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造技术织物？
 就选意达技术！



技术纺织品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
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扩大发展。这个快速和持续的发展的
原因是多重的。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消费者，我们不断的从
工作装、运动装、休闲装还有家具中寻求更好更强的功
能、性能和耐用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在制
定和采纳卫生、安全和环保方面的更加严格的规则和标准 

技术织物被广泛应用于多个不同的行业，先来看一下技术
织物的应用有多么普遍：

• 防护用纺品

• 环保用纺品

• 医疗用纺品

• 体育运动用纺品

• 高科技衣着用纺品

• 建筑用纺品

• 地质用纺品

• 包装材料用纺品

• 交通运输用纺品

• 工业用纺品

• 高科技家用纺品

• 农用纺品

未来，技术纺织品将扮演
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建筑
和绿色建筑，汽车，智能
城市和节能设备，家具和

运动，工作服和时装等领
域中变得更加普及。

织造是迄今为止将纱线变成织物的最灵活、最方便和最高附加值的
技术。可加工处理的织物密度和材料的广泛性保证了无限的可能性
并有机会以有限的附加成本转换生产。

因此，当需要大量生产包括技术织物在内的各种织物的时候，织造
是我们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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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达在苏尔寿、苏美特和范美特三大历史性品牌的
合并中积累了 200 多年的综合专业知识，预计在
可预见的未来，产业用纺织品传播的积极趋势将继
续，并正在更多地迎合这一趋势 全球纺织品市场中
特殊且要求极高的部分。

在2019年，意达推出了Itematech，这是公司专门
致力于设计和生产用于技术织物和特殊应用织机的
一个部门。

工业用面料行业与标准面料的生产大不相同，因为
它涉及高度创新的人造原料和纱线，并针对具有特
定趋势的最终市场。

作为全球技术纺织品制造商历史悠久的合作伙伴和
织机供应商，意达非常了解像技术纺织品这样的高
度专业化的领域应得到重点和特定资源的支持，因
此成立了Itematech以确保其客户的尖端技术创新
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此外，意达和PTMT（原Panter）之间的合并带来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完整产品组合，包括 喷气织机，

得益于 Itematech 的独特专业知识和能力，技术面
料制造商现在将在Itematech意达技术找到一个独
特的合作伙伴和技术参考点，以满足并超越他们在
织造全系列技术应用方面的所有需求。

始终关注客户需求的意达建立了Itematech部门，
旨在通过提供市场上最完整的织造解决方案和业内
最熟练的技术纺织品团队，为技术面料生产商提供
能够满足其特定要求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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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幅宽：

SK传剑系统  配备导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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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PA积极式传剑系统  无导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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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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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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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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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意达剑杆织机传剑系统
• SK 传剑系统 配有引导剑杆和导钩。为高速织造而

设计，提供高性能和卓越的织物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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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了积极式剑杆系统的多样性和高
性能及高效率，可以保证即使是最精细的单丝也能
轻柔有效的处理。

5 纬纱剪刀的多种选择
• 自动纬纱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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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次数的裁剪避免时间的消耗，可以精确找到一
个最可行的折中方案，给不同类型的纬纱设定一次
性的裁剪，这会带来：

 – 效率的大幅提高 
 – 不会因错误设定导致织造中断
 – 纬纱废料优化
 – 完美的引纬

• ROTOCUT纬纱剪刀 配有高精度的旋转刀片可以
同一时刻切割所有纬纱，这是在单一面料构建时的
最优选择

6 双压布辊
• 非常适合织造厚重面料，保证织物张力不变

7 多种后梁可选
• 轻质后梁旨在弥补纱线所缺乏的弹性

• 双后梁 提升的轴管直径最大程度的容忍经纱较大的
张力

• 经纱张力器 优化经纱张力

8 全幅边撑
主要优点：

• 与标准边撑相比更高的纬密

• 全筘幅直接引纬

• 全筘幅均匀的织物宽度

• 标准边撑和全幅边撑轻松转换

9 旋转式扩布辊
• 通过使纬纱在面料中保持笔直进行高精度的引纬

• 网状织物的理想解决方案

10 热融剪刀
根据面料的厚度和组成可选不同的刀头，提供顶级质
量的布边，即使是最厚重的面料也可以简单使用并且
保持很久。

11 意达电子纬纱制动
在储纬器和引纬器系统间实现，意达电子纬纱制动采
用一种更加温柔的纬纱处理方式以减少纬纱张力峰
值，这是由于可以在机器控制台直接设置不同的制动
力水平。



意达绝对畅销的产品——R9500剑杆织机第二代产品问世，以其动态稳定性享
誉全球。R95002剑杆织机以其特殊的机器结构确保了在织造范围内最低的振
动，从而带来出色的可靠性并降低了运营成本。

R95002出色的抗应力性使织机能够从关键优势中受益，例如减少可移动机械零
部件的劣化以及非常低的能耗。正如意达的用户所证明的那样，与市场上其他
织机相比，R95002在经济上更具可持续性。

