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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机器机构
整个机器结构已经过修改，以增加空气
罐容量，即使在高速度下也能确保优异
的纺织性能。

高速运行时的优秀引纬。

	 由ItemaLab™的
SKYFRAME综框

意达独家专有技术。凭借特殊设计和对
铝和碳纤维的创新使用，意达 SKY-
FRAME综框确保卓越的轻盈和坚固
性。

高速度、可靠性和阻力相结合。

	 QRP认证
两年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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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的气动平台
经过重新设计和优化以进一步改善引
纬，新的气动平台可在处理空气负荷和
压力时提供更快的系统响应能力。此
外，空气罐现在可以在位于主机架中的
特定空腔中找到它们的位置，从而不会
产生振动并提高可靠性。

优化引纬周期控制。

	 新的Bi-POWER	牵伸喷嘴
全新的Bi-Power牵伸喷嘴确保完美的纬
纱选择。紧凑，强大和无线，Bi-Power
牵伸喷嘴通过将纬纱完美地保持在织物
中，减少空气消耗并提高织物质量。

无与伦比的织物质量和纺织灵活性。

	 优化的意达开口角度
意达开口角度提供长时间打纬运动和综
框优化位置的完美组合，达到无与伦比
的织物外观控制，同时减低空气消耗。  

优秀的纺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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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符合人体工学
A95002 具有较低的前部框架，方便织
造者日常纺织操作。 此外，织物形成区
域的新布局减少了样式更改的停机时间
并使维护操作更容易。 

提升了机器的操作性。

	 iREED
全新的钢筘通道形状和新单孔辅助喷嘴
优化了钢筘通道内的气流，以获得最有
效的引纬。空气消耗减少达23 %，同时
所需要的空气压力也减低了。 

减少空气消耗。

	 iRTC
意达专利的RTC（实时控制）软件以新
的高级版本出现。 iRTC具有进一步改
进的功能，通过独立设置每个电磁阀的
时间以最晚开启和最早的关闭，自动最
小化辅助喷嘴的吹风时间，从而确保最
佳的引纬周期监控。 

减少空气消耗并克服错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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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
织造性能

卓越的织物
质量和多样性

节约和易用



A9500²喷气织机

综合高速度和优秀的引纬，可靠性不再是一个梦想。第二代意达喷气织机A9500²充
分利用了意达的高端创新技术，为喷气织造创造了新的基准。

主机结构经过加固 - 保证结构可靠及更低的振动，经过重新设计以确保增加空气罐
容量，从而实现卓越的纺织性能。

意达工程师致力于进一步改善意达喷气技术的打纬核心。因此，A9500²采用了新
的优化气动平台，气缸在特定的空腔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而实现了出众的引纬控
制。

从纺织和性能的角度来看，新的主机结构和新的气动平台确保了优秀的引纬周期。实
际上，对空气负载和压力的持续控制使机器处于完美的织造状态，同时降低了能耗。

iREED®，意达享有专利的钢筘形状和辅助喷嘴的位置也可以保证节省，优化了钢筘
通道中的气流，从而实现更高效的引纬效果。 意达 A9500²减少空气消耗主要归功
于iRTC，即意达专利软件 - 现在采用新的高级版本 - 可以实现对引纬循环的理想监
控，从而确保减少空气消耗和修正错误设置。

优化的梭口几何形状—意达的真正王牌 - 在这里得到了创新喷嘴的支持，以确保无
与伦比的织物质量和纺织品多功能性。 Bi-Power拉伸喷嘴确保优秀的纬纱处理。紧
凑，强大和无线，Bi-Power拉伸喷嘴通过将纬纱完美紧密地织造在织物中，减少空气
消耗并提高织物质量。

在A9500²上实施的进一步核心进步是由意达先进创新中心Itemalab™设计的全新
SKYFRAME综框。 意达专有技术SKYFRAME由铝和碳制成，通过确保即使在高
速度下运行时的大可靠性，在市场上树立了新的基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由于采用了新的机器符合人体工学设计和较低的前框架，
用户体验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从而提高了机器的可访问性。

