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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Sto l l公司！作为最传统的横机制造商之一，

Stoll以智能、高效的针织技术闻名于世。

我们的产品包括横机和花型软件，适用于生产时尚、高科技

与医用纺织品，已成功出口至全球70个国家。我们始终致

力于时尚与技术领域，Stoll不仅是创新技术的研发者，同时

也是连接市场、时尚与技术间的桥梁。Stoll产业用纺织品

为您提供智能、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toll作为您身边的得力合作伙伴，与您携手，共同开创全新

的应用方式，并引领编织潮流。

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子公司、销售和服务中心以及众多的

代理商，Stoll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理念。

顺颂商祺

Heinz-Peter Stoll 

顾问委员会成员

STOLL —— 传统与未来并序



超越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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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1873 – STOLL
超越制造

20131987
推出首台CMS系列横机

2010
推出新一代CMS HP系列

横机

新机型CMS ADF-3

2014
生产规划系统
（PPS）介绍

2015
ADF机型家族发展
介绍“ADF世界”



Stoll花型商店是灵感的源泉。在这里，客户可以选择下载各种花型

程序。该数据库包罗了全方位的编织信息，为Stoll公司独有的服

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patternshop.stoll.com

花型商店



2009年，于纽约曼哈顿成立的时装与技术中心，是

Stoll公司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中心占地逾1,400
平方米，不仅针对美国的针织市场，更提供多种服务

与支持。在纽约Stoll展现了其重要的存在意义，为

客户及其他业内专业人士提供专门的研讨会和讲习

班。最新的编织潮流和花型集锦，在我们的横机上

得以诠释和编织。为此，在罗伊特林根和纽约中心

的那些既敬业又才华横溢的专家们，为Stoll品牌取

得的卓越成就做出了杰出贡献。其灵感来自于国际

设计、潮流资讯机构、市场需求以及时尚界最新的

流行趋势。罗伊特林根和纽约的时尚与技术展厅成

为了Stoll编织创意的热点。

德国罗伊特林根 美国纽约
Stoll时尚与技术部不仅是智囊团、杰出的合作伙

伴，更是创意的萌发地，从最初的创意直至最终成

品织物。在此过程中，将研发的织物应用于横机

上，非常重要。除了称职敬业的时尚与技术部门团

队，位于Stoll总部德国罗伊特林根的时尚与技术展

厅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里，Stoll展示其创新的

流行集锦，为客户与合作伙伴带来新的灵感。诸如

流行趋势集锦和花型商店等实用工具，对客户也尤

为重要。时尚与技术部同时也是连接市场、时尚与

Stoll编织技术间的桥梁。

这里是
时尚与技术的
  发源地。



产业用纺织品
审美，功能和技术

Stoll令智能、高效的横机编织技术与未来产业用纺织品的完美

融合成为可能。全新创意与高效设计得以实现量化生产，且能够

编织二维、三维形状，这意味着编织超越了功能和形状的要求，

成为现代社会应用范畴的全新技术。

应用领域广泛：
• 医疗技术

• 体育产业

• 水疗行业

• 工业技术

• 电子和娱乐业

• 生活方式领域

• 运输与物流

• 家具业



产业用纺织品证明利基产品也能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增长市场中的

产品。拥有Stoll横机，您将在产业用纺织品的巨大应用和生产潜

力方面收益更多。即便是复杂形状的生产，也能实现材料节省、无

浪费。得益于较短的调机时间，可以经济地实现小批量及单件的

生产。

您是否希望引领针织市场？我们非常乐意利用我们大量的实践经

验和相应的横机技术为您提供支持。

从咨询到随后的产品实施，从调试到售后服务，Stoll作为您的合

作伙伴，我们将一路陪伴。



本着持续发展产品的精神，Stoll研发了技术创新的机器家族，得益于产品的独特特性，开创了全新的编织可能。完美的编织效果是机器演
变的追求与目标，在未来，编织人员和设计师将可依托无以伦比的编织品质。与此同时，Stoll凭借成熟的ADF技术，例如可独立水平和垂
直移动的导纱器为设计提供了无限可能。技术创新赋予新一代机器愈发强大的力量：优化的添纱技术和全新的编织技术，诸如Stoll-仿梭
织®技术和Stoll-絣织添纱®技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编织设计和外观可能，例如织入花型或印染编织效果。