除了出色的纺织品性能和面料质量外，这也使R95002成为织造高端技术面料的
理想机器。

Itematech剑杆织机 



UNIRAP Itematech 单侧积极式剑杆织机



UniRap体现了多样性并提供无限的织造可能性。结合了积
极式传剑系统的优势和无导钩传剑系统所确保的轻柔纱线处
理，UniRap使复杂而富有创意的织物织造几乎不受限制。

由于采用开放式专利的积极式传剑系统，不会造成纬纱交接不
良，从而使织造者能够以最大的纺织效率处理最广泛的纬纱。 

从精纺纱到高强度的单丝，从毛圈花式线到碳纤维、聚酯和聚
丙烯胶带，UniRap提供了织造高级技术面料和创新时尚风格的
可能性。

基于可靠且用户友好的电子和机械平台，以及提供出色的易用
性，UniRap显然在多样性、性能和可靠性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利
益，从而保证了快速渗透新的市场机会。引纬周期是电子驱动
的，包括夹持纬纱设置和灵活的电子体系结构提供了对机载自动
化设备的实时管理。

UniRap被设计为一个开放平台，以多种配置进入市场，使织造
者能够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创建完美的织机，从标配储纬器至
多12色配提花或多臂开口机适用于高档服装或家具面料到适用
于30毫米以下的单色无捻纬纱喂入。 

UniRap：无限之织造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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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独一无二的积极式和消极式传
剑

在市场上独树一帜，Hercules的优势在
于能在一台织机中同时拥有积极式和消
极式传剑的益处

无与伦比的纺织品柔韧性和卓越的性能

2  独家的开口角度

减小的梭口尺寸可确保最小的经纱张力
峰值

卓越的面料品质

3  强大的打纬力

Hercules可根据织物结构提供多种机
型。

打纬力范围从标准机器配置的3吨到
Hercules 4.5机器版本的4.5吨不等。

纺织范围广

4  简洁而坚固的机器结构

Hercules具有结构坚固而不牺牲简洁性
的优点。实际上，柔性剑带系统可确保
减少机器占地面积，从而节省工厂布局
的空间。

节省空间且高效

5  有效的选纬器

Hercules选纬器的设计旨在提供柔和
的纱线控制并降低纬纱的峰值。选纬器
具有专为减少废边而设计的可移动切纱
器。

纺织效率和减少废边

6  智能纬纱剪刀

Hercules纬纱剪刀的设计旨在尽可能减
少废边。而且如果是二色织造，加上特
定的纬纱和专用配件，有可能完全消除
左侧废边。

节省成本和减少浪费

7  直驱技术

直驱马达可确保减少维护和最优化的用
户体验。此外，Hercules 配备了一个独
立的多臂马达。

节省时间和提升纺织设置

8  用户友好的机器控制台

机器控制台——具有宽屏全彩触摸
屏——是直观且交互式的，可提供整台
机器的控制。

操作方便

9  远程诊断

无论织机安装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先
进的远程诊断系统Site Manager通过允
许Itematech技术人员轻松地访问机器
参数来为织机提供实时支持。

实时技术支持



Hercules剑杆织机天生坚固，其设计旨在织造重型技术纺织品。同时提供消极
式和积极式传剑系统，Hercules代表了机械坚固性和纺织效率的完美结合，从
而确保了市场上更大的盈利能力。

Hercules具有出色的易用性和灵活性，是轻松生产任何类型的技术织物的
理想织机。坚固而灵活的机器结构可确保最大的可靠性，从而提高生产能
力。Hercules其独特的引纬系统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纺织品灵活性，凸显了轻松
而迅速地在消极式剑头和积极式剑头间转换的宝贵可能性，从而在处理引单纬
或多纬配置的最广泛的纬纱支数时（从10到48,000 dtex），可带来无与伦比
的纺织效率。

Hercules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在于完美的经纱控制。实际上，特殊的后梁将坚固
性与响应速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确保了完美的经纱补偿。此外，卷取系统可
熟练处理极其厚重和轻薄的织物。Hercules的织造宽度可达6,200 mm能够有
效地织造最厚重的技术织物。

Itematech积极式和消极式剑杆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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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幅宽
R7300HP 标准版本和R版本： 
220 cm, 280 cm, 330 cm, 360 cm, 390 cm, 
430 cm, 460 cm, 540 cm, 655 cm

P7300HP RSP 版本 
220 cm, 280 cm, 330 cm, 360 cm, 390 cm 
(on request: 430 cm, 460 cm, 540 cm)

P7300HP R3 版本 
220 cm, 280 cm, 330 cm, 360 cm, 390 cm 

P7300HP RSP 和 R3



1 独特的积极式引纬系统
积极式传剑系统的独到之处在于可直接夹持各种纱线并
引入梭口，引纬过程中没有中间交接，大大提升了效率

2 坚固精密的机器构架
保证了市场上最长的使用寿命，最强的织造厚重面料和
复杂面料结构的性能，以及高达655cm的织造宽度的独
特性。

3 经纬纱零浪费
独特的积极式传剑系统消除废边

4 合理的布边将纱线浪费最小化
布边折入的宽度可以从18 mm到35 mm之间选择 
(适用于农业和土工织物，地毯背衬等应用）此
外，P7300HP还可以配备专门的装置以织造纱罗布边
和热熔布边。

