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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型创建 版型创建及推码设计 自动花型创建

M1plus
®

简介

knitelligence®是满足快速增长的数字化、进程自动化、更短和透明的生产周期以及日益增长的个性化生产需

求的解决方案。

将STOLL的软件解决方案融合在一个平台下，knitelligence®涵盖了横编生产的整个价值链。从设计到生产，

knitelligence®可轻松融入客户现有的流程中。

完美的工具链
让您梦想成真

知识产权保护 生产管理 自动化生产
生产

（编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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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LL-ARTWORK®
ADOBE® PHOTOSHOP® 的扩展

Adobe® Photoshop®中的编织支持功能，为设计师和技术员之间提供更好的沟通，从而优化花型研发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在设计领域内支持设计师，令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机器技术。

STOLL-a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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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使用STOLL-artwork®：

• 提供设计师关于线圈变形的数字化预览

• 为了更快制作初样，在M1plus®编程前，可以将矢

      量形状以正确尺寸导入至artwork中并进行定位

• 无需更深入的编织知识，就可以按照编织要求来

      创作 
• 应遵守相应编织技术的正确要求（例如STOLL-
      絣织添纱®图形）

• 将正确的尺寸、颜色数量和细节纳入考量范围，以

便在进一步的工艺步骤中，针织技术员不会进行令

设计变形的调整

• 提供设计师持续的设计软件工作界面，利用多种图

形的可能性

• 减少了设计师和技术员之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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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plus® is the flexible pattern software for the 
efficient creation of knitting programs. Many 
automatic tools ensure that patterns are implemented 
correctly and knitting times are optimized. Thanks to 
the unique CA technique, the technician can intervene 
at any point in the pattern. The M1plus® pattern 
software contains a machine simulator that allows 
each program to be checked in advance for its 
knitting result.

      

快速与高效 

• 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创建花型 —— 简单花型非

常简单！

• 多种自动编织解决方案（织可穿支持、现有

花型解决方案、形状模板）

• 可直接在机器上进行花型调整

• 机器上设置参数的改变，可以同时反向导入

M1plus®中的多个花型

多种视图、模式和扩展选项 

• 符号视图、织物视图、工艺视图 —— 不同视图

模式间自动平行计算

• GKS（可选项）

• STOLL-autocreate®（可选项）

• 菱形图案工具

• 形状编辑器

• 模块支持

• 机器资源管理器

• 织可穿模式

灵活与个性化定制

• 可以轻松加载和编辑先前的M1或M1plus®版
本的程序

• 可使用颜色排列（CA）和模块排列（MA）

• 程序技术员可以轻松修改、创建和重复使用

编织模块

• 相同针距情况下，任何现有的M1plus®花型

都可以被加载并转换至不同的STOLL横机上

使用

应用广泛

• 全成型

• 嵌花

• STOLL-多针距®
• STOLL-变针距®
• STOLL-镂空编织®
• STOLL-仿梭织®
• STOLL-絣织添纱®
• STOLL-织可穿®
• 反向添纱

• 嵌花添纱

• 选择性添纱

• 毛圈组织

• 其他

简化花型创建

STOLL花型软件

高效创建编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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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STOLL-autocreate®，以全自动的方式创建个性化的针织花型，根

据定义的说明列表无需交互干预。

优势：

• 全自动花型生成过程

• 生成各种不同的编织花型变化

• 实现个性化进程

• 通过图像修改创建一组尺寸

• “按需”创建定制服装（例如通过网络）—— 大规模定制

• 测量尺寸由大身测量自动生成

全自动花型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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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LL-autocreate®

M1plus® 
自动创建

说明列表

机器程序

自动化进程

</>
XML

位图

bmp
文件

基础花型颜色规格 颜色排列

11/28/2018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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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te 1 (Innenseite) – Alternative 1

„STOLL, the world-renowned
enterprise was founded in
1873, has about 1,000
employees worldwide and
exports to more than 70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product portfolio comprises
3D knitting machines and a
huge software package called
“knitelligence®” which together
offer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efficient process planning and
high quality knitting production
of fabrics for fashion as well as
for technical applications. With
innovative technical
developments and a modern
production environment STOLL
enables a broad spectrum of
knitting trends.”