编织的演变。
ADF机型家族。



3. 导纱器设置

更简单、更快速、用户界面更友好：导

纱器可以通过花型设置在水平和垂直

方向上进行设定。这些设置可以通过

花型程序便捷地传输至其他横机，操

作更为省时。

1. 一种导纱器应对一切

一种导纱器应对所有编织技术。嵌花、

添纱或衬纬技术可应用于同一织物，

而无需转换导纱器。

5. V型排列的纱线控制装置

V型排列的纱线控制装置支持无交叉

的直接送纱。

4. 1根导轨配有2个导纱器

同一根导轨上2个导纱器之间的间距缩

小至2英寸。

2. 16根导轨 

16根导轨，每根导轨上配有2个导纱

器，为复杂花型的编程提供更多便利。

相应的导轨编号使穿纱步骤更为简

便。

快速与省时，卓越的经济效率令 CMS ADF 脱颖而出。由于机头

动程次数的减少和独立于机头的导纱器，编织顺序被显著优化，

令编织时间大大减少。更快、更简便的穿纱步骤令调机时间大为

缩短。机型 CMS ADF 不仅保障经济效率，而且降低每件织物

的生产成本。

ADF机型家族亮点



最小巧的高效横机
CMS 502 HP+  |  CMS 502 HP+ 多针距

小巧

织可穿

品种齐全的CMS织可穿系列横机
CMS 530 HP 织可穿  | CMS 822 HP 织可穿
CMS 730 T 织可穿    | CMS 830 C 织可穿
CMS 830 S 织可穿

长
机

高效、灵活、可靠，这就是Stoll。在业界，Stoll一贯以追求提高

机器的生产力著称。除了灵活性和可靠性，卓越的生产效率也是

现代横机必备的关键元素。

得益于动力-RCR系统，Stoll机器实现机头快速回转，确保更短

的编织时间，尤其适用编织大量短动程的织物。CMS系列横机中

所有重要的机器部件高度适宜，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方便用户

操作。

卓越的性能



手工编织外观
CMS 520 C+ 多针距

粗针

紧凑型、多用途横机
CMS 530 HP |  CMS 530 HP 多针距 

多面手
长
机

高效长机头横机
CMS 822 HP  |  CMS 822 HP 多针距  |  CMS 933 HP  |  CMS 933 HP 多针距



灵活、个性化、独特

编织世界

Stoll的各种编织技术确保绝对的设计自由。Stoll嵌花，是创造无穷色彩和花型可能的

最高效解决方案。成熟的Stoll编织技术提供更多的色彩变化和最高效的生产。Stoll-多

针距®和Stoll-变针距®，令编织多种针距在一台横机上实现。Stoll-织可穿®，是适用于

新颖、特殊编织设计的紧凑型解决方案。独特的Stoll织可穿技术将多个工艺步骤整合

成一个单一、经济的工序，从而带来高品质且具备最佳穿着舒适度的无缝织物。针对

极粗针花型，Stoll研发了一款织针，可以摄入更多的纱线，从而实现更多的独立进

线。Stoll粗针编织技术具备明显优势：编织更粗线圈，令织物拥有真实的手工编织外

观。

Stoll研发的编织技术可实现多种花型效果。Stoll-镂空编织®、Stoll-横移效果®、Stoll-

多层织物®、三维毛圈、添纱、结构编织等与诸多其他编织技术相融合，令Stoll横机编

织更为经济，且享有最大程度的设计与花型编织自由，确保最佳的编织效果。



如果您希望在编织生产方面拥有更

多，Stoll将是您的最佳选择。Stoll编

织技术不仅为卓越的设计自由奠定了

基础，还确保了最佳的编织效果。享

受不受任何限制的编织可能吧！

花型编号 1210059i 花型编号 1210213i

花型编号 0210097i 花型编号 1410018i



软件
Stoll软件解决方案为您提供增值效益，不仅简化了日常工作，而

且对生产力起到显著、长期的正面影响。Stoll研发自己的互联网

平台，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该平台提供Stoll各种应用工

具的概况介绍，Stoll软件解决方案由五个独立的使用类别组成：

管理工具、灵活性、花型软件、联网和操作系统。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www.stoll-software-solutions.com