意达A9500²:	所有你需要的，正是你需要的，你所需要的全部。

如今，有了令人放心的QRP保
证——高质量、可信赖和高效
率，	织造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
值得	骄傲的是，意达R9500²
剑杆织	机也携有可靠的QRP认
证	。对于我们的织机我们百分之
百的信任，因此，每一台QRP认
证的意达织机保修期为两年。我
们对于研发、创新及客户的不屈
承诺，激励着我们在广泛的产品
测试中脱颖而出。我们孜孜不倦
地找寻各种方案，使我们的客户
能够实现并超越他们对于产品性
能和稳定的投资回报所寄予的厚
望。

找寻QRP标志，它证明了我们是
如何设计、开发、精益生产并交运
产品，证明了对于我们的产品和
对客户的保障我们有着坚定不移
的信心。



新机器机构

有效的集中润滑

直驱电机



在市场上独一无二，意达 A9500²旨在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前卫的织机，将通常被认
为是喷气织造技术的主要优势的大规模
生产力与保证无与伦比的纺织品性能的
先进功能相结合。

新机器机构	

整个机器结构已经过修改，以增加空气罐
容量，即使在高速度下也能确保优异的纺
织性能。

且优秀纺织性能。

优化织机设计。

有效的集中润滑

有效的集中润滑织机的零部件由集中润
滑系统润滑，通过带双过滤器的主油箱供
油。经过对新传动机构及机械部件的重
新设计和广泛测试，相比其前一代产品该
润滑系统改善了油温，从而延长了机械部
件的使用寿命。全新通用平台NCP电子
系统会持续对系统压力、温度进行控制，
保障织机的可靠性。

直驱电机

简约，可靠，无需维护，高效节能 。功能的
直接驱动电机代表意达的重价值优势。

主机采用由电子驱动器驱动的无刷电机
技术。通过触摸屏界面可以轻松设置机器
速度以及制动和启动参数，以完美控制所
有运行标准，这是防止并解决启动和停车
痕问题以及确保优质织物质量的重要工
具。

传统的齿轮传动及机械部件因此减少了，
零部件的削减和维护成本的降低更让其
成为一款增值机型。

更符合人体工学

A9500² 具有较低的前部框 架，方便织
造者日常纺织操作。

高速度和卓越机器性能的新基准



优化气动平台

优化开口角度

打纬选择



优化气动平台

A9500²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喷气织机引
纬技术打纬核心的优化：气动平台。

经过重新设计和优化以进一步改善引纬，
新的气动平台可在处理空气负荷和压力
时提供更快的系统响应能力。此外，空气
罐气缸现在可以在位于主机架中的特定空
型腔中找到它们的位置，从而不会产生振
动并提高可靠性。

确保出众的纬纱引纬周期控制，A9500²
采用了市场上极其先进的气动系统。

优化开口角度

意达开口角度提供长时间打纬运动和综
框优化位置的完美组合，达到无与伦比的
织物外观控制，同时减低空气消耗。

第一片综框的位置更靠近打纬点，这缩短
了综框动程距离，提供更低的经纱张力，
从而减少停车并且提高效率。同时，它可
以让综丝和综框有更高的速度和更长的
生命周期。

打纬选择

A9500²喷气织机的打纬运动在侧墙板
拥有双共轭凸轮，让A9500²在稳定性上
达到了新的高度，这同样也要归功于不用
油浴的強制润滑系统。

筘座凸轮设计的静止角更大确保了有更
长的入纬时间，入纬也更顺滑并缩减了
气耗，多样性得以提升，让更广泛的面料
和纱线品种可以用喷气织造技术进行织
造。

更强劲的打纬力让A9500²喷气织机能
在其技术领域达到最顶尖的性能，尤其是
当织造困难和复杂的式样时，例如厚重型
织物。

优秀气动平台和纺织性能



新Bi-POWER牵伸喷嘴

双串联喷嘴:	效率与优秀织物质量

iREED和单孔式接力辅助喷嘴

BLC	–	有益的弹性纱



新Bi-POWER牵伸喷嘴

全新的Bi-Power牵伸喷嘴确保完美的纬
纱选择。紧凑，强大和无线，Bi-Power牵
伸喷嘴通过将纬纱完美地保持在织物中，
减少空气消耗并提高织物质量。

iREED和单孔式接力辅助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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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消耗减少达23%，同时所有需要
的空气压力也降低了。单孔式接力辅助喷
嘴降低了维护需要，代表了能源成本节约
的优化解决方案。

