基准：

• 双串联喷嘴，由于气流所需的压力较低，大大节省
了成本	

• 低压单孔式接力喷嘴，新一代的喷嘴减少了巨大的
空气能耗

最佳的意达开口机构保证了优秀的织物质量，而ISD独
立布边装置设定程序简单并能够确保更少的维护成本。
意达喷气织机A9500和A9500p可配备全幅筘折边装
置，以减少钢筘储存并增加机器灵活性，达到床上用品
织造商的需求。

最后也同样重要的是，为了加强客户的成本节约，意达
喷气织机A9500和剑杆织机R9500系列完全兼容。
这意味着两种机型的部分重要电气部件和机械部件可以
互换，从而减少备件库存并减低运营成本。在这期红点
新闻中，您能亲耳听到我们两位卓越的品牌大使Sürü 
Tekstil 和	Osman Canlı Tekstil 以自己的实例来
证明意达喷气织机A9500久经市场考验，令人影响深
刻，并且，当工厂使用意达喷气和剑杆技术的组合时，
可实现额外的附加利益。

意达喷气织机A9500&A9500p:
更多的成本节约以及更出色的织物质量

红点新闻	-	2018	秋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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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R9500terry 剑杆织机

无与伦比的剑杆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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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最初且最重要的毛巾剑杆织机制造商，沿袭了历
史品牌苏尔寿、范美特及现在意达品牌在毛巾制造领域
的深厚底蕴和良好口碑。
由于需要高技巧才能织造复杂的设计图案，所以毛巾布
在所有织造纺织品中是最迷人的布料之一。意达认为在
生产优质毛巾时剑杆引纬系统是最好的技术，不仅能保
证织造者制造最柔软的毛巾，而且还能制造最具创意的
设计以满足家纺品牌的要求。
2015年推出的意达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显然迅
速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安装范围已超过30个国家，
从日本到危地马拉，还包括中国、巴基斯坦和博茨瓦纳
等等。
到目前为止意达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在那些传统
上偏好用剑杆织造技术生产毛巾布的国家当中已然成为
市场的领导者，比如葡萄牙、土耳其、韩国、日本及意
大利等。	
当看到R9500terry的技术实力和独特功能时，理解激
发这一无可争议的市场成功的潜在驱动因素就变得容易
了，我们现在做一个快速回顾。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建立在它前身Silver	 DT的
成功上，并结合了意达专为毛巾织造研发的最新发展
和创新。
机器坚固的结构和先进的电子及机械平台来源于意达的
绝对畅销	机型R9500剑杆织机，自2012年推出以来，
真实的市场现象证明了其无与伦比的可靠性和性能。
R9500剑杆织机的独特功能，例如螺杆机构	 （独一无
二的传剑系统）、直驱马达（便于操作和设置的独特马
达）和创新SK剑头，都已在R9500terry上得以实现来
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速度和可靠性。

此外，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有多种织造门幅可供选
择，包括仅有意达向市场提供的3800mm门幅。
纺织品质进一步提高得益于三项创新装置：积极式毛圈
后梁、毛经成型单元和地经后梁。

意达在市场上独一无二的的积极式毛圈后梁对于毛经张
力有了明显的优化，在布移时显著减少摩擦。
装置由单一马达驱动，毛经成型单元可以通过用户界面
轻松精确地设定毛圈高度，由于每一纬都能调节毛圈高
度以且毛圈高度达28mm（是市场上最先进的）都保
障了卓越的织物质量，带来无尽的创意可能性。
地经后梁具有轻质的轴管和控制张力的压力传感器，能
完美地驱动纱线运动并加速开口形成。R9500terry毛
巾剑杆织机上这三项创新的先进装置提供了独一无二织
物质量和多样性。

如果你的目标是一款先进、创新、高可靠性的毛巾
织机，并准备好释放设计师般的才华和创意的，那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是你纺织厂的正确选择.		

红点新闻	2018夏季版



34 www.itemagroup.com

WEAVING EXCELLENCE 
日记
红点新闻
年刊



35www.itemagroup.com

WEAVING EXCELLENCE 
日记

看视频

看视频

出生于一家生产纺织印染助剂添加剂的公司，	 2004
年常州凯公司龙决定专注于中国的新兴趋势：筛网织物
的生产。这些非常精细的织物用于生产电子线路板、触
摸屏和过滤网。用胡志平先生的话来说，“好的质量要
配套好的设备，稳定的设备像	P7300片梭织机来满足
客户的要求”。织造这种特殊的纱线时，有两关点:	 生
产能力和多样性。由于意达P7300片梭织机的超越效
率、优秀的机器性能和出色的多功能性，常州凯龙能
够成功地编织各种各样的技术面料,	 例如涤纶和尼龙单
丝，从300旦到6	旦。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胡志平先生，
常州凯龙公司的总理