5 FPB 快速制动
由微处理器控制，无需手动调节，减少维护，提供平稳
和安全的引纬

1 加强型主马达和筘座驱动
• RSP 版本打纬力最高可达11,000 N/m，R3版

本最高打纬力可达15,000 N/m

• 主机搭载多达6根皮带和7.5或12千瓦的超强 
主马达

• 用于强大打纬力的筘座驱动（12 mm筘条及
9 mm筘齿）

2 加强型张力器
• 根据机器的宽度增加额外支架

• 额外的导向后梁(R3)

3 加强型送经和卷取装置
• 加强型电子送经装置，适用于全部经轴规格

• 强大的电子卷取马达

• 带中央支架的卷取辊（RSP）

• 带有140mm卷取辊的浮动式卷曲装置(R3)

• 额外卷布装置(须配备机外卷取）

4 开口机构
• 加强型多臂及宽链驱动

• 带有额外导轨的下部构建

RSP R3RS

R7300HP 标准版本和R版本 P7300HP RSP 和 R3



P7300HP是传奇而又独特的，技术面料织造是它的特色，因其引纬系统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多功能性和可靠性。积
极式传剑系统的独到之处在于片可直接夹持各种纱线并引入梭口，引纬过程中没有中间交接，大大提升了效率。

P7300HP持续的吸引着纺织爱好者们的极大兴趣，并为那些希望织造最宽织物（幅宽可达655厘米）和高特性材
料（如农用织物，土工织物和地毯衬垫）的企业树立了一个难以跨越，无与伦比的标准。在织带子纱方面，意达片
梭织机提供了与市场上其他引纬技术相比最优异的性能。P7300HP V8标准版做好了织造各种各样的技术纺织品的
准备。

此外，P7300HP还有RSP和R3两种配置可供选择，专用于织造高端滤布，重型土工布和高端传送带。为了织造最厚
重的纺织品，RSP版本具有高达11,000 N/m的打纬力，而R3版本可以达到15,000 N/m。意达片梭织机P7300HP
保证了织造特殊的高质量技术面料时的完美的效果，同时也确保了顶级的面料质量，显著的成本节约和出色的可靠性。

Itematech片梭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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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幅宽
190 cm, 210 cm, 220 cm, 230 cm, 260 cm, 280 cm, 
300 cm, 320 cm, 340 cm, 360 cm



1 最优的开口设计
最佳的综框位置保证了更高的车速和更长的综丝综框
使用寿命。优化的打纬力是在保证织物质量的前提下
织造最广泛面料的最佳选择。

2 BLC （毛刷莱卡夹钳）喷嘴
针对高弹性纬纱的专用解决方案，确保出色的织物质
量和可靠性，非常适用于医疗应用（如纱布）。

3 低压单孔式接力喷嘴
新一代喷嘴提供的了更低的能耗和维护需求。

4 多种布边形成选择
除了机械折边装置以外还有热熔装置和气动折边装置
可供选择；截幅筘和全幅筘织造均可配置两侧和中央
折入边装置,减少设置风格变化的操作。

5 ELD–电子绞边装置
专利绞边解决方案，确保无车速限制，以及更高性能
和更少维护 。

6 多种布边形成选择
• ELD电子绞边装置 

意达获得专利的ELD电子绞边装置，是高速织机上
的理想解决方案，可确保完美的绞边，同时由于其
创新的设计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 RLD旋转绞边装置 
对于特殊的合成纱线，RLD旋转绞边装置可满足最
严格的织造要求。

7 两侧废边纱筒
最佳纬纱张力带来的优秀织物质量 。

8 双串联喷嘴
即使是最粗的纱线也能高速编织 。

9 新的筘座凸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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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iREED® 钢筘
享有专利的意达钢筘减少了编织窄幅粗纱时的空气能
耗 。



A95002喷气织机并且已经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尤其是在医疗、汽车和降落伞应
用中。意达两项独特功能的成功组合–梭口几何形状和喷气引纬–使A95002喷
气式织机能够确保市场上最高的织物质量，尤其是在速度提高时。A95002经过
广泛的客户试验在真实的织造环境中进行测试，实际上证明了能够完全避免缠
绕。当需要织造高密度织物时，可专门定制确保达到最好的结果。得益于有效
减少摩擦的加强型后梁，经纱张力控制精度得以提升，有效减少断经。

Itematech喷气织机



织造技术织物？
 就选意达技术！



快速领略时下最流
行的技术织物应用

织造技术织物？
 就选意达技术！



应用
农业和园艺织物

纱线
大量的经验

幅宽
460 cm, 540 cm



农用织物
农用织物这一术语描述了用于农业和园艺应用的所有织物，包括用于遮光，
畜牧保护，杂草和昆虫防治，节水，延长生长季节，土壤分离，防霜冻等方
面的织物。

Itematech片梭织机P7300HP于农用织物
用于农用织物的片梭织机P7300HP织造幅宽可达655 cm，这在市场上是
独一无二的。即使是在编织常用于农用织物的有着苛刻织造要求的PP扁丝
时片梭独特的积极式传剑系统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多样性，确保顶级织物质
量和最高效率。P7300HP用于农用织物的另一个优势是经纬纱没有丝毫的
浪费。片梭直接传递纬纱的方式提供完美的绞边，不需要另外的废边装置，
从而大大的节约了成本。最后也同样重要的是意达片梭独特的35 mm折边
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边缘加固，这为织物整理时提供了莫大的好处。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农用织物
对于简单的织物结构，剑杆织机R95002宽幅版本可织造幅宽达540 cm，
配有加强型卷取装置和后梁，即使是在织造厚重织物时也能够保证最大的可
靠性和耐受性。出色的织物质量和无与伦比的机器性能源自SK传剑系统以
及电子纬纱剪刀的完美组合。