双串联喷嘴:	效率与优秀织物质量	

意达全新设计的双串联喷嘴是一个完美
的解决方案，它结合了出色纺织性能和减
少空气消耗。事实上，两个喷嘴用较低的
空气压力确保对纬纱推力的理想分配。

这一有效的方案为织造者带来了两个实实
在在的好处: 卓越的织物质量—归功于用
更低的压力来制造的可能性，从而立即为
压缩机的运行带来气耗和能耗的降低，因
为所需要的压缩空气变少了。

BLC	–	有益的弹性纱

用精细纬纱织造弹力和超弹力织物已成
为日益流行的趋势，意达受此启发设计并
获得了创新BLC（毛刷莱卡夹钳）织造弹
性纱喷嘴的专利。应要求可选配，BLC喷
嘴在没有移动部件的地方抓住纬纱，能保
证卓越的织物质量和可靠性。

成本节约、优秀纺织性能和增加多功能性



由ItemaLab™的SKYFRAME综框

有效的ELD电子绞边装置 具有价值的布边形成选择



出色纺织性能和优秀机器可靠

由ItemaLab™的SKYFRAME
综框

A9500²喷气织机上的核心进展是用铝
和碳制成的全新综框SKYFRAME，与
Lamiflex合作设计。

意达SKYFRAME，意达独家专有技术，
重新定义了目前市场上现有综框的性能。

意达设计并开发了自己的综框来满足客户
的特定需求。

实际上，综框是喷气技术的关键部件，而
意达 SKYFRAME凭借其卓越的轻盈性
和坚固性，可以在不影响可靠性和阻力的
情况下以高速度运行。

此外，快速经轴下轴和重新设计的综框连
接DRC10在A9500²上是标配，实实在在
地减少了更换品种所花费的时间。

有效的ELD电子绞边装置	

意达具有专利的ELD电子绞边装置，是高
车速机器上绞边的完美解决方案。

简单、可靠、免维护并带有自洁功能，该
装置无需额外的绞边纱小筒。

具有价值的布边形成选择

对于不同的布边形成有多种方案可供选
择。除了标配布边剪刀、热熔装置和气动
折入边装置均可选。

此外，创新的ISD 独立布边装置适用于不
同织物风格，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和卓越的
布边质量。

截幅筘和全幅筘织造均可配置两侧和中
央折入边装置，简单、可靠，最重要的是
没有车速限制。



iPOS iFAR	–自动修复短纬

接力喷嘴的自动设定先进iRTC软件



先进iRTC软件	

意达专利的RTC（实时控制）软件以新的
高级版本出现。 iRTC具有进一步改进的
功能，通过独立设置每个电磁阀的时间以
最晚开启和最早的关闭，自动最小化辅助
喷嘴的吹风时间，从而确保最佳的引纬周
期监控。

该创新软件可确保降低空气消耗，并有效
地取代不正确的设置。

此外，归功于空气消耗监测， iRTC的效
率可以通过用户界面获得，同时还可以检
测是否有漏气，为操作人员带来最大的易
用性。

接力喷嘴的自动设定

辅助喷嘴槽上的压力可以通过显示屏直接
进行设置，系统会自动进行控制。设定操
作简化了，此外，还可以在风格设定数据
中储存压力值。只有具有资质的操作人员
才能有权限进行压力设定，避免了由于不
正确的设置造成的额外空气消耗，从而节
能。

PPC：气动压力控制	

PPC气动压力控制系统由意达研发，能提
供对引纬的优异控制。

有了意达PPC，主喷嘴和串联喷嘴里的压
力能得到完美控制，保证了更为柔和及持
续控制的吹气。

意达的专利解决方案PPC结合了有效性
和可靠性。简单的设计让每一个引纬通道
都拥有了大容量气槽和高精度传感器，确
保了引纬时织造效率的最大化并减少了维
护成本。 

iPOS

iPOS智能生产效率优化系统（Intell i -
gent Production Optimizing Sys-
tem）是一款全新的可选系统，它通过监
控车速及平综位置来优化生产效率。

