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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质量的服务和设备零备件

致力于客户

售后服务——意达之道



我们的客户体验宣言 
在当今快节奏的世界中，每一秒都很重要，闲散不得，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在意达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和关怀的服务。从你刚开始考虑投资新
机器与我们有了第一次试探性的互动，一直到你意达设备的整个生命周
期，我们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归功于先进的机器性能，技术资源可
以指导您并使用优质的OEM备件来支持您的操作—意达是您的全方位服
务解决方案。 

我们仔细评估你的织造需求并共同配置理想、具成本效益的机械，其设
计使您能够实现精确的生产目标。我们用市场上最短之一的交货时间、
在世界一流的生产设施中、按照精益生产的优异实践精细地制造你所选
择的设备。我们采取特殊方法向你，我们宝贵的客户，确保提供高附加
值的利益。但这只是我们共同旅程的开始，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 

意达会用任何方式尽快为你提供支持。无论您需要更换部件、升级套
件、维修亦或是培训，意达的产品维护和零备件团队随时为您服务。



原装
您投资了市场上最新和最具创新性之一的织造机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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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的是快速、可靠的支持来使您的织机重回正轨。只
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在我们的在线门户网站myItema上直接订购你所需
的备件，或者发送电子邮件或致电我们来订购您需要的确切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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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性能而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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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都是逆向工程，但是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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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原装高质量零备件

性能优越的OEM备件，可在线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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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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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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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原装高质量零备件
您的在线OEM配件
商店



转变、现代化和升级套件

提升您的机器性能

最新的意达创新现已推出升级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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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由苏尔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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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织物卷曲

• 送经

• 布边形成

• 开口形成

• 电子

• 纺织

• 引纬及打纬

最新的意达创新现已推出升级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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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定位置可以方便地拾取损坏件和便捷的维修件发运服务。 联系我们
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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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完整的精密机加工车间服务到焊接和制造、线束驱动维修、变速箱维修
等，我们专注于帮助客户满足织造厂可能需要的全方位维修需求。

维修服务



维修服务

意达技师让您的织机重获新生

织机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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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te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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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响应和发货
时间以及客户服务。

更贴近我们的客户

自动处理您的订单

业务连续性

 意大利
意达总部

Via Cav. Gianni Radici 4 
24020 Colzate (BG), Italy

电话 +39 035 728 3000 
传真 +39 035 740 505 
spareparts_it@itemagroup.com

 瑞士
Itema (Switzerland) Ltd.

Korporationsweg 13c 
8832 Wilen b. Wollerau, 
SZ, Switzerland

电话 +41 (0)43 488 2121 
传真 +41 (0)43 488 2101 
info-ch@itemagroup.com

 瑞士
Itema (Switzerland) Ltd.

Allmendweg 8 
4528 Zuchwil, 
SO, Switzerland

电话 +41 (0)32 686 1111 
传真 +41 (0)32 686 1219 
sparepartsservice@itemagroup.com

 中国
Itema Weaving Machinery 
(China) Co. Ltd.

No. 2889/4-5 Shen Gang Road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201612, P.R. China

电话 +86 21 6774 2618 
传真 +86 21 6774 2608 
info@itemash.com

 香港
Itema (Asia) Ltd.

Room 808, Tower 1, 
Enterprise Square, 
9 Sheung Yuet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电话 +852 2317 1212 
传真 +852 2317 1612 
info@itema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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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所示：

舒美特 – 范美特 – 意达品牌剑杆织机和喷气织机咨询 
电话 +39 035 728 3000 – spareparts_it@itemagroup.com 
可用的语言: 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 法语、 德语

苏尔寿 – 苏泰丝品牌织机和意达片梭织机咨询 
电话 +41 32 686 11 11 – sparepartsservice@itemagroup.com 
可用的语言: 英语、 德语、 法语、意大利语

对于在中国的所有备件查询   可用语言 英语和中文

电话+86 21 6774 2618 x152 – Leo Hu先生 – leo.hu@itemash.com    

电话 +86 21 6774 2618 x306 – Judy Lu小姐 – judy@itemash.com    

对于在美国的所有备件查询 
电话+1 864 598 5202 – Kim Smith小姐 – kim.smith@itema-americas.com

对于其他意达分部，请在下面找到联系方式：

更贴近我们的客户

自动处理您的订单

 香港
Itema (Asia) Ltd.