Die DITF sind das größte
Textilforschungszentrum in
Europa. Als einzige
Textilforschungs-einrichtung
weltweit decken wir auf einer
Fläche von über 25.000 m² die
gesamte Produktions- und
Wertschöpfungskette von
Textilien ab. Die DITF haben
sich früh als Vordenker und
Vorreiter von Industrie 4.0 in der
Textilbranche positioniert und
mit der Entwicklung
entsprechender Technologien
bego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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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的创建和推码不再是一个挑战！

GKS是形状和推码的高效工具，凭借

它，可以在M1plus®中将编织程序完全

参数化且进行编辑。

快速、简单和高效，GKS包括全尺寸和

功能性的形状模板，适用于时尚行业的

所有传统花型变化。因此，可以在很短

的时间内创建初样，然后根据需要进行

修改 —— 尺寸改动和花型调整都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Creating gradable shapes is no longer a 
challenge!

The highly efficient tool for shaping and grading, 
with which knitting programs can be completely 
parameterized.

These programs can be edited in the M1plus 
afterwards.

Fast, easy and effective - GKS includes fully 
dimensioned and functional Shape-templates for all 
conventional pattern variants in the fashion sector.

On this basis, a first prototype can be created 
quickly and then changed as desired.

Once created, size changes and pattern 
adjustments can be realized in a very short time

GKS | Grading for Knitting System

GKS | 针织推码系统

形状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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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与高效 

• 只需点击鼠标即可进行推码：第一个全尺寸

初样即可立即创建

• 可以修改初样或创建不同的形状变化

• 对于所有尺寸，可以一起定义或更改起头编

织类型、收针规格或类似的信息

• 可自动调整与尺寸相关的条纹、图形图案、

形状及颜色

• 形状元素可以自由定位和标注尺寸

直观与用户界面友好 

• 快速易学

• 综合教学支持：http://software.stoll.com/gks/help/
• 测量值可通过公式相互推导

• 颜色可指定纱线，纱线消耗可按百分比和克计算

• 精确比例打印（例如在绘图仪上）

• 所有形状部分和尺寸在单独文件中

• 仅需要浅显的M1plus®知识

与M1plus®兼容

• 可以作为独立程序安装，也可以与M1plus®
软件一起安装

• 形状部分可直接传输至M1plus®以创建花型

• GKS形状功能已包含所有编织信息。因此，

在很多情况下，M1plus®仅用作花型生成器

• G KS中的形状或生成的花型可在随后的

M1plus®中更改使用

优势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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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S | 针织推码系统



SINTRAL加密工具

SIN
加密更安全
使用更放心

10

SIN | SINTRAL加密工具



编织程序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因为它包含所采用的编织技术、公司的未来流行趋势等信息。

有了Sintral加密工具，可以对编织程序进行加密，从而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

加密程序意味着：

• 仅可在目标机器上编织 
• 仅可在预定的时间段内编织

• 人为无法读取

加密编织程序

程序发布者的益处：

• 避免因抄袭、未经授权复制或窃取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纠纷

• 防止操作编织程序

• 无诉讼风险的针织生产外包：信任生产转包商，无需额外的监督措施

机器所有者的益处：

• 有资格成为易于被剽窃的高端品牌的生产合作伙伴

• 无需监控员工等监督措施

• 防止合伙人之间的诉讼

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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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 SINTRAL加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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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短的反应时间归功于：
• 及时提醒偏差

• 操作员警报支持

• 计划偏差的快速可视监控

• 实时生产周期的图形显示

• 移动接入

• 通过远程控制软件提供高效支持

• 通过反馈功能轻松转发登录信息

• 通过VNC远程访问的操作员支持

简单、透明的生产计划通过：
• 快速找到适配的机器

• 自动规划

• 快速查看所有机器的容量和订单分配情况

• 通过使用运营日历计算时间生产，提高计划可靠性

• 快速分析生产能力

• 状态视图

• 纱线数量规划

• 移动接入

Simple and transparent production planning 
through:
 Quick finding suitable equipped machines

 Automatic planning

 Quick view of the capacity and order 
assignment of all machines

 Increased planning reliability by calculating 
time production using operations calendar