安全气囊 平织&一片式织造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前部和侧面的安全气囊是汽车的标配，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迅速普及，
成为汽车行业里增长最为迅速的一部分。

平织织物用于制造前部（驾驶员及乘客）安全气囊，而侧帘式安全气囊则由一片式织物组
成。

平织织物由有机硅涂层以提供所需的透气性和耐热性。织造完成后，对织物进行裁剪，组装
和缝制。

由于采用提花机开口，一片式织造气囊的形状和结构采用双层织物结构，在织造过程中产
生，不必进行后续的缝纫操作。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平织，OPW安全气囊
剑杆织机R95002保证了机器性能和织物质量之间的最佳比例，同时适用于平织安全气囊以
及使用提花开口机构的OPW气囊。FPA传剑系统是一种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可确保在安全
气囊织物的织造过程中轻柔的处理细致的经纱。

电子纬纱剪刀的存在进一步提高了灵活性，也使得纬纱的浪费达到最小。加强型卷取装置和
后梁保证了最佳的经纱张力以及最高的机器性能。特有的全幅边撑也带了多重的效益：可织
造更高纬密织物，简约高效的引纬，全筘幅的均匀织物结构。

Itematech喷气织机A95002于OPW安全气囊
意达喷气织机A95002是预设的独立电子提花机，可以不受速度限制的织造OPW安全气囊。
加强型卷取装置和后梁使摩擦更小以便更好的控制经纱张力，减少停经的次数。而两侧独立
的废边装置可以保证正确的纬纱张力，带来更加优良的织物质量。此外，筘座凸轮设计的更
大静止角确保了有更长的入纬时间，使引纬更加高效。意达专利的ELD电子绞边装置因其创
新的设计，带来完美的绞边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整个筘幅上织物的完美张力也由全幅边撑
装置得到保证。如果你还想要更加精准和轻柔的去处理经纱，那么Laser停经装置会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应用
平织物，一片式织造

纱线
尼龙，涤纶 / 235 - 350 - 
470 - 580 - 700 dtex

幅宽
280cm



对位芳纶织物
对位芳纶织物因其在的卓越表现而得到应用。此外，对位芳纶织物在制动
器和离合器衬片，轮胎加固以及飞机，船舶和高端汽车行业中被用作石棉
的替代品。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对位芳纶织物
R95002拥有最优秀的开口机构，配备了更小的开口角度使其在织造非常特
殊的长丝纱线时也能保证顶尖的织物质量，例如对位芳纶。对位芳纶以及混
合芳纶纱线能够配合FPA传剑系统进行高效的编织，即使是最细腻的经纱长
丝也能够最温和的处理。

根据织物的结构来看，两种纬纱剪刀都是可供选择的。在多种纬纱配置
的情况下，电子纬纱剪刀是较为理想的设备，而对于更加简单的织物结
构，Rotocut纬纱剪刀是更好的选择。

编织芳纶的主要成功因素是要保持经纱和纬纱能够达到的最低张力，而
R95002可以配备有效的装置来实现这个目标。它配有的轻质后梁可以完美
的弥补芳纶无弹性的特质。其轻质结构提供了广泛的移动性和最高程度的反
应力，有力于纱线在综框和筘座穿梭期间的张力补偿，从而提供恒定的张
力，并且可以从机器控制台轻松设置制动时间。 

Itematech剑杆织机Hercules于对位芳纶织物
对于厚重对位芳纶织物，应考虑配备正向积极式剑杆的Itematech Hercules
剑杆织机。Hercules的关键增强确保有效编织最粗的对位芳纶纱线。 



应用
防护服，工业应用

纱线
芳纶纤维 3300 dtex

幅宽
190 cm, 360 cm



应用
遮阳阳光和防护帐篷

纱线
PAC聚丙烯酸酯

幅宽
190 cm, 360 cm



遮阳织物
商业活动和房屋的室外遮阳篷和帐篷是由100%染色的聚
丙烯酸纤维编织而成的，这些纤维可为人们提供对阳光和
天气的防护，同时其独特的色彩亮度也能够非常广泛的进
行设计。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遮阳织物
加强型卷取装置和后梁保证了卓越的经纱张力和优良的机
器性能。根据面料的结构，可以很容易地更换全幅边撑或
者标准边撑。

Itematech片梭织机P7300HP于遮阳
织物
PSP和R3配置的P7300HP可以将最粗的聚丙烯酸酯编
织到30 tex以保证最高的织物质量和优良的机器效率，
这要归功于关键的机器配件的加固加强型停经架即使是
最重的经纱也能够提供卓越的机器可靠性并显著地减少
纱线偏移。



