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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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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油冷却功能的直驱电机
作为标准配置，R95002还具有带油冷
却功能的直驱电机，可确保双重价值优
势：减少维护并节能。

	 坚固的机器结构
坚固而紧凑的结构提供可靠性和无振
动，从而实现卓越的机器性能。

	 纬纱剪刀的多种选择
机械式纬纱剪刀	
在特别严苛的织造条件下也可靠有效。

ROTOCUT旋转式纬纱剪刀
全新设计并采用旋转刀片，在拥有完美纱
线切割的同时，确保卓越的成果和高效。

电动纬纱剪刀
在织造复杂的或多种纬纱配置的情况下
是较为理想的设备，提供灵活性和纺织
效率。

	 QRP认证
两年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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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	有导钩传剑系统
采用独特的超轻陶瓷涂层剑杆头设计，
具有高速和多样性。

高机器性能和优秀的织物质量。

	 FPA	–	无导钩积极式传剑系统
在梭口处没有导钩部件。

可以保证即使最精细的单丝也能轻柔有
效的处理。

优化设计。

出色的多样性，可织造广泛的花式，从
单丝到复丝。

	 优化的意达开口角度
意达出色的开口角度因其独特性而闻名
于世。意达的开口角度在其同类别中是
非常小的，确保证无停止车痕，从而即
使在高速度运行时也能实现卓越的织物
质量和出色的织物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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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符合人体工学
R95002 具有更低的前机架便于挡车工
在进行日常纺织操作时可以进入机器，
从而实现优化的机器人体工程学设计。

	 最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织机通过全新最新一代高性能超灵敏控
制台实现全面的机器控制，确保快速反
应及可靠性。

	 新的符合人体工学FPA剑头开
启器

确保挡车工轻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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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NAGER
监控意达织机的效率和性能从未如此
简单。 借助全新的意达工厂管理软件
iMANAGER，工厂经理可以使用电脑
或手机轻松地控制和访问机器数据和统
计数据。

9

10

11

12

无与伦比成
本节约和性能

卓越织物质量 优秀的客户体



R95002	剑杆织机

意达绝对畅销产品R9500剑杆织机第二代产品上市。这款成功
的剑杆织机被进一步优化，以保证卓越的性能和优秀的纺织品
质量。	

意达R9500剑杆织机于2012年推出后，马上建立了速度、多样
性和用户友好的新参考标准。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五
大洲的60多个国家安装了大量的机器。意达R9500剑杆织机旨
在保证优秀的机器性能，凭借享誉全球的意达知识在内部开发剑
杆，以确保在织造各种纱线和图案时具有无与伦比的织物质量。
新的电子平台 - 确保可靠性和坚固的机器结构 - 保证无振动，同其
他成功因素一起使R9500成为织造史上知名且成功的剑杆织机。

R95002现已进入第二代，通过进一步改进主机器的功能，已准
备好在剑杆织造上建立新的技术基准。

始终致力于提高客户的利益并使挡车工操作更便捷，我们专注
于意达 R95002的关键性改进，使该机器成为市场上最节能的
剑杆织机之一，同时确保无与伦比的纺织品性能和面料质量。此
外，R95002 - 以其用户友好性而闻名 -经过进一步优化来确保
更好的用户体验。 

意达	R95002:	优秀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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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



坚固、高精度的机架

有效的集中润滑 带油冷却的直驱电机



大量节约成本

由于我们的生产工厂进行了广泛的工程
研究，且归功于先进的加工设备，润滑系
统和主要机械部件经过优化，可确保显着
降低功耗，从而大大节省了织造成本。

带油冷却的直驱电机	

简约，可靠，无需维护，高效节能	。

R95002具有带油冷却功能的直接驱动电
机，可确保双重价值优势：减少维护和节
能。油冷却系统通过消散和降低电机温
度来帮助热量回收，从而延长部件寿命并
提高机器性能，包括降低能耗。

现 场测量证 实，与以前的机型相比， 
R95002能耗大大降低，从而使R95002

成为无与伦比节能的剑杆织机之一。

主马达是基于电子驱动及无刷马达技术
设计的，可通过触摸屏方便地调节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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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功于专用软件，现
在无需工具只要在用户界面上输入想要
的设定参数即可调整平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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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10摄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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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固、高精度的机架

R95002剑杆织机使用了重载机架，能保
证高车速运行下的低振动。

安装在两侧墙板上的驱动，专为更好地控
制织造重磅织物或不对称织物时产生的
振动，确保机器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生产过
程而设计，且成本和维护费用低。

