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928947.1

(22)申请日 2019.09.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71307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1.21

(73)专利权人 湖州晨宇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 313199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经济开发

区城北工业功能区B区

(72)发明人 张佰中　

(51)Int.Cl.

B65H 59/1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240168 A,2000.01.05

CN 204038758 U,2014.12.24

CN 209009853 U,2019.06.21

CN 109052040 A,2018.12.21

CN 109809249 A,2019.05.28

WO 9812719 A1,1998.03.26

CN 204753090 U,2015.11.11

CN 106087208 A,2016.11.09

CN 110027943 A,2019.07.19

JP S59217559 A,1984.12.07

审查员 李婷

 

(54)发明名称

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

节机构，包括安装板，安装在安装板上且对称设

置的两个导向轮组、位于两个导向轮组之间的压

线轮组，导向轮组包括安装架以及转动连接的安

装架上的导向轮，压线轮组包括具有一竖直活动

槽的主安装座、插入竖直活动槽内可在自身重力

下做竖直运动的副安装座、转动连接在副安装座

上的压线轮；竖直活动槽内安装一点动按钮，点

动按钮位于副安装座下方；在进纱线的所述导向

轮组一侧设置一夹线器，所述点动按钮控制所述

夹线器。纱线从导向轮上部穿过，从压线轮下部

穿过；纱线当纱线过松的时候，副安装座在自重

下下落使得纱线趋向张紧状态，通过副安装座在

下落过程中出发点动按钮，使得夹线器开启夹紧

控制纱线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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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包括安装板(1)、安装在安装板(1)上且对称设

置的两个导向轮组、位于两个导向轮组之间的压线轮组，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轮组包括安

装架(21)以及转动连接的安装架(21)上的导向轮(22)，所述压线轮组包括具有一竖直活动

槽(311)的主安装座(31)、插入竖直活动槽(311)内可在自身重力下做竖直运动的副安装座

(32)、转动连接在副安装座(32)上的压线轮(33)；所述竖直活动槽(311)内安装一点动按钮

(34)，所述点动按钮(34)位于副安装座(32)下方；在进纱线的所述导向轮组一侧设置一夹

线器(4)，所述点动按钮(34)控制所述夹线器(4)；

所述夹线器(4)包括安装在安装板(1)上的安装块(45)、固定在安装块(45)上且输出轴

水平设置的电机(46)、固定在电机(46)输出轴上的凸轮(47)、固定在电机(46)的壳体外部

的容置块(48)、位于容置块(48)内与凸轮(47)抵接并随凸轮(47)转动上下运动的下压板

(44)、固定在容置块(48)上与下压板(44)相对的上压板(43)；

所述凸轮(47)包括呈圆盘状的基体(471)、与基体(471)一体成型沿基体(471)圆周方

向均布的凸起部(472)；

所述上压板(43)的下表面和下压板(44)的上表面均开设有凹槽(491)，凹槽(491)内转

动连接有滚轴(492)，滚轴(492)的转动轴线与导向轮(22)的转动轴线平行，滚轴(492)的两

端面均固定有橡胶片(493)，橡胶片(493)与凹槽(491)侧壁挤压以增大滚轴(492)转动需克

服的摩擦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其特征是：所述点动按钮(34)

设置在竖直活动槽(311)的侧壁上，所述点动按钮(34)的按压面(341)为一斜面，斜面朝向

副安装座(3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其特征是：所述副安装座(32)

底部通过连接件(35)安装一配重件(36)，所述连接件(35)穿过主安装座(31)底部，所述配

重件(36)位于主安装座(31)外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其特征是：所述配重件(36)内

部空心，所述连接件(35)与配重件(36)螺纹密封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其特征是：安装架(21)包括螺

纹连接在安装板(1)上的套筒(211)、位于套筒(211)内做竖直运动的滑动盘(212)、与滑动

盘(212)下端抵接穿过安装板(1)的调节杆(213)、固定在滑动盘(212)上端并穿过套筒

(211)的螺纹杆(214)、与螺纹杆(214)螺纹连接的连接座(215)，所述调节杆(213)与安装板

(1)螺纹连接，所述导向轮(22)转动安装在连接座(2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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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圆机，特别涉及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针织大圆机，学名针织圆形纬编机（或者叫做针织圆纬机）。由于针织大圆机的成