地毯衬垫
地毯衬垫为家庭和工业应用中的地毯提供了形状，结构稳定性和保护。地毯
衬垫主要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地毯基布它是地毯纤维环绕或交织的粗纤
维。二是次级地毯衬布它为整个地毯提供支撑，并有助于使地毯从地板上渗
透的水分，细菌和霉菌隔离。

Itematech片梭织机P7300HP于地毯衬垫
地毯基布是用PP扁丝经纬交织而成，而次级地毯衬布则是用纬纱和片梭
织机P7300HP纺织而成，这是迄今为止织造这种特殊纱线的最好的技
术。P7300HP的核心优势在于它的积极式传剑系统，即使是在编织苛刻的
扁丝时也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纺织效率。此外，由于没有经纱纬纱的浪费，
织造者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

 



应用
地毯基布和次级地毯衬布

纱线
PP(聚丙烯) 扁丝

经纱350-500 dtex；

纬纱670-1160 dtex

幅宽
390 cm, 430 cm, 460 cm, 
540 cm



应用
临时结构应用

纱线
聚乙烯复丝、单丝

幅宽
360 cm FPA传剑系统 
540 cm SK传剑系统



涂层织物
涂层织物由于其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完美兼顾，代表了最
广泛使用的临时施工材料。这些织物采用聚乙烯复丝、
单丝，涂上不同的合成的热塑性材料。涂层织物广泛应
用于各种领域，包括卡车篷布、防护用品和着装安全、
热气球、性能帐篷和休闲充气物品。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涂层
织物
涂 层 织 物 织 造 者 的 优 势 在 于 意 达 提 供 的 剑 杆 织 机
R95002幅宽可达360 cm，并且配备积极式传剑系统，
这是编织无捻经纱和无捻纬纱的最理想的配置，单引纬
或双引纬，可达到1,100 dtex以及0.4 mm的单丝。

如果你想要更大的幅宽，R95002配备SK传剑系统可以
帮你实现，幅宽可达540 cm，保证了T60经纱的有效
织造。

涂 层 织 物 有 时 会 有 非 常 开 放 的 结 构 （ 网 眼 织 物 ）
，R95002可配备旋转式扩布辊来很好的应对这个问
题，在引纬时保持完美纬向，确保高精度的纬纱。

Itematech剑杆织机Hercules于对涂
层织物
Itematech Hercules 坚固可靠，即使是最粗糙的涂层
织物也能有效编织。此外，在无捻经纱的情况下，可以
使用特殊的钩子来确保编织和优良的纺织性能。



应用
汽车、工业、医疗、航空航天
工业的产品

纱线
经纱: 从2000 dtex到
500 dtex; 从4到8 根/厘米

纬纱: 从670到1160 dtex;  
从2到7纬纱/厘米

幅宽
从160 cm 到 230 cm



碳纤维或胶带
由于其轻质和耐久的特性，碳纤维具有广泛的应用范
围，包括运输行业（自行车、汽车、摩托车、飞机和直
升机）、音乐行业、医疗行业（X 射线桌面和头枕）
、钥匙 纺织机械部件（剑杆带、链轮）和许多其他领
域，用于制造暴露于高温或极端大气因素的物体，例如
隔热罩、航天器或跑车制动器。

Itematech单侧剑杆织机Unirap于碳
纤维和胶带
Itematech UniRap有专门和优化的版本来编织最广泛
的碳基织物。

UniRap具有特定的外部送经和储纬器，配备避免带状
纱捻的装置。有效的积极式引纬系统，提供多种剑杆选
择：

• 为织造编钢丝织物的G型

• 用于织造胶带和其他纱的P型



输送带
加强型织物用于两类输送带的织造：多层橡胶带和轻质橡胶带。多层橡胶带
的最终用途包括采矿，农业设备，运输诸如岩石、矿石或砾石等沉重的研磨
材料。中型和轻质传送带用于包装处理、食品加工、健身器材和其他轻型或
高速运用。

传送带织物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 涤纶经纱和锦纶纬纱交织的EP型

• 涤纶经纬交织的EE型

• 涤纶短纤纱经纬交织的SP型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输送带
适用于轻质及中型输送带的R95002幅宽可达360 cm，配备FPA积极式传
剑系统，提供了最佳的面料质量和生产效率。R95002优化的开口机构以一
个更小的开口角度确保了更加出色的织物质量、更低的经纱张力和最强的打
纬力。

两种专用设备使R95002能够满足输送带织物的厚重和织造时的严苛要求，
成为一种理想的机器：

•  双后梁，以最佳方式弥补经纱高张力;

•  双压布辊，用于保持织物张力恒定

建议使用热熔剪刀对布边进行有效裁剪。

另外,R9500可另外配备装置从纱架或经轴进行送经。

Itematech剑杆织机Hercules于对输送带
Itematech Hercules 4.5 版本提供关键的机器加固技术和高达 450 kN/m 
的打纬机构，并配备积极式的剑杆传剑装置，确保可以编织最重的传送带织
物。 Hercules 的Jumbo Ultra型板后梁确保完美的经纱处理。



