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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②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TEL：021-62368888　FAX：021-62368816　Email：info@jukichina.com

参加对象：以缝制企业的技术担当者以及销售专卖店的技术担当者为对象。

另外，在申请批准后的10日内，没有汇款的客户将被取消已申请的资格。

另外，原则上汇款后无特殊原因，不得退款。

如果参加的学员超过定额，将有部分学员可能放在下批参加。

如果参加的学员有变更，请尽早通知。

如果参加的学员开课迟到或者中途退学的，学费概不退还。

研修结束日期：研修最后一日午餐后解散。

研修开始日期：因为研修开始是在次日的上午8:00，所以请在研修开始的前一天
入住指定的酒店。

注意①

在申请被批准后的10日内，请将研修费用付至下列指定银行。

汇款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嘉定支行

重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含午餐费、教材费、住宿费）

0796874135617273

2021年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研修中心

技术研修讲座须知

【申请办法】

请检查「附件A 2021年研修课程日程」以了解研修日程。

在参加「附件B 研修申请书」上填写了必要事项后，请邮寄或FAX寄往下面联系方

式*1。

在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举办的以培养缝纫机械的技术人员为对象的
【设备技术人员的技术研修讲座】已在本公司的上海研修中心开幕。
想参加的各位学员，有关详细情况请参阅以下须知。



（学费含教材费，住宿费以及午餐）
【基础课程】以初学者或者保全经验未满一年的人员为对象

DDL-7000A
DDL-8000A 第1回 6月7日 ～ 6月11日
DDL-9000C

定员 10名

【特殊A课程】为学习平头锁眼机，套结机的基础知识的课程
单针平缝平头锁眼机 LBH-1790AN/S
单针平缝套结机 LK-1900BN/S 第1回 6月21日 ～ 6月25日
单针平缝钉扣机 LK-1903BN/S 第2回 11月22日 ～ 11月26日

定员 5名

【特殊B课程】双面装饰扁平缝，包缝机以及电气知识的课程
双面装饰扁平缝 MF-7900D
包缝机 MO-6700DA 第1回 7月5日 ～ 7月9日

定员 5名

【特殊C课程】平缝曲折缝的课程
LZ-2280
LZ-2290C 第1回 8月16日 ～ 8月20日

第2回 11月29日 ～ 12月3日

定员 5名

【特殊D课程】厚料平缝综合送布，高台式平缝综合送布的课程
平缝综合送布 LU-2800
高台式平缝综合送布 PLC-2700 第1回 10月25日 ～ 10月29日

第2回 12月13日 ～ 12月17日

定员 5名

附件A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学习机械结构部分进行拆分，组装，试缝和各种面料的缝迹
的实习。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研修平头锁眼机，套结机的基础知识以及拆分，组装试缝的
实习。还有处理故障的对策，更换量规等综合情况。

2021年 研修课程日程（日程有可能会变更，请在申请前确认好。）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研修平缝自动切线机，机器的拆分，组装，调整，缝制调
整，切线机构，以及故障对策实习。学习线，布料，针，旋梭等
的知识，简单的电器基础知识，万用表的使用方法，关于马达以
及控制箱的知识，各种附件功能。

单针平缝自动切线

研修内容
主要学习机械结构部分进行拆分，组装，试缝和各种面料的缝迹
的实习。

平缝曲折缝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学习机械结构部分进行拆分，组装，试缝和各种面料的缝迹
的实习。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学费：RMB1,800.00）

