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代意达牛仔剑
杆织机



现在是时候了
世界上最大伟大的牛仔工厂将节省资金、生产优质面料、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织造性能。

意达  通过在织物质量和可持续织造方面树立新的

基准，改变了牛仔布生产的规则，并成为全球面向未来牛仔布

厂商的首选。

意达  具有突破性的设备和强化的技能，使意达在

牛仔布领域领先一步，保证使用全新意达机器的牛仔布厂商在

牛仔市场上获得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这都得益于意达新的创

新所确保的切实利益。

创新特点

无与伦比的 成本节约

卓越的 织物质量

无与伦比的性能

优秀的用户体验

• 由ITEMALAB™  
(意达实验室研发)的 
iSAVER™

• 节能

• 新的剑带-导钩系统

• 超轻SK剑头

• 优化的意达开口角度

• 由ITEMALAB™的 

• 由ITEMALAB™的 

• 更加符合人体工学

• 意达纺织的协助

• 新的符合人体工学的
剑头开启器

• ISD-独立布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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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 成本节约

01
由ITEMA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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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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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件的出色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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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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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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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与伦比的织物质量以及纺

织品多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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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ITEMALAB™ 开发的IBOOSTER

• iBOOSTER套件专为希望高车速的
织造者而开发，可在不影响可靠性
的情况下提升机器的性能。 归功
于ItemaLab通过与Lamiflex的合
作进行了深入的材料研究，意达成
功开发了新的增强剑带、剑带轮和
微型智能冷却器，以确保延长使用
寿命。

 同时拥有高速和高可靠性

07
由ITEMALAB™ 开发的ICARE

• 作为iBOOSTER套件的一部
份，iCARE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系
统 – 得益于先进的传感器机制 - 实
时监控意达剑带和剑带轮的健康状
况，从而通过机器最新一代控制台
提供可能的干预。 即使在以最高
速度运行时，iCARE也能提供有价
值的优势来完全控制机器的运行。

 延长组件的寿命

 预防性维护解决方案

优秀的用户体验

无与伦比的性能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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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D-独立布边装置

• 全新设计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灰
尘积聚以减少维护。

 减少维护。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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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更符合人体工学

•  具有较低的前部框
架，方便织造者日常纺织操
作。

 改进的机器可用性。



      | 二代  规格一览

A

B

名义幅宽  

(织机宽度- A)
织机宽度(B)

1900 mm (4500 mm)
2100 mm (4700 mm)
2200 mm (4800 mm)
2300 mm (49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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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脚踏板

中国组装的机器，除了附件其余均为进口件

规格 标配 可选

传剑系统
超轻SK剑头:

单侧导购式传剑系统

开口机构 史陶比尔3020型多臂 史陶比尔3060型多臂
史陶比尔1692型凸轮，最多8片棕框

拉刀数量 12 16 
经轴 单经轴 1000 mm 单经轴 1100 mm
引纬 电子选纬器: 4色 电子选纬器: 8色
纬纱剑刀 机械式纬纱剪刀 ROTOCUT 旋传式纬纱剪刀
由意达实验室研发的 iSAVER™ iSAVER™

纬密
iBOOSTER套件

包括iCARE
布边 电子布边和纱罗绞边装置
送经 电子控制送经

织物卷取
电子控制卷取:

机内卷布辊直径，最大550 mm
电子控制卷取:

机外大卷装装置，最大1500 mm

网络接口

以太网接口 (带iMANAGER)
串行VDI接口: 用于双向数据传输

并行接口: 用于单向数据传输

其它任选件
钢筘LED安全光栅

织机冷却系统

保修 QRP认证-两年保期



曾经的剑杆织造技术牵涉到织物两侧形成的经纱和纬纱废
料，然而今天，意达改变了游戏规则。

意达实验室研发突破性的机械创新- iSAVER™- 能够消除

织物左边的废边，带来无与伦比的优势。

它是如何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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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直接从机器控制台进行设置
- 该设备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织机的运行速度
- 在织物需要调整宽度时， iSAVER™ 保持其位置不

变。因为织造者只需在织物的右侧进行设置，即可设
置非对称的宽度缩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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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性, 有利可图，生态友好型, 轻松设置操作, 创新性。
由意达实验室研发的 iSAVER™，只为改变游戏规则。

你从未预料到的节约

iSAVER™ 
节能表

使用 

iSAVER™ 

不使用 

iSAVER™
每台机每年节

约**

纬纱 纬纱浪费 (公斤)*

CO Ne 6/1 1.700 3.400 3.000 欧元

CO Ne 12/1 900 1.800 1.900 欧元

CO Ne 16/1 650 1.300 1.400 欧元

CO Ne 16/1  
+ LY 78 dtex 750 1.500 2.300 欧元

PES 167 dtex 
+ LY 78 dtex 425 850 1.200 欧元

* 考虑 R95002denim 的最高生产速度。

** 考虑标准纱线成本并仅限于纬纱消耗（不包括经纱消耗）。



牛 仔 布 织 造 更 进 一 步

www.howdoyoudeni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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