意达片梭织机P7300HP于
输送带
R7300HP RSP和R3版本是唯一比
EP600更容易编织重型传送带的织
机。事实上，归功于机器结构的加强和
积极式传剑系统，P7300HP可以高速
编织最重的纱线，并保证效率，体现了
优秀的性能。

应用
重型，中型和轻质传送带

纱线
涤纶，锦纶，棉

幅宽
230 cm, 280 cm, 360 cm



应用
过滤

纱线
涤纶,聚丙烯或聚酰胺单丝

幅宽
可达260 cm



过滤织物
过滤织物用于各种应用中的分离和过滤，例如医药，化学，工程，空调，汽
车和水净化。 过滤织物主要采用涤纶，聚丙烯或聚酰胺单丝纱线，以高精
度的网眼结构编织而成。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过滤织物
意达剑杆织机R95002是织造最广泛的单丝纱线的理想机器，得益于FPA积
极式传剑系统，该系统结合了积极式引纬系统的多样性和消极式剑杆的卓越
性能，消除了精细的经纱和纬纱的破损风险，同时并不会牺牲速度和效率。

双后梁优化经纱的张力且能够弥补所需的弹力。双压布辊和加强型边撑可完
美处理织物生产过程，保持恒定的织物张力，否则就会受到织物刚度的影
响。

建议使用热熔剪刀对布边进行有效引纬。

Itematech剑杆织机Hercules于对过滤织物
Itematech Hercules坚固可靠，是使用高密度经纱（高达 200 根/厘米）
过滤织物的理想剑杆织机。可以轻松地从积极式剑杆转换为消极式剑杆，确
保成功处理最广泛的纱线。事实上，在织造单丝织物时，消极式剑杆是最合
适的选择，而复丝纱线则首选积极式剑杆。卷取系统的多种选择和 Jumbo 
Ultra型板后梁（标准配置）确保关键增强技术，从而实现卓越的纺织性能。

Itematech片梭织机P7300HP于过滤织物
对于RSP和R3版本的P7300HP来说，在织造高端厚重的过滤织物（PP-聚
丙烯）时，即使是最粗糙的单丝也能够确保有效且简单的引纬。



螺栓布
细滤布

精细过滤织物 - 例如 螺栓布 - 由非常精密的高密度高精度单层布结构
制成。螺栓布主要用于医疗（血液过滤），汽车（燃油过滤），印刷
和电子元件（触摸屏）等高特殊应用领域。

Itematech剑杆R95002和片梭P7300HP于过滤
织物
意达研发了一个更加先进和精细的R95002版本，用于制造螺栓布。创
新的机器具有特殊的打纬系统和开口机构，并通过优化的FPA剑杆完
美的处理这些精细的纱线。

片梭P7300HP由于其全球著名的引纬系统也能在织造螺栓布时保证优
良的面料质量，展现出色的机器性能。



应用
专业应用过滤

纱线
涤纶,聚丙烯或尼龙单丝

幅宽
190 cm, 280 cm



应用
土壤过滤，稳定，加固，堤坝

纱线
涤纶，尼龙，聚乙烯

幅宽
390 cm, 430 cm, 460 cm, 
540 cm, 655 cm



土工织物
土工织物是一种坚固耐用的织物，旨在增加土壤的稳定性和地面支撑。通常由
聚丙烯纱线织成，延伸率低，可抵抗高强度的拉伸，并具有出色的耐久性和抗
环境影响的能力，以及降低维护成本并改善铺砌和未铺砌表面的性能。土工织
物的主要用途是地基稳定、防腐和多余水分的排泄和收集，例如雨水、土壤过
滤、道路加固、堤坝等。

Itematech片梭P7300HP于土工织物
P7300HP织造幅宽高达655 cm，可提供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即使在编织苛
刻的PP扁丝时也能提供无与伦比的多样性，P7300HP另一个优势则是没有
纬纱和经纱的浪费，不需要辅助布边，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最后也同样重要的
是，P7300HP在特殊的35 mm边缘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边缘加固，在织物整理
期间提供了好处对于极其致密的面料如土工织物，RSP和R3版本P7300HP可
定制并加强到15,000 N/m的打纬力。（制造幅宽可达390 cm）

Itematech剑杆织机Hercules于对土工织物
Itematech Hercules 具有积极的剑杆式纬纱转移功能，是编织各种土工织物
的理想选择：

• PP 带和复丝（经线从 900 到 6,000 den，纬线从 900 到 3,500 den）
，还有负剑杆

• 高达 11,000 den 的 PES HT 复丝；（高达 16,000= 8,000 x 2）土工
网格

• 原纤化 3,000/4,0000/5,000 x 2 den

• 多根单丝插入（4、6 或 8）

Itematech剑杆R95002于土工织物
对于更简单的织物结构，在使用复丝纱线时，意达剑杆织机R95002可提供出
色的织物质量和卓越的机器性能。R95002采用FPA积极式传剑系统，结合电
子纬纱剪刀，织造幅宽可达360 cm，具有无与伦比的多样性和效率。