 Quick analysi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Status view

 Planning of yarn quantities

 Mobile access

PPS | Increase of productivity

Simple and transparent production planning 
through:
 Quick finding suitable equipped machines

 Automatic planning

 Quick view of the capacity and order 
assignment of all machines

 Increased planning reliability by calculating 
time production using operations calendar

 Quick analysis of production capacity

 Status view

 Planning of yarn quantities

 Mobile access

PPS | Increase of productivity

提升竞争力

掌控、监督

规划、优化

您的生 产

PPS | 生产规划系统



纱线物流支持：

• 通过精确的纱线需求计算，将纱线库存最小化

• 根据日常纱线需求报告，准确订购纱线

自动化和机器管理：
• 自动向ERP传输数据，反之亦然

• 通过票据或用户状态直接对机器进行质量管理

• 含条形码、图片和设置信息的票据视图

• 配置（配置文件、工具栏）、安全性和基本设置可以同时轻松地传输至所有机器上

• APM（自动生产模式）

数据评估：
• 分析以消除错误/识别源，分析生产链中的弱点和问题原因

• 分析停机原因以便实施相应对策 
• 分析生产件数量以便内部评估

• 确定生产时间以便成本核算

Data evaluation

 Analysis to eliminate sources of error /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weaknesses and problem causing in the 
production chain

 Analysis of stop caus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f the quantity of produced pieces 
for internal evaluation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ion times for cost 
accounting

PPS | Increase of productivity

PPS将整个针织
生产链连接起来：
从ERP到M1plus®以
及OKC和EKC横机

变化，再到后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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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 | 生产规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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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生 产

    尽 在掌 控

PPS | 生产规划系统



优势一览

优势：

• 接受额外订单

• 确保准时交货

• 确保订单确认

• 减少计划时间

• 提高计划可靠性

• 提高产能

• 增加物料流

• 减少生产时间

• 缩短调机时间

• 减少机器空闲时间

• 更快的决策

• 改进生产监控

• 获得实时信息

• 减少停机时间

• 提供快速订单确认

• 缩短服务响应时间

• 通过实施适当的措施提高效率

• 提高透明度

• 降低废品率

• 改进生产监控

• 降低错误率

• 更合理的员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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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automatic knitting of orders without manual 
intervention - with PPS and APM you master the 
challenge!

After a knitting order being sent by PPS to and 
via APM-Function being loaded in a machine 
equipped with APM, the production begins 
without manual intervention. After its completion, 
the next job is automatically loaded and started.

APM | Auto Production Mode

完全自动编织订单，而无需人工干预 —— 凭借PPS和APM，助您应对挑战。PPS将编织订单发送

到配备APM的机器后，生产立即开始而无需人工干预。完成后，自动加载并启动下一个编织程序。

完全
自动化编织

A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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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M | 自动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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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C

知您所需 

凭借EKC（扩展编织控制），令您的机器变得更为高

效：EKC提供扩展功能、扩展可能性和简化使用，以

优化和提升整个编织生产进程。EKC具有用户界面友

好、易于学习的特点，令您的日常业务更轻松。它是

knitellig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创建最强大和高

效的横机工厂。

凭借以订单为导向和与任务相关的图形用户界面，任何

人只需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就可以生产出复杂的针织产

品。

凭借新开发的向导式故障排除功能，您可以处理生产过

程中的各种情况。利用这些新功能，整个编织生产进程

得到了优化和提升。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

           
• 简化花型创建

  - 花型视图

  - 先进的导纱器一览

• 更易于学习

  - 用户配置文件

  - 以任务为导向的工作流程

  - 工具提示

  - 向导式故障排除

• 通过“中断织物”减少纱线浪费

• 与STOLL PPS完美融合

优势：

EKC | 扩展编织控制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stoll.com/knitelligence

knitelligence®
优势一览

提高生产率

实时透明改善工厂效率

缩短响应时间及遵照计划

连贯的工具链，优化的工作流程

降低损耗和提高品质
更高的自动化程度，降低了物流和人力成本

员工激励与人员高效配置

通过定制服装的生产开拓新市场

降低成本

快速误差源辨识

knitelligence® | 优势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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