圈系统（企业里称作进纱路数或成圈路数，简称路数）多，转速高、产量高、花形变化快、织物

品质好、工序少、产品适应性强，所以发展很快。

[0003] 针织大圆机是由机架、供纱机构、传动机构、润滑除尘（凊洁）机构、电气控制机构、

牵拉卷取机构和其他辅助装置构成。

[0004] 大圆机的一般结构可参照公开号为CN109097904A公开的专利文件，机架上设有纱

线传动单元和纺织机体；机架两侧设有线盘架，线盘架上连接有多个线盘；所述纱线传动单

元包括驱动电机，驱动电机上通过主动轴连接有主动轮，主动轮通过两级传动连接送线单

元。机体和纱线传动单元之间设有除尘收集装置，包括挡尘圈、刮条、吸尘管、吸尘风机和集

尘容器，所述挡尘圈设置于台面上，侧壁上设置有多个除尘口；所述刮条固定于旋转台侧

壁；所述吸尘管包括总管和多个分管，多个所述的分管与除尘口一一对应连接；所述吸尘风

机连接于总管；所述集尘容器连接于吸尘风机的后端，并且后端开设有多个通孔。

[0005] 为了保证纱线之间不会发生纠缠，因此会设置纱线张力调节机构或张力调节器，

目前的纱线张紧器结构如公开号为CN108861856A公开的专利文件，纱线卷取张紧装置，包

括底座，底座的两端分别设有两个第一支撑杆和两个第二支撑杆，两个第一支撑杆的顶部

卡合设有输入辊，其中一个第二支撑杆的顶部设有固定板，固定板的顶部安装有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与收卷辊的一端传动连接，收卷辊的另一端与另一个第二支撑杆的顶部

卡合连接，丝杆的底部通过弹簧与张紧块的顶部固定连接，张紧块的两端分别与两个第三

支撑杆的内侧设有滑槽滑动连接。

[0006] 该方案主要通过张紧块和丝杆调节纱线的松紧度，其每次工作前需要进行丝杆手

动预先调整，步骤繁琐。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一种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

构，可自动调节。

[0008]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大圆机纱线输送张

力调节机构，包括安装板、安装在安装板上且对称设置的两个导向轮组、位于两个导向轮组

之间的压线轮组，所述导向轮组包括安装架以及转动连接的安装架上的导向轮，所述压线

轮组包括具有一竖直活动槽的主安装座、插入竖直活动槽内可在自身重力下做竖直运动的

副安装座、转动连接在副安装座上的压线轮；所述竖直活动槽内安装一点动按钮，所述点动

按钮位于副安装座下方；在进纱线的所述导向轮组一侧设置一夹线器，所述点动按钮控制

所述夹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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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纱线从导向轮上部穿过，从压线轮下部穿过；纱线当纱线过松的时候，副安装座在

自重下下落使得纱线趋向张紧状态，副安装座在下落过程中出发点动按钮，使得夹线器开

启夹紧从纱架过来的纱线，而纱线的另一端还在持续送入大圆机内，因此纱线会趋向张紧；

在纱线张紧过程中，副安装座被纱线抬升，使得点动按钮不受副安装座作用而处于常开状

态。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点动按钮设置在竖直活动槽的侧壁上，所述点动按钮的按压面为

一斜面，斜面朝向副安装座。

[0011] 斜面的设置便于副安装座对点动按钮施加压力。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夹线器包括固定在安装板上的气缸、固定在气缸的缸体上且竖直

设置的连接杆、固定在连接杆上的上压板、固定在气缸的活塞杆上的下压板。

[0013] 纱线从上压板和下压板之间的间隙穿过，通过气缸驱动下压板，下压板向上压板

运动至将纱线夹紧。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杆设置两个，上压板固定在两个连接杆之间，下压板的两端分