（学费：RMB2,000.00）

（学费：RMB2,000.00）

（学费：RMB2,000.00）

（学费：RMB2,000.00）



【自动机A课程】以中级以上的技术者为对象学习机械以及电气知识的课程
电子钉扣机 AMB289
模板机 PS800 第1回 5月31日 ～ 6月4日

第2回 7月26日 ～ 7月30日
第3回 10月11日 ～ 10月15日

定员 5名

【自动机B课程】以中级以上的技术者为对象学习机械以及电气知识的课程
开袋机 APW896
上袖机 DP2100 第1回 6月28日 ～ 7月2日

第2回 8月23日 ～ 8月27日
第3回 11月15日 ～ 11月19日

定员 5名

【制做拉筒附件基础课程】为学习附件基础知识的课程

第1回 5月17日 ～ 5月21日
第2回 8月2日 ～ 8月6日
第3回 11月1日 ～ 11月5日

定员 4名

【制做拉筒附件中级课程】为学习附件中级知识的课程

第1回 5月24日 ～ 5月28日
第2回 8月9日 ～ 8月13日
第3回 11月8日 ～ 11月12日

定员 4名

【电控课程】故障判断及维修

第1回 7月12日 ～ 7月16日
第2回 10月18日 ～ 10月22日
第3回 12月6日 ～ 12月10日

定员 5名

【PM1课程】

第1回 6月15日 ～ 6月18日
第2回 7月19日 ～ 7月23日
第3回 12月21日 ～ 12月25日

定员 5名

（学费：RMB2,500.00）

（学费：RMB2,500.00）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研修制做拉筒附件的图纸设计，制作的基础实践以及用途案
例。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研修规格说明，操作方法，基本调整（机头・装置），电
装，气压相关事故等。

研修内容
以学习过本研修课程中的拉筒附件基础课程以及具有中级以上拉
筒附件制作技术的人员为对象、对有关拉筒附件进行综合研修。

研修机种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主要研修规格说明，操作方法，基本调整（机头・装置），电
装，气压相关事故等。

研修内容 故障代码的说明，故障现象判断及简单的维修。

开讲日期

研修内容 缝制花样，数据的编辑。

开讲日期

（学费：RMB2,500.00）

（学费：RMB2,500.00）

（学费：RMB2,000.00）

（学费：RMB2,500.00）

开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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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TEL：021-62368888　FAX：021-62368816　Email：info@jukichina.com

电话：公司名：                                            

负责人：                                          （职务：             ）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研修中心研修申请书
必要的事项记入后,请邮寄或FAX寄往下面联系方式

*1
。

                                                    申请日：       年　　月    日

1．请再要参加的项目上划      

※         用双线标志之处请尽量用正楷清楚填写

7.自动机B课程　8.制做拉筒附件基础课程　9.制做拉筒附件中级课程　10.电控课程　11.PM1课程
　  1.基础课程　2.特殊A课程　3.特殊B课程　4.特殊C课程　5.特殊D课程　6.自动机A课程

参加次数：第     次：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2．请填写下列项目

地址：                                                                                            传真：

参加者姓名   ※ 参加者姓名尽可能用正楷清楚填写

3．请在下记行业以及产品栏内选择对应项用○做记号（可以多种填写）

：行业

职务 进公司年月日 缝纫机维修年数

  1.服装厂  2.缝纫机代理商  3.其他　　　　　　

：产品

     年    月    日 经验年数：

如以前有参加过研修的项目请在下列选择注明

参加年月：       年      月      日      课程名：                                              　

年龄

男性： 名

 1.综合（　　　　　　　　　　　　　　　　　　　　　　　　）

  2.西服  3.女装  4.童装  5.衬衫  6.Ｔ恤衫  7.睡衣  8.运动衫    

  9.内衣  10．牛仔  11.茄克  12.胸罩  13.鞋业  14.箱包  15.其他(                          )

为了更好地提供适合贵公司的设备的教学，请事先将贵公司的情况填写在下列表内，以便今后更好地为贵
公司服务．

机种 全部台数 其中JUKI台数 主要机种

女性： 名 总人数：　　　　　名

（2）  设备内容　　

操作工人数 名

包缝机

平缝机

自动机

特殊缝纫机

缝纫机合计数

其他缝纫机

（3）对贵厂在缝制上、设备上的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记入，我们将尽力帮助解决。

问题内容

缝纫机种 使用期间                    年        个月

ver.1.0

（4）请在下栏内填写希望及意见

条件

其他

工序名 面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