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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性的创新。技术优势。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全新意达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的发展已经足以在毛巾织造领域树立
一个新标杆，旨在为市场提供一台能充分集最佳质量、多样性、高效率和
可用性为一体的织机。

意达，首要的毛巾剑杆织机生产商，沿袭了历史品牌苏尔寿和范美特在毛巾织造领域
的卓越表现。

除了深厚的底蕴，还有三个关键因素让R9500terry成为了毛巾织造者心目中非凡的毛
巾剑杆织机：

•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建立在它前身SilverDT的成功上，SilverDT是近几年来

最受欢迎的毛巾剑杆织机，有超过5000台的机器在在全球范围内运行。

• 机器坚固的结构和先进的技术来源于意达绝对的畅销机型R9500剑杆织机，这

一市场景象也将有利于毛巾织造。

• 意达的尖端研发部门以满足并超越客户的具体要求为最终目标，无论是今天的

需求和未来的愿望。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的核心就在于其技术实力，这让它成为了市场上迄今为
止最先进的毛巾织机。R9500剑杆织机的独特功能已经在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
机上得以实现，大限度地提高效率、速度和可靠性，如螺杆机构——优秀的传剑
系统，直驱马达——便于操作和设置的独特马达，以及创新的SK传剑系统。

归功于三个创新装置的致胜组合，纺织质量得以提升：全新积极式毛经后梁罗
拉，全新毛经形成单元和全新地经后梁罗拉。

如果你的目标是一款先进、创新、高可靠性的毛巾织机，并准备好释放你设计师
般的才华和创意的，那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是你纺织厂的正确选择。

意达R9500terry，制造于织造前所未有的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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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也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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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是全球唯一一家延长质保
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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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



创新的SK传剑系统坚固，高精度的机架

螺杆机构：无与伦比的传剑系统



基于最畅销织机R9500剑杆织机的先进技术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的技术和结构

是基于意达的最畅销织机 R9500 剑杆织

机。于 2012 年推出的 R9500 是市场上

最先进的剑杆织机，已经取得了压倒性

的市场认可。

坚固，高精度的机架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受益于重型框

架，能保证高车速运行下的低振动，并

实现更高的速度和织造效率。

安装在两侧墙板上的驱动，专为更好地

控制织造重磅织物时产生的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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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紧凑罩壳少，便于维护，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诠释了简单性和易用性。

能耗和性能之间的最佳平衡，最小的噪

音和振动，这些都是从 R9500 剑杆织机

上继承下来的关键要素。

螺杆机构：无与伦比的传剑系统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采用的是对著

名螺杆驱动系统的全新设计版本。归功

于已经在 R9500 剑杆织机上成名并受到

赞誉的螺杆式传剑机构，驱动紧凑，以

最精简的移动部件来提升可靠性并减少

维护。

其他设计特点是： 

• 固定在侧墙板的机械结构以获得更高

的稳定性和精密度；

• 新型传动和摆动滑块由定制的航空级

合金锻造；

• 所有滑动组件标配直接和动态润滑。

螺杆式传剑机构，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

机构，是引纬系统的心脏，拥有绝对的

尺寸精度，可靠性和低成本的性能保证

了最高的速度，降低了磨损和能耗。

创新的 SK 传剑系统

在 R9500 剑杆织机上织造最先进的面料

获得成功之后，如今 SK 传剑系统也将

为毛巾织造者们带来利益。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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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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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剑系统可提供持续

的高速表现并减少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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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独一无二且享有专利。

创新的SK剑头非常耐磨，性能优异，

甚至能在高车速时轻松织造最厚重的

织物。



直驱马达

NCP – 全新公共平台：机器管理的进步



基于最畅销织机R9500剑杆织机的先进技术

直驱马达

和 R9500 剑杆织机一样，R9500terry 毛

巾剑杆织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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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

机成为一款增值机型。

简约，可靠，无需维护，无需冷却系统，

直驱马达能始终确保高性能和低运行

成本。

归功于专用软件，只需在用户界面上

输入想要的设定参数即可轻松调整平

综高度。

NCP– 全新公共平台：
机器管理的进步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从 R9500 剑杆

织机上继承了强大的 NCP– 全新公共平

台，电子系统可以方便地控制织机的全

部技术参数。

作为一站式的终端，交互彩色触摸屏控

制台能管理全部的织机功能，能保证参

与其中的织工和维修技师的操作简单

有效。

所有意达 9500 系列的剑杆织机和喷气织

机机型都采用了独特的 NCP 电子平台，

电子版能通用互换，从而带来了较低的

零备件消耗并减少了维护成本。

此外，归功于 NCP 对压力和温度系统的

恒定控制，可靠性有了保障。



出色的毛圈成型机构：全新地经后梁罗拉出色的毛圈成型机构：全新积极式毛经后梁罗拉

新的边撑位置卓越的毛巾品质：全新毛经形成单元



对于面料生产，质量无疑就是精髓且是
最能区别面料好坏的关键，尤其是对于
毛巾织造领域，市场需求变化迅猛，成
功取决于你是否有能力借助无与伦比的
质量和灵活性来适应最新趋势，以此脱
颖而出。在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的设
计过程中，意达也始终牢记这一点。新
款毛巾机融入了最先进的创新技术，大
大提高了标准并重新定义了毛巾质量的
标杆。

出色的毛圈成型机构：
全新积极式毛经后梁罗拉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的毛经后梁罗