地处一个以美丽的纺织产品闻名的城镇,海宁，千百荟
织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生产高品质的室内装饰面
料，供应世界各地的几个着名高端品牌。制作这种漂亮
面料的秘诀是熟练织造团队、持续研发和优秀的织造设
备的完美结合。由于意达R9500剑杆织机的多样性，
海宁千百荟	 织造有限公司能够织造各种各样的面料，
甚至达到128根的经密，在效率和质量方面没有妥协。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俞金昌先生，
海宁千百荟 织造有限公司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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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兴隆纺织成立于1991年，开业的时候是一家毛巾制
造厂。多年来，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的集团，也
活跃于金融和房地产业务。与意达的合作关系追溯于
2003年，	当时万兴隆纺织公司购买了第一套机器为了
织造天丝、莫代尔、纯棉、尼龙、涤纶、交织。由于意
达喷气织机确的高速和卓越的纺织品质量，而意达服务
团队满足万兴隆要求快速适应新市场趋势的能力，简单
的供应商	-	客户关系演变为基于相互信任和成功的战略
双赢关系。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许文樟 先生，
万兴隆纺织公司的总理

战略性伙伴关系的重新发挥了重要作

用。具体而言，它代表了能够支持北

江纺织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伙伴公

司的研究过程的自然演变。北江纺织

有限公司再次展示了其绿色，面向未

来的方法，成为配备iSAVER™的

新型意达R95002denim的早期采用
者之一。	 世界着名的靛蓝面料生产

商在越南开设的新工厂将独家配备最

新的意达织机模型。由于与意达的合

作，北江纺织在可持续创新方面再次

向前迈进了一步，成为首批能够成功

转变的牛仔布生产商之一–	 甚至是

织造生产	–	绿色环保。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顾翔先生，
北江纺织有限公司的总理

北江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位于中国的韶关市，

一座在广东省的小城市。从一开始，北江纺织有限公司发

展一种对市场的全球本土化心态，能够完全满足国内和国

际需求，同时不断注重创新。目前北江纺织有限公司是全

球主要的牛仔布生产商之一，在全球拥有1,300名员工和

20个办事处。	 该公司的第二家先进牛仔布工厂将于2018

年在越南开业。是什么让北江纺织有限公司能够在全球范

围内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其产品的高品质，而且能够将

完美无瑕的牛仔面料生产与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思维方式相

结合，渗透到纺织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事实上，在北江

纺织有限公司运营的各个阶段都采用了创新的绿色制造理

念，从产品开发，原材料采购和加工，到自然资源和能源

利用，包括废物管理。在这个不断改进的过程中，为更加

绿色的工业和地球做出贡献，最近与意达建立的历史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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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刘稷先生，
金号集团的总理

金号集团是一家领先的高品质毛圈产品生产商，总部位
于中国山东省。
从第一订单起来，金号	 集团不断地购买了意达毛巾剑
杆织机的最新型号。
今天起来，在金号工厂300台多毛巾剑杆织机被安装
了，其中150套是意达毛巾剑杆织机的最新型号。
金号毛巾涵盖了毛巾类的所有产品，从方巾、浴巾、毛
巾被、浴衣等等。金号的产品都是使用最好的进口纱线
织造。除了选择高质量的原材料外，使用意达毛巾剑杆
织机是一个核心，保证优质纺织品性能、柔软的手感和
优秀外观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刘恒山先生，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的总理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总部位于山东，是一家领先的丝绸
面料生产商，在公司60多年的历史中，展现了将古老
而高贵的中国丝绸传统与最新流行趋势相结合的强大能
力。与意达的合作关系追溯到1988年。	在过去的30年
里，在广西和山东的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五个生产工厂
安装了400多套意达剑杆织机。什么让Itema	 R9500
和R9000成为织造丝绸的完美选择是高速，高效，用
户友好和节能特点。但，用刘先生的话来说R9000剑
杆织机最大的优点就是这台织机没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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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hant Textiles是一家领先的高品质服装面料生产
商，与印度Ichalkaranji的顶级时尚品牌合作。

其成功的秘诀的一部分是选择先进的织造设备，例如
具有突出灵活的意达A9500p喷气织机。使用这台织
机Arihant	 Textiles能够织造各种各样的织物	 (从沉重
的帆布，衬衫面料到中厚面料)以及时满足服装市场快
速变化的要求。Arihant纺织公司安装的200多台意达
A9500和A9500p喷气织机，证明了意达喷气织机突
出的生产速度和出色的效率。

看视频

看视频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Arunkumar Lalwani 先生，
Arihant Syncotex Mills的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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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听主角Ajay	Arora先生的故事。

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Ajay Arora先生，
D’déc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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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c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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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c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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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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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的品牌大使，
Sϋrϋ Tekstil 
的所有者和董事Mehmet Ali Sϋrϋ先生