对停车和效率参数简单设定后，iPOS将
在设定的时间内对织机参数进行监控。如
果织机未能达到这些参数要求，系统会自
动调整车速来优化生产，从而提高产量和
改善织物质量。

iFAR	–自动修复短纬

意达iFAR自动喂纱修复 – 提供自动修
复短纬并重新启动机器，减少机器停机时
间。

成本节约，易用性和更高性能的创新解决方案



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机载诊断系统

出色科技

iMANAGER	——	您的意达工厂管理系统



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A9500²配备了新一代超灵敏且功能强大
的控制台。归功于硬件对用户要求做出的
快速即时反应，电子NCP平台达到了超高
的性能高度。全彩色触摸屏在此处充当挡
车工和机器之间的用户界面，直观的软件
鼓励与织布工和技术人员进行对话。交互
式机器符号通过引导人员获得所需信息
来确保用户友好的体验。

出色科技

A95002喷气织机采用了先进的微处理
器技术，通过电路板运行Linux来驱动用
户界面。其拥有的以太网连接，结合一个
或更多的意达交互选项，可以让A95002
喷气织机快速和工厂局域网或互联网建
立连接。使用标配的USB记忆存储器，可
以轻松修改或转存设备的设定参数。

机载诊断系统

在意达，我们认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就
是我们为A9500²喷气织机加载我们屹
今为止优秀的诊断软件的原因。通过简单
的点击触控屏操作，可选择对任何装置或
应用进行功能测试，甚至包括对电路板进
行测试。意达的工程师专为缺乏工具或没
有电子学专业背景知识在实地的操作人员
特别设计了这一款软件。

iMANAGER	——	您的意达工厂
管理系统	

iMANAGER是意达最新的工厂管理系
统，可为电脑桌面带来有关织造厂的所有
相关数据和信息。 iMANAGER通过计
算机和移动设备，如平板电脑和智能手
机，轻松远程访问机器数据。得益于连接
网络服务器的嵌入式SIM卡，意达创新的
参数套件能帮助您做决定。如今，您可以
实时查看机器的实际状态、纺织品数据和
设置，以及查看和下载Excel电子表格形
式的机器数据，为您提供有关织机操作的
基本信息。