拉是积极式的，由单一装置操作能不断

优化毛经张力。毛经张力减小带来的益

处非常重要且众多，它将引领织物质量

的全局提高。

对于织工来说有一个关键优势，就是可

以通过用户界面轻松精确地设定经纱张

力。此外，当织造毛巾巾边时还可以设

置不同的经纱张力和褶裥效果，且能以

非常低的经纱张力织造。

另外，毛经后梁罗拉有一个弹簧补偿器

能消除毛经的峰值张力，从而在开口和

打纬时对毛经能有一个出色的张力补偿。

全新积极式后梁罗拉确保了无与伦比的

多功能性和较高的织造效率。

出色的毛圈成型机构：
全新地经后梁罗拉

全新地经后梁罗拉具有轻质的轴管和控

制张力的压力传感器，因此能产生较小

的惯性且让轴管对纱线的压力有一个更

好的补偿。归功于较轻的重量和高度敏

感的组件，全新轴管完美地驱动纱线运

动，降低地经张力并促进开口形成。

卓越的毛巾品质：
全新毛经形成单元

极致创新，全新毛经形成单元是意达

R9500terry 毛巾剑杆织机上的一个关键

发展。

装置由单一马达驱动结构更加紧凑，提

升了机器的稳定性降低了运行成本。全

新毛经形成单元的明星特征是创新的织

物运动，它能带来出众的毛圈形成质量。

一系列直杆引导了全新的织物运动，由

单一马达驱动。直杆同时驱动积极式毛

经后梁，在转移织物时维持持续的地经

张力。

全新可移动织物支撑和边撑位置

在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上实现的突破

性创新之中，全新可移动织物支撑和边

撑位置是主要的特点。

全新可移动织物支撑使得在毛经形成和

打纬时能对落布有更持久的控制，促进

毛圈形成提高织物质量。

全新边撑位置是优化布边质量的一个战

略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R9500terry毛

巾剑杆织机的边撑位于织物的上方，归

功于完美的张力调整，保证了优化的织

物布边张力。

得益于尖端的创新技术，织造毛巾变得前所未有



无尽的设计可能性

全新选纬器有效精密的两侧纬纱剪刀



纬纱剪刀的多种选择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有两种纬纱剪刀
选择来满足所有的织造需求。

用于毛巾织机的标配是机械式纬纱剪刀
或Rotocut旋转式纬纱剪刀，它是R9500
剑杆织机上最受赞赏的装置之一。有了
Rotocut，剪纬精确优化。又由于它的尺
寸得以减小，功效设计得到了改善让操
作人员能轻松地使用机器。

此外作为可选项，电子控制纬纱剪刀能
生产出最精致典雅的毛巾布，织造各种
混合纱线，实现想象力和创造力。

有效精密的两侧纬纱剪刀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对于织造者来说
是一台设备齐全的织机，能织造最复杂
的毛巾布。

织造者可以在技术先进且精密的两侧电
子纬纱剪刀和两侧机械纬纱剪刀之间选
择，即使是在最严苛的织造条件下依然
可靠高效。

全新选纬器

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的全新选纬器结
合了已经在最畅销的R9500剑杆织机上
得以测试的核心发展。

全新选纬器最高可达12色，其紧凑的结
构尤为突出，确保了理想的位置和精确
的剪纬。

这一装置由微处理器驱动并控制，无需
维护。它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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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尽的设计可能性

有了我们的R9500terry毛巾剑杆织机，创
意变得无极限，它为织造者提供了设计
和生产优质毛巾的机会，提升了不同起
圈高度毛巾布的独创性。

电子控制毛圈成型机构使你能在织机操
作面板上方便设置毛圈高度。

归功于可编程的毛巾起圈纬数，可以轻
松织造多圈起圈毛巾织物，从而带来无
尽的创意和设计可能性。无论你喜欢什
么样的设计，我们的R9500terry毛巾剑杆
织机都能织造，更好更快无法匹敌，来
确保你的成功。

先进的科技，解放你的创造力



名义织机幅宽 (cm)

• 190, 210, 23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毛圈起圈形成

• 织物转移时毛圈起圈形成

• 可自由编程的的起圈高度和起圈纬数

开口机构

• 电子提花机

• 史陶比尔电子多臂机（最多20片综框）

传剑系统

• SK型：单侧导钩式传剑系统

经轴

• 地经轴800或1000mm

• 毛经轴800，1000或1250mm

引纬

• 电子选纬器：4色，8色或12色

纬纱剪刀

• ROTOCUT旋转式剪刀

• 机械式剪刀

•  电子式剪刀 *

纬密

• 标配：5-400纬/厘米

• 可编程的自动变纬密应用于多臂机或提
花机开口时

布边

• 电子辅助布边和纱罗绞边装置

• 机械辅助布边和纱罗绞边装置

• 机械折入边 *

停经装置

• 独立电子型的4列（2+2）停经架

送经

• 电子控制送经

织物卷曲和卷布辊 

• 电子控制卷取

• 卷布辊直径：最大550mm

• 机外大卷装装置 *

网络接口

• 以太网接口（配置织机浏览器和/或
IL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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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经消耗控制 *

* 应要求可选配



R9500terry规格一览



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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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流的织造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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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达纺织机械 ( 中国 ) 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2889号四-五幢，

201612

电话   +86-21-6774 2618

传真   +86-21-6774 2608

info@itemash.com

www.itemagroup.com



意大利 · 瑞士 · 中国 · 中国香港 · 印度 · 日本 · 美国 · 迪拜
www.itemagroup.com 

contact@itema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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