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织物由于其抗拉强度，耐温性，低伸长率和尺寸稳定性而被用作许
多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材料。几乎任何编织图案都可以用玻璃纤维编织而成，
基本的有：平纹、席纹、斜纹及它们的衍生品，生产网眼织物的纱罗组织
等。主要的玻璃纤维织物应用：

•  航空（地板，壁橱，座椅，空气管道，货物衬垫，隔热应用和各种其他
舱室内部件）

•  汽车(用机织玻璃纤维加固离合器盘和刹车片，以保持复合材料在高温
和研磨性环境中的完整性) 

•  建筑(网状织物可用于立面加固，防止内墙裂缝;PVC涂层玻璃纤维织物
用于蚊帐，昆虫防护，过滤织物) 

• 电子电气（即印刷电路板，管材产品）

• 医疗应用（医疗铸件和胶带，矫形产品和绷带）

Itematech剑杆R95002于玻璃纤维
意达研发了一个先进的，性能优异的R95002版本，用于编织5-600 tex的玻
璃纤维，以此确保高速的出色的机器效率。在许多应用中，玻璃纤维都需要
在一个既灵敏又坚固的织机上织造。用于玻璃纤维的剑杆R95002具有一种
全新的轻质后梁，保证出色的反应性，能弥补这种特殊纱线缺少的弹性。此
外，特别配备了旋转式扩布辊用于开放式结构（网状织物），以避免纬纱扭
曲。

机器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由FPA积极式传剑系统保证，并且电子纬纱剪刀的存
在进一步对灵活性作出了提升。此外，业内独一无二的创新ELD电子绞边装
置为织物边缘提供了完美的绞边。



应用
航天，汽车，电子电气，工
业，医疗应用的玻璃纤维织物

纱线
玻璃纤维   可达600 tex

幅宽
170 cm - 360 cm

优化的耐磨剪刀设计用于
完美处理高韧性玻璃纤维
以及专用于卷取辊的硫化
橡胶覆盖层，从而促进玻
璃纤维织物的移动。此
外，R95002还可配置表
面摩擦非常低的特殊的储
纬器。



应用
集装袋

纱线
PP，PP扁丝

幅宽
390 cm



PP 塑胶袋和大袋 
 
集装袋（FIBC），PP塑胶袋或大袋是一种由柔性织物制成的工业容器，用
于储存和运输干燥、可流动的产品，如沙子，肥料和塑料颗粒。FIBC由厚
织的聚乙烯或聚丙烯制成，无论涂层或者无涂层，通常直径大约110 cm，
高度从100 cm到200 cm不等。他们的容量通常在1000 kg左右，但较大
的单位也可以储存更多的材料。

Itematech片梭织机P7300HP于FIBC
FIBC织物需要卓越的面料质量以确保其多种最终用途。P7300HP是当今市
场上独一无二的可保证FIBC优化生产的织机，归功于由片梭积极式传剑系
统带来的出色的多样性，即使是最粗糙的PP扁丝（可达5 mm）也能有效地
编织。P7300HP提供了完美的折边，可在布边区域达到更高的经密。如果
想要完美的处理厚重的PP带纱，可以选择配备片梭快速制动装置，由微处
理器控制，无需手动调整，减少维护并提供平稳、安全的引纬。

（FIBC）



船帆布和降落伞 
船帆布面料主要由高收缩率和高韧性的涤纶纱制成，具有良好的填充强度和优秀的拉伸抗
力。帆布用于各种船和帆的应用（即三角帆、巡航和竞帆）船帆布的主要评判标准有：抵
抗力，极端自然条件下的耐受性和织物收缩性。

Itematech剑杆R95002和片梭P7300HP于船帆布
配备FPA积极式传剑系统的剑杆R95002是编织帆布面料的最理想配置，因为聚酯纱线复
丝具有广泛的多样性。而且，特定的加强装置可确保机器在可靠性和效率方面的卓越性
能：

• 双后梁能够最大限度的承受经纱的高张力并且补偿弹性

• 双压布辊确保织物生产过程的完美处理

• 可保持恒定的织物张力的加强型边撑和为特定织物配备的全幅边撑可供选择 

Itematech剑杆喷气织机A95002于船帆布
当需要织造轻质长丝织物 (如降落伞织物) 时，意达A95002喷气织机表现出无法否定的优
势，配有无与伦比的性能和最高的生产速度及纺织效率。

为了更好的织造轻质长丝织物，A95002装配了弹性后梁，这是一种用于补偿经纱张力的
专用装置，可用于处理高韧性纱线和刚性纱线。双引纬装置防止织造过程中的纱线断裂，
此外Polito喷嘴保证了高速引纬和无与伦比的生产力。



应用
船和帆的应用，三角帆织物，
降落伞织物

纱线
涤纶和尼龙复丝

幅宽
可达360 cm



应用
运动服，帐篷，背包，手袋，
油漆面，防穿孔纺织鞋底

纱线
棉，涤纶

幅宽
170 cm - 230 cm



帆布和厚帆布织物
帆布是一种非常耐用的平稳织物，用于帆，帐篷，背包，鞋子，手提包和油
漆面等多种用途。帆布主要由单层或多层棉纱制成。

Itematech剑杆织机R95002于帆布
由于织机的加强和专用装置的配备，意达剑杆R95002成功的织造了最广泛
的重型帆布。归功于SK传剑系统，R95002保证了织造的最高效率。为了有
效的织造帆布，R95002配备了：