筘座和后梁模块体现了关键性的改进。

筘座设计提升了车速和多样性，同时全新
的后梁模块可获得更低的经纱张力及更
清晰的梭口。

R95002灵活的织机结构适配花式经轴或
边字提花机。

坚固，高效且节省成本



改进和优化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加强型打纬机构



坚固，高效且节省成本

具有流线型线条的紧凑型织机

纵观织造行业R95002的占地面积是非常
小的。选择在织布厂安装R95002，将使
我们的客户有机会最大限度地优化场地
的利用率，获得更多的空间来放置更多的
纺机。

减小的机器尺寸、更低的噪音和振动、
耗和性能之间的优秀平衡，这些只是让
R95002剑杆织机成为目前市场上成功剑
杆织机的原因中的几个。

此外，R95002剑杆织机诠释了简约，它操
作便捷，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精简的罩壳
和新的改进便于日常操作和维护。

改进和优化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R95002 具有更低的前机架便于挡车工
在进行日常纺织操作时可以进入机器，从
而实现优化的机器人体工程学设计。

加强型打纬机构

R95002剑杆织机的打纬机构位于主机架
中，打纬凸轮位于织物下方，保证了更强的
打纬力，甚至连厚重型织物也能轻松织造。



卓越的开口角度

螺杆机构：无与伦比的传剑系统

创新的SK	2.0传剑系统

FPA人体工学设计剑头开启器



卓越的开口角度

独特的意达开口设计旨在确保更小的开
口角度，以实现更高的速度和卓越的纺织
品质量。意达开口角度在市场上是小的，
具有两个主要的基本方面：

• 第一片综框位置更靠近钢筘，这缩短了
动程距离，加快了综框运动且延长了综
丝的使用寿命。

• 打纬力的提升能确保用最高的打纬力织
造厚重织物。

所有部件都经过大量研究和应用来确保
完美的织物品质。

螺杆机构：无与伦比的传剑系统	

R95002剑杆织机驱动装置采用的是对著
名螺杆系统的全新再设计，我们亲切地称
它为“螺杆”。设计紧凑的驱高的可靠性
及更低的维护成本。

其他设计特性如下：

• 固定在侧墙板的机械结构确保了稳定
性和精密度。

• 新型传动和摆动滑块由航空级合金锻
造，确保在高速运作时织机更长的使用
年限。

• 所有滑动组件标配直接和动态润滑。

依照设计惯例，新螺杆传剑的设定并不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飘忽不定”。这就
避免了养护人员不断的重复设置和调试。
可靠，低成本，不变的卓越性能，新螺杆传
剑机构体现了R95002剑杆织机的精髓。

创新的SK	2.0传剑系统

全新SK 2.0传剑机构的设计可满足高速
织造及广泛的品种适应性。当需要引入不
同种类纬纱时，SK 2.0传剑系统是当今
市场上最为先进的导剑系统。超轻，陶瓷
镀层，剑头一体化设计，SK 2.0传剑系统
可提供持续的高速表现和更低的磨损。

其他关键因素有：

• 送纬夹头的位置非常靠近钢筘，在提
升织造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可靠的品
质。

• 接纬夹头内部置有永磁体，这一开口设
计享有专利，结合了剑头的高抵抗力和
纬纱的轻松释放。

多样的FPA传剑系统

FPA 无导钩积极式传剑机构（Free 
Positive Approa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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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客户即使是织造最复杂的面料也能
有无尽的创意可能性。

有了FPA系统，同样要归功于电动纬纱剪
刀，如今能织造广泛的花式纱、复丝、金
属和单丝。

此外，FPA传剑系统在梭口处没有导钩部
件，即使是精细的纱线也能确保柔和处
理。

FPA 同样也是精细产业用布或多重引纬
高韧性织物的最佳选择。

FPA人体工学设计剑头开启器

R95002配备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剑头开
启器，让织造者能够在几个快速移动中完
成必要的设置作，无需额外工具，因此可
轻松进行设置和调整。

优秀的传剑系统



引纬剪刀的多种选择:	电动纬纱剪刀

选纬器引纬剪刀的多种选择:	ROTOCUT旋转式纬纱剪刀



引纬剪刀的多种选择

为了满足所有的织造需求，R95002提供
多种纬纱剪刀的选择:

机械式纬纱剪刀

传统的纬纱剪刀系统，可靠有效，必要少
量移动。

ROTOCUT旋转式纬纱剪刀

意达Rotocut有一片旋转刀片，能让进入
的纱线有一个完美的剪纬时间。这一装置
在夹住喂纱之后，会在同一时间剪纬，归
功于移动异常便捷从而保证了最佳的效
果和效率。