这正是Sϋrϋ Tekstil公司自2001年成为代尼兹利纺织工
业区最重要的一员以来正在发生的事。

Sϋrϋ Tekstil公司的织造厂是一个具有组织性和效力的
杰作：每个月织造超过300,000米的织物，并受到严
格的质量控制，可快速在各种床单面料和服装面料间转
换。以及200多台最新一代意达机器	–	一半是喷气织
机A9500，一半是剑杆织机R9500	 –	 以最高效率
运行。这是完美的成功秘诀，也是意达很荣幸地把Sϋrϋ 
Tekstil视作全球模范客户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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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名称 牛仔布

引纬系统 超轻SK剑头 

经纱 原料 · 纱支 ❙ 根/厘米
棉 · Ne 8/1 ❙ 22

经纱 原料 · 纱支 ❙ 纬/厘米
棉/莱卡 · Ne 10/1 + 78 dtex ❙ 18

筘幅 201厘米

开口机构 Stäubli 3060多臂

亮点 • 由意达实验室研发的iSAVER™
• 大量节约成本
• 新的剑带 - 导钩系统
• 新的超轻SK剑头
• 优化的意达开口角度
• 更符合人体工学
• 符合人体工学的剑头开启器
• ISD – 独立布边装置
• I意达纺织的协助，专为织造牛仔面料
• 最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牛仔剑杆织机 二代
220厘米

织物名称 时尚女装

引纬系统 FPA  –  无导钩积极式传剑系统 

经纱 原料 · 纱支 ❙ 根/厘米
涤纶粘胶混纺 · Ne 32/2 ❙ 18

经纱 原料 · 纱支 ❙ 纬/厘米
涤纶粘胶混纺 · Ne 40/2 + 40 Den ❙ 20

筘幅 207厘米

开口机构 新的Stäubli 2678多臂

亮点 • 大量节约成本
• 优化织机性能
• 更符合人体工学
• 最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牛仔剑杆织机 二代
220厘米

意达2018年ITMA亚洲

织机排列

新机型 新机型

来访问我们

上海见
10月 15 – 19日
3号馆- C25 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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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2018年ITMA亚洲

织物名称 厚重浴垫

引纬系统 SK传剑系统

经纱 原料 · 纱支 ❙ 根/厘米
Cotton · Ground Ne 30/2 – Pile Ne 24/2 ❙ 12 +12

经纱 原料 · 纱支 ❙ 纬/厘米
地经 棉 · Ne 20/2 ❙ 12
毛经 棉 · Ne 12/2 ❙ 12

筘幅 265厘米

开口机构 Stäubli LXL 8192针花提

亮点 • 积极式毛经后梁罗拉
• 专为织造厚和复杂的毛巾设计
• 毛巾织造起圈纬和起圈高度的电子可编程装置

毛巾剑杆织机
280厘米

织物名称 中厚面料

引纬系统 喷气织机 

经纱 原料 · 纱支 ❙ 根/厘米
棉 · Ne 16/1 ❙ 32.4

经纱 原料 · 纱支 ❙ 纬/厘米
棉 · Ne 16/1 ❙ 22

筘幅 186厘米

开口机构 Stäubli 1781凸轮

亮点 • 双串联喷嘴
• iREED® 钢筘
• ELD – 电子绞边装置

喷气织机
190厘米

织机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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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名称 涂层织物

引纬系统 SK传剑系统

经纱 原料 · 纱支 ❙ 根/厘米
涤纶 · 1.000 den ❙ 7.1

经纱 原料 · 纱支 ❙ 纬/厘米
涤纶 · 1.000 den ❙ 6.1

筘幅 535厘米

开口机构 Stäubli 3020多臂

亮点 • 专为技术织物的经纱张力器
• 自动纬纱剪刀r
• 热熔剪刀

织物名称 服装

引纬系统 喷气织机

经纱 原料 · 纱支 ❙ 根/厘米
棉 · Ne 40/1 ❙ 43.3

经纱 原料 · 纱支 ❙ 纬/厘米
棉 · Ne 40/1 ❙ 26

筘幅 126×2厘米

开口机构 Stäubli 1781 凸轮

亮点 • 10毫米布边的新型气动折入边
• 双幅织造

喷气织机
280厘米

剑杆织机
540厘米

来访问我们

上海见
10月 15 – 19日
3号馆- C25 展台



意大利	•	瑞士	•	中国	•	中国香港	•	印度	•	日本	•	美国	•	迪拜

www.itemagroup.com 
contact@itemagroup.com

意达是一家提供先进织造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包括的织造设备、
零备件和综合服务。

意达能提供全部三种引纬技术的制造商：剑杆，喷气及片梭，拥有丰富的
产品组合并承诺对织造设备不断创新和技术改进。

如想了解意达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所在国家的销售团队。如想了解更多有
关我们织机的信息或订购备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itemagroup.com。

1个品牌

3种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