此外，通过iMANAGER，您可以轻松监
控工厂效率并访问机器的花式存档，以便
在不同的织机上快速复制设计。

优秀用户体验



机器主要规格
织机名义幅宽 190-210-220-230-260-280-300-320-340-

360

减幅 标配80 cm 
可选至多到100 cm

纬纱范围 短纤纱 Ne 3 – Ne 100

长丝 20 dtex – 2000 dtex

引纬
选色 至多6色

纬纱剪刀 可编程电子纬纱剪刀 标配

主喷嘴和串联喷嘴 标配

双串联喷嘴 可选

PPC	气动压力控制 标配

RNP从织机终端接收辅助喷嘴压力 标配

4喷嘴每喷 标配

2喷嘴每喷 可选

BLC毛刷莱卡夹钳 可选

ASC自动选色更改 标配

引多纬，至多8纬 可选

空气监测——空气消耗控制系统 可选

iRTC	实时引纬控制 可选

气动iFAR，适用于长丝 可选

机械iFAR，适合所有织物 可选

单孔式和多孔式辅助喷嘴 标配

储纬器
储纬器具有 标配

破气圈漏斗 标配

可编程电子纬纱制动器 标配

纬纱换筒检测器 可选

接头检测器 可选

钢筘
标准钢筘
iREED	(专利申请中)	 可选

钢筘驱动 共轭凸轮单元 标配

送经
经轴直径 800, 1000, 1100 mm

宽幅机带左右双经轴 可选

上经轴	 可选

后梁 积极式双后梁

带弹簧的双后梁

加强型双后梁 可选

停经装置 6排停经架间距为 
25 mm 或 30 mm 

标配

8排停经架间距为
16 mm

标配

织物卷曲
电子控制卷曲机构 机内卷布辊直径，最大 

550mm
标配

预设机外大卷装，最大 
1500mm

可选

单压布辊 标配

双压布辊 可选

部分带螺纹的扩幅辊 标配

光滑扩幅辊 可选

织物检验区 LED灯用于钢筘区域 可选

LED灯用于织物检验 可选

纬密 10 - 150 纬/厘米 标配

2 - 50 纬/厘米 可选



机器主驱动
主电机 无刷马达直接驱动 标配

提综机构 DRC10 综框连接 标配

QFC 快综框连接 可选

开口机构 史陶比尔1691/2型凸轮, 最多8片, 带/不带平
综装置

史陶比尔1781/2型凸轮, 最多10片, 带/不带平
综装置

史陶比尔1791/2型凸轮, 最多10片, 带/不带平
综装置

史陶比尔3060或3260型多臂, 最多16片

预设边字提花机

机器控制 新一代彩色触摸屏控
制台

标配

选择 电气面板上220V-16A
的电源插座

可选

电气柜上的按钮用于经
纱运动

可选

综框
铝 标配

混合碳加固 可选

布边形成
意达ELD电子绞边或RLD旋转式绞边装置	 标配

两侧和中央折入边，适用于截幅筘或全幅筘 可选

热熔剪刀 可选

ISD	独立布边装置,	两侧和中央布边 可选

全幅边撑 可选

网络接口
机载诊断系统 标配

并行接口:	用于单向数据传输 可选

串行VDI接口:	用于双向数据传输 可选

以太网接口用于iMANAGER 可选

iPOS 可选

A9500²规格一览



B

A

织造幅宽 织机宽度（A）*

1900 mm 4560 mm
2100 mm 4760 mm
2200 mm 4860 mm
2300 mm 4960 mm
2600 mm 5260 mm
2800 mm 5460 mm
3000 mm 5660 mm
3200 mm 5860 mm
3400 mm 6060 mm
3600 mm 6260 mm

(*)  根据所使用纱架的不同型号尺寸可能会改变

织机宽度(B)

带800 mm 经轴 1767 mm (**)
带1000 mm 经轴 1979 mm (**)
带1100 mm 经轴 2029 mm (**)

(**) 不包括脚踏板

尺寸	(mm)



CMB T2190 S08A9500²

原料

B 棉花 
S 长丝

名义幅宽	(cm)

190, 210, 220, 23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筘座驱动

M 凸轮

钢筘

C 截幅筘 
F 全幅筘

纬纱颜色

2, 4, 6色

开口机构

T 踏盘 
D 多壁 
J 预设电子提花机

经轴排列

S08 单经轴800 mm 
S10 单经轴1000 mm 
S11 单经轴1100 mm 
D08 双经轴800 mm 
D10 双经轴1000 mm 
D11 双经轴1100 mm



喷气

两年保期

作为近年来非常成功的剑杆织机，其二代进一步提高了
机器性能和纺织多样性，同时确保显著的能源节省。



意达校园培训中心
我们相信与客户建立的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织机的整

个生命周期为他们提供支持。我们专业的售后市场专业团

队及时满足每位客户的要求，以确保双赢长期的合作关

系。

意达技术娴熟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提供：

 – 实时纺织、电子和机械帮助

 – 量身定制的升级套件

 – 关于机器性能的分析和咨询，包括运行成本和织物

质量

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培训中心概念，旨在提供高度

技术和用户友好的定制且精准的课程。

意达校园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中心，配备最新的织机模型，

为客户提供热烈的欢迎和正确的学习环境。由技术娴熟的

意达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致力于培训高标准的技术人员，

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达机器的性能。

这是一门强化课程，旨在获得所有必要的技术和纺织知

识，以充分利用意达织机。

为了方便和更轻松地让我们的客户访问意达校园培训中

心，可以使用专门的在线门户网站轻松快速地预订所需的

技术培训。 

访问意达培训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www.itemagroup.com/training

我们拥有6个意达培训中心:

意大利–Colzate
中国–上海
日本-大阪
美国 - 斯巴达堡
印度 - 哥印拜陀
巴基斯坦 - 拉合尔



使用A9500²的 	 我们的客户，我们的骄傲

扫描二位码，倾听客户的卓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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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a	S.p.A.	
意达集团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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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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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temagroup.com	
contact@item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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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