电动纬纱剪刀

为了满足最苛刻的款式要求，一款出色的
电动纬纱剪刀已经孕育而生。电动纬纱剪
刀应要求可选，是织造复杂风格和/ 或多
种纬纱配置的理想解决方案。基于创新技
术以及微电脑芯片操控，电动纬纱剪刀进
一步保证了优秀的多样性和纺织效率，让
对每色每纬设定独立的剪纬时间成为宝
贵的可能。这一精确先进工具的设计提高
了效率、增强了多样性并减少浪费。 

选纬器

可配置4色、8色或12色。

为提供多样性和可靠性设计，这个器件无
需维护，由微电脑芯片驱动控制，精准协
调每个选纬指的动作，幅度轻柔缓和能有
效避免相邻纬纱间的干扰。此紧凑的设计
使引导的纬纱能极为贴近剪纬位置，从而
确保有效控制。

对于挡车工机修工来说，此装置操作简
便，能减少剑头及生产品种更换造成的停
车时间。

优秀的传剑系统



绞边和辅助布边装置-ISD 直观式菜单方便监控产品质量

加强型送经和卷取



R95002剑杆织机应用广泛，可提供适合
织造各种织物的关键配置。在最大化品
质、车速及效率的同时，R95002剑杆织
机为客户打入新兴市场提供了解决方案。

加强型送经和卷取	

R95002 都配备了电子送经和卷取装置。
齿轮系统位于油浴中，可提供最大的可靠
性。纬密可以通过机器控制台直接调整。
多经轴应用全都由电子控制。

绞边和辅助布边装置-ISD

R95002剑杆织机的布边和绞边装置都采
用了标配设置。

ISD通过机器控制台可实现对辅助布边及
基本开口模式的独立参数设定。除了常规
清洁，无刷马达使织机免除了日常维护和
调试。

优秀的织物质量

意达开口角度明显有助于更高织造速度
和卓越的织物质量。

全世界的织造者都认识到R95002具有
消除停车痕的宝贵优势，可以通过独特的
意达开口角度带来优质面料。此外，意达
还开发了一种专用软件可以避免停车痕，
以满足复杂的织物结构要求。由于采用直
接驱动电机，因此可确保快速机器启动和
停止以及钢筘的正确定位。 

结合机器微处理器连续监控送经和卷取
位置，开口几何角度几乎消除了开车痕。
毫无疑问，R95002的战略设计旨在最大
限度地减少劣质面料。 

快速品种更换

R95002的设计旨在大幅减少更换品种的
停机时间。该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机器零件
都经过专门开发，另更换品种方便快捷并
缩短设置时间：

• 快速下经轴和停经架是所有机器的标
准配置。

• DRC4或DRC10快速综框连接系统。

• 边撑 - 安装在单个支架上 - 可以轻松
地在两侧移动，大大减少了样式设置和
宽度调整所需的时间。

• 经轴由电子控制的送经系统驱动，确
保轻松的经轴设定和布卷落轴。

当质量与用户友好性齐头并进时



布边选择：气动折入边装置

电子平综

意达电子纬纱制动器

有用的织机冷却系统



具有价值的布边选项	

R95002具有多样的布边形成装置的选
择。除了标配布边剪刀，热熔装置、机械
或气动折入边装置均可选。

气动折入边装置可织出极高的织物质量，
并且可以织造非常窄的折入布边，从而大
大减少织物浪费。

多种电子纬纱制动选项

电子纬纱张力器根据要求可供选配，建议
在加工弱纱时提供帮助。

通过用户界面可编程，电子纬纱张力器允
许对每个纬纱进行单独的制动控制。

除了由不同供应商生产的设备外，意达还
开发了意达电子纬纱制动器，专门设计用
于确保在引纬循环期间不同的制动区域。

有用的织机冷却系统

R95002剑杆织机配备了一个有用且可靠
的电子控制冷却系统LoomCooler。

专为在织机车间提供最大化的散热能力
而设计，织机冷却系统证明了一个行之有
效的热回收解决方案，使客户能够重新利
用在其他过程中被浪费的热能，从而在整
体上节约成本绿色生产。 