• 双后梁，最大限度补偿经纱张力

• 双压布辊，完美处理织物生产过程

• 加强型边撑，保持恒定的张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领域中，有一种特殊的应用，是用涤纶长丝织成的防
穿孔的纺织鞋底。R95002在纺织这种特殊的技术织物上已经展现出一个无
法超越的表现，在织物质量、机器可靠性和高速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R95002能在编织防穿孔鞋底方面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主要归功于意达独
特的FPA积极式传剑系统，双后梁和压布辊以及加强型边撑。



医用织物
自从4,000多年前缝合线的出现，到如今从伤口敷料到动脉和皮肤移植方面的
使用，已经被作为新型医学和手术应用的潜在材料。这种材料有其独特的特
性，在许多方面与生物材料相似，并能够被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最终产品用于医
疗应用的织物通常具有与强度，刚度，耐磨性和机械通畅性有关的特定性能要
求。

医用织物通常是由棉布、亚麻、涤纶和莱卡纱织成的。

Itematech剑杆喷气织机A95002于医疗织物
意达A95002喷气织机在织造广泛的医用织物时，在生产速度和织物质量方面
展现出一流的性能。

弹性纱线，如莱卡，在织造医用织物时通常用于纬纱。A95002配备了创新的
意达专利设备BLC毛刷莱卡夹钳，确保完美的处理这些特定的纱线。由于采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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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意达专利，电子绞边装置，凭借其创新设计，该装置带有自洁功
能，无需额外的绞边纱小筒，能提供完美的绞边，同时显著降低运营成本。

若有需要可配备意达专利的iREED钢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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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幅筘折边装置减少钢筘储存并增加机器灵活性。



应用
纱布，医疗植入物，缝合

纱线
棉，涤纶，弹性纱

幅宽
360 cm



应用
安全带，汽车座椅

纱线
涤纶，尼龙，塔丝隆

幅宽
190 cm - 220 cm



汽车织物
据估计，平均45平方米的纺织材料被用于每一辆汽车内部，包括汽车座
椅、安全带、地毯、侧板和衬垫等。

汽车内饰面料的重要性能是抵抗性、防水性和美观性。使用的纱线主要由涤
纶、尼龙、塔丝隆以及天然纤维，如羊毛。汽车座椅面料的最新趋势预示着
使用纹理化的花哨的雪尼尔纱来满足汽车行业日益增长的时尚美观需求。

Itematech剑杆R95002和喷气A95002于汽车织物
意达R95002剑杆织机采用FPA积极式传剑系统，确保最大的多样性，可织
造最广泛的纱线和图案，包括花型、纹理、绒布、雪尼尔、绒织物以及单丝
纱。

独特的意达开口机构确保出色的织物质量，出众的手感和匀称的织物外观，

用于特殊织物结构的全幅边撑可以容易的与标准边撑互换。

意达A95002喷气织机在织造简单结构的汽车织物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速
度和效率，同时确保完美的织物质量。



纱罗织物
纱罗织物以纱罗编织技术为基础，在纬纱上缠绕两种经纱已提供一种坚固而
又纯粹的织物。纱罗编织技术生产出一种几乎没有纱线滑脱或者错位的开放
织物（网眼织物）。纱罗在不同领域被广泛应用，从建筑到时装的合格包
装。

ItematechR95002，A95002，P7300HP于纱罗
织物
归功于意达无车速限制的专用设备，纱罗织物-网状织物在所有三种意达织
造技术上都可以有效实现。



应用
玻璃织物，集装袋，次级地毯
衬布，洋葱袋，防冰雹织物

纱线
聚乙烯，尼龙，聚丙烯 - 聚乙
烯，尼龙，聚丙烯扁丝 - 短纤
纱

幅宽
根据实际应用



我们有6个意达校区：

意大利 – 科尔扎泰 
中国 – 上海 
日本 – 大阪 
美国 – 斯帕坦堡 
印度 – 哥印拜陀 
巴基斯坦 – 拉合尔 



意达校园培训中心
我们相信与客户之间值得信赖的可靠的关系，在织机的整个使用周期中为客
户提供技术支持。意达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会及时满足每一位客户的要求，
确保一个双赢的，长期的合作关系。

意达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可提供：

 – 实时的纺织方面、电子方面、机械方面的协助
 – 量身定制配件升级套件
 – 机器性能分析及咨询，也包括运行成本和织物质量

我们推出了全新的高科技培训中心，意达校园。

这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培训中心，配备最新的织机模型，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热
情的欢迎和正确的学习环境。一组技术高超的意达技工全力致力于培训出最
优秀的技术人员，以最大限度的提升您的机器性能。

一门可以学到所有必要的专业技术和纺织知识的强化课程，让你更加充分的
利用意达织机。

为了帮助客户更加方便地进入意达校园培训中心，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可以
方便快捷地预定所需的技术培训。

详情请见：

www.itemagroup.com/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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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造技术织物？
 就选意达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