Room 808, Tower 1, 
Enterprise Square, 
9 Sheung Yuet Road, 
Kowloon Bay, Hong Kong

电话 +852 2317 1212 
传真 +852 2317 1612 
info@itemaasia.com

图标意义:  生产  研发  服务  备件物流中心  商务

 日本
Itema Weaving (Japan) Ltd.

4-15-20 Shukunosho 
Ibaraki City 
567-0051 Osaka Pref. 
Japan

电话 +81 72 643 2021 
传真 +81 72 643 2489

 印度
Itema Weaving (India) Pvt. Ltd.

Lotus Corporate Park, 
C Wing, 1801 – 18th Floor, 
Off Western Express Highway 
Goregaon (E) 
40063 Mumbai, India

电话 +91 22 4275 5000 
传真 +91 22 4275 5050 
info.in@itemagroup.com

 美国
Itema America, Inc.

745 Landers Rd. 
PO Box 5332 
Spartanburg, SC 29304 
United States

电话 +1 864 585 5255 
传真 +1 864 585 5064 
www.itema-americas.com 
contact@itema-americas.com

 阿联酋
Itema Middle East Dubai DMCC

Unit no 103, Palladium Tower 
Jumeirah Lake Towers 
PO BOX 336241 
Dubai 
UAE

电话 +971 (0)4 447 7532 
传真 +971 (0)4 447 1298



培训课程
无论意达的最新一代织造设备多么简单直观，培训仍然是充分利用您
织机的关键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意达强烈鼓励客户充分利用我们经验丰富的培训师的原
因。 

您的重要织造人员现在可以在我们功能齐全且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
全新意达校园（位置请参见下方）或直接在客户工厂现场以便利获得
我们实用的专业培训课程之一。 

意达校园
最新意达主要产品的操作培训，包括R9500剑杆和A9500喷气系
列织机、以及P7300HP V8片梭织机、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
机、R9500denim剑杆织机和R9000剑杆织机以及已停产的型号 
（根据要求），目前都在经过严格培训人员的精心监督下进行，他们
有纺织工程师有技术专家，来自意达集团在世界各地的公司所在地，
包括：

• Colzate，意大利

• Zuchwil，瑞士

• 上海，中国

• 哥印拜陀，印度

• 茨城，日本

• 斯帕坦堡，美国

• 拉合尔，巴基斯坦

除了在上述地点进行培训外，意达还直接在客户工厂为操作员和维护
人员提供专业培训课程以实现便利和效率。

通过培训充分利用您的织机性能

意达的培训之道



意达培训网页
为了加强您的意达客户体验，在我们的网页上现有一个专用培训门户
网站 www.itemagroup.com/training. 

目前您能在线查看现有的课程并选择您需要的培训模块，从基本课程
到高级课程，基于您的织机型号以及您方便的意达校园的位置。 

现有的课程包括:

• 通用机器培训课程 

• 用户界面培训课程

• 电子平台培训课程

• 机械培训课程

• 纺织基本培训课程

您可以直接从培训门户网站发送您的注册申请，或根据需求申请其他
培训课程。

意达培训门户网站直达链接：

现在访问意达培训网页

意达的培训之道



意达公司总部，内部培训校园

意达在全球



意达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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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是全球唯一能提供全部三种引伟技术的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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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织机的核心业务外，意达还多元化地进军工业领域，如今成为了
Lamiflex的大股东，Lamiflex不仅是领先的纺织机械行业高性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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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利用在碳纤维和其他复合材料市场超过40年的综合专业知识，并与
Lamiflex合作不断改善一流剑带、齿轮和我们织机上其他关键部件的使
用寿命和性能。 

如想了解意达和我们织机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所在国家/地区的销售
或服务代表，如想订购备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itemagroup.
com。

意达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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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 • 瑞士 • 中国 • 香港 • 印度 • 日本 • 美国 • 阿联酋
www.itemagroup.com 

contact@itemagroup.com

3种技术

1个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