电子平综	

平综时间通过织机控制台能够轻松地调
整，保证卓越的织物质量 。

当质量与用户友好性齐头并进时



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全新创新的iPOS

机载诊断系统

iMANAGER	–-	您的意达工厂管理系统



新一代触摸屏控制台	

R95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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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95002剑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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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5002剑
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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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95002剑杆织机加载我们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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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创新的iPOS

iPOS智能生产效率优化系统（Intelligent 
Production Optimizing Syst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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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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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的用户体验



机器主要规格
名义织机幅宽 SK传剑系统 170-190-210-220-

230-260-280-300-
320-340-360-380-
400-430-460-540 

FPA传剑系统 170-190-210-220-
230-260-280-300-
320-340-360

减幅 SK传剑系统 标配60cm- 
可选100cm

FPA传剑系统 标配100cm

纱线范围 短纤纱 Nm 200 - Nm 3                                                                                                                                        
FPA传剑系统最高
Nm 1

长丝纱线 22 dtex - 3,300 
dtex 
FPA传剑系统最细 
8 dtex

引纬
电子纬纱选色器 4色, 8色或12色

电子纬纱张力器 意达电子纬纱制动器 可选

ROJ TEC电子制动器 可选

LGL ATTIVO电子制
动器

可选

选纬器 ROJ TE 500 标配

DIGITAL 可选

MAESTRO 可选

纬纱剪刀 旋转式纬纱剪刀 标配

机械式纬纱剪刀 可选

自动纬纱剪刀（每一纬
可编程）

可选

加强型吸风单元 可选

送经
经轴直径 800, 1000或1100 mm

宽幅机带左右双经轴 可选

上经轴 可选

前后双经轴 600 + 600 mm 或 
500 + 700 mm

可选

后梁 单 标配

双 可选

加强型后梁适用于工
业用布

可选

经纱张力器 
（经轴1000/1100）

可选

停经装置 6排停经架间距为
25mm或30mm 
8排停经架间距为
16mm

标配

12排停经架间距为
12mm

可选

废边筒子停经架 可选

织物卷取
电子控制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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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低纬密的旋转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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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 纬/厘米 标配

1-20 纬/厘米 可选



机器主驱动
主电机 直驱电机带油冷却用于

多臂、凸轮和提花版
标配

提综机构 DRC10综框连接 标配

DRCC10-QFC 综框
连接

可选

DRC4综框连接 可选

自动平综（标配） 标配

织机冷却系统
LoomCooler

可选

开口机构 史陶比尔3020或
3060型多臂 
（最多20片拉刀）

史陶比尔3224型多臂
（最多24片拉刀）

史陶比尔1692型凸轮 
（最多8片拉刀）

预设电子提花机带万
向轴

标配

预设电子提花机带独
立驱动

可选

预设边字提花机 可选

钢筘驱动 共轭凸轮单元（2,3或4
个取决于机器宽度）

机器控制 最新一代彩色显示屏触
摸屏控制台

标配

选择 电气面板220V-16A上
的电源插座 

可选

电气柜上的按钮用于经
纱运动 

可选

R95002规格一览

布边形成
ISD独立布边装置 可选

两侧和中央气动折入边装置 可选

两侧和中央机械折入边装置 可选

热熔剪刀 可选

全幅边撑 可选

ELD电子绞边装置 可选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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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太网接口用于其他的数据传输 可选

iPOS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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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幅宽 织机宽度	(A)

1700 mm 4300 mm
1900 mm 4500 mm
2100 mm 4700 mm
2200 mm 4800 mm
2300 mm 4900 mm
2600 mm 5200 mm
2800 mm 5400 mm
3000 mm 5600 mm
3200 mm 5800 mm
3400 mm 6000 mm
3600 mm 6200 mm
3800 mm (*) 6400 mm
4000 mm (*) 6600 mm
4300 mm (*) 6900 mm
4600 mm (*) 7200 mm
5400 mm (*) 8000 mm

(*)  织机幅宽3800, 4000, 4300, 4600, 5400 mm只能
带SK传剑系统

织机宽度	(B)

带800 mm经轴 1920 mm (**)
带1000 mm经轴 2062 mm (**)
带1100 mm经轴 2165 mm (**)

(**) foot boards excluded

尺寸(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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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幅宽	(cm)

170, 190, 210, 220, 23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400, 430, 460, 540

开口机构

D 多臂 
C 凸轮 
J 提花

纬纱颜色

4, 8, 12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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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S 上经轴 800 mm (*) 
S1S 上经轴 1000 mm (*)

(*) 可以和上述单经轴或双经轴适配



两年保期

近年来非常成功的剑杆织机现已
进入第二代，来进一步确保 
出色节能、面料质量和用户体验。



剑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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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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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意达R9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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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