更快捷、更直接、更精准，使用先进的沟通渠道。Stoll研发的机器管理

工具，改变并简化所有日常编织流程：通过机器定期与小型、灵活的网

络联网，我们的服务部件协助您完美地掌控您的横机。得益于Stoll-编

织报告® 2、订单管理软件及VNC浏览器沟通工具间的协作，令编织进程

更透明、更高效，最终获得更佳的成本效益。

灵活性与经济效益并存。利用电脑控制的CMS横机及其在网络功能方

面的优势，以及许多用于人机交流的选项，集中式的控制系统显著缩短

了停机时间。Stoll横机配有不同选项，例如USB端口及以太网网络连

接。除此之外，Stoll为您提供通过Stoll-KnitLAN传输数据，并将数据

集中存储在网络数据存储器中。

同一代控制系列的横机采用相同的机器操作系统，且享有便捷的免费更

新。更新包括编织技术创新以及对机器操作的改进，可通过FTP服务

器、互联网或DVD光盘获得最新的功能与更新，并在机器下一次启动时

自动执行更新。

机器管理

联网

机器操作系统



M1plus®

Stoll花型软件M1plus®是编织花型时高度优化编织进程的最有

效解决方案，只需点击鼠标就可开始编织进程。设计M1plus®

时，许多自动化操作和功能都已被存储在Stoll资源管理器的数

据库中，只需轻点鼠标即可轻松使用，并确保高效编织。与此

同时，花型软件提供完全的灵活性：程序员可轻松地借助Stoll

排序工具完成个性化的编织进程和色彩调整。M1plus®花型软件

是高效生产针织产品的理想合作伙伴。

更多信息：patternshop.stoll.com



职业培训

在Stoll，公司自成立以来对于学徒培训和职业培训相当重视，提

供相关培训场所和各学科的课程学习。在这里，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并且Stoll还与各大学院校、机构、工业和商会合作，建立了良

好有益的合作关系。



培训课程

每年，Stoll在世界各地培训超过2,000名的针织技术人员。在

总部罗伊特林根的培训中心提供国际化课程，包括从手摇横编机

培训至M1plus®花型软件课程等。在这里，您可作为一名初学者

学习编织基础或作为专业人士学习复杂的编织技术。培训服务不

仅限于罗伊特林根地区，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子公司和代理机构都

提供培训课程，欢迎联系您所在地区的Stoll公司或代理机构。



翻新机器
原装部件只有从Stoll公司购买才更可靠。Stoll客户不仅了解和

推崇新一代的Stoll横机，对其二手机也同样信任。所有翻新的

CMS机器都拥有十二个月的保修期限，您可在网上查询实时更

新的Stoll二手机信息。如有需要，我们还可以为二手CMS横机

提供针距转换服务。

更多有关二手机和展示机的详细信息，敬请访问：

www.reconditioned-machines.stoll.com



针床修整，根据需要转换针距。

修整机头。

重新装配并进行测试运转及最终检验。

修补破损油漆。

重新装配并进行测试运转及最终检验。

拆卸和清洁所有需要检查的组件。

· 遵照公司内部质量流程，对所有Stoll横机进行维护和清洁。 

· 发货前，横机必须经过测试运转。

· 原装配件。

更多收益



中、小型企业融资平台

Stoll金融服务是H. Stoll AG & Co. KG的附属公司，核心业务是

为融资困难的国外公司提供支持。针对选定的公司以及建立独

家合作关系的公司，Stoll金融服务是一家全球活跃的金融服务

供应商。因此，该融资子公司积累的经验和业务，让出口型企

业受益匪浅。敬请访问Stoll融资平台，了解这方面专业信

息：www.stoll-financial-services.com。

STOLL 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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