别与两个连接杆抵接。

[0015] 连接杆的设置对于下压板起到限位作用。

[0016] 进一步的，所述夹线器包括安装在安装板上的安装块、固定在安装块上且输出轴

水平设置的电机、固定在电机输出轴上的凸轮、固定在电机的壳体外部的容置块、位于容置

块内与凸轮抵接并随凸轮转动上下运动的下压板、固定在容置块上与下压板相对的上压

板。

[0017] 通过点击带动凸轮转动，凸轮带动下压板上下运动，这种方式下压板间歇与上压

板抵接，即间歇夹紧纱线，这种方式纱线逐渐张紧，不易断裂。

[0018] 进一步的，所述凸轮包括呈圆盘状的基体、与基体一体成型沿基体圆周方向均布

的凸起部。

[0019] 凸起部设置多个是为了调整夹紧的频率。

[0020] 进一步的，所述副安装座底部通过连接件安装一配重件，所述连接件穿过主安装

座底部，所述配重件位于主安装座外部。

[0021] 配重件主要根据纱线种类不同进行最大张力的调节。

[0022] 进一步的，所述配重件内部空心，所述连接件与配重件螺纹密封连接。

[0023] 内部可填充水、氢气、砂石等配重物。

[0024] 进一步的，安装架包括螺纹连接在安装板上的套筒、位于套筒内做竖直运动的滑

动盘、与滑动盘下端抵接穿过安装板的调节杆、固定在滑动盘上端并穿过套筒的螺纹杆、与

螺纹杆螺纹连接的连接座，所述调节杆与安装板螺纹连接，所述导向轮转动安装在连接座

上。

[0025] 通过转动调节杆调动滑动盘上下移动，从而最终控制导向轮的上下移动。

[0026] 进一步的，所述上压板的下表面和下压板的上表面均开设有凹槽，凹槽内转动连

接有滚轴，滚轴的转动轴线与导向轮的转动轴线平行，滚轴的两端面均固定有橡胶片，橡胶

片与凹槽侧壁挤压以增大滚轴转动需克服的摩擦力。

[0027] 如此，当上压板和下压板将纱线夹紧的时候，纱线一般不会移动，但当拉力过大

时，纱线克服橡胶片与凹槽侧壁的摩擦力，使得纱线可相对滚轴移动，避免纱线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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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方案可以自动调节张力，同时采用间歇夹

紧纱线的方式，纱线不易断裂。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为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为实施例2中凸轮的示意图;

[0032] 图4为实施例1中上压板的示意图。

[0033] 附图标记：1、安装板；21、安装架；211、套筒；212、滑动盘；213、调节杆；214、螺纹

杆；215、连接座；22、导向轮；31、主安装座；311、竖直活动槽；32、副安装座；33、压线轮；34、

点动按钮；341、按压面；35、连接件；36、配重件；4、夹线器；41、气缸；42、连接杆；43、上压板；

44、下压板；45、安装块；46、电机；47、凸轮；471、基体；472、凸起部；48、容置块；491、凹槽；

492、滚轴；493、橡胶片；5、螺纹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35] 一种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如图1，包括安装板1，安装在安装板1上且对

称设置的两个导向轮组、位于两个导向轮组之间的压线轮组。

[0036] 如图1，导向轮组包括安装架21以及转动连接的安装架21上的导向轮22，安装架21

包括螺纹连接在安装板1上的套筒211、位于套筒211内做竖直运动的滑动盘212、与滑动盘

212下端抵接穿过安装板1的调节杆213、固定在滑动盘212上端并穿过套筒211的螺纹杆

214、与螺纹杆214螺纹连接的连接座215，调节杆213与安装板1螺纹连接，导向轮22转动安

装在连接座215上。

[0037] 如图1，压线轮组包括具有一竖直活动槽311的主安装座31、插入竖直活动槽311内

可在自身重力下做竖直运动的副安装座32、转动连接在副安装座32上的压线轮33；主安装

座31上螺纹连接一螺纹套5，主安装座31穿过安装板1，螺纹套5位于安装板1上方与安装板1

抵接。竖直活动槽311内安装一点动按钮34，点动按钮34位于副安装座32下方；点动按钮34

设置在竖直活动槽311的侧壁上，点动按钮34的按压面341为一斜面，斜面朝向副安装座32。

副安装座32底部通过连接件35安装一配重件36，连接件35为连杆，连接件35穿过主安装座

31底部，配重件36位于主安装座31外部。配重件36为球状，内部空心，连接件35下端设置有

外螺纹，配重件36上开设一螺纹孔，螺纹孔与内部空间连通，螺纹孔与连接件35螺纹密封连

接。

[0038] 如图1，在进纱线的所述导向轮组一侧设置一夹线器4，点动按钮34控制所述夹线

器4。夹线器4包括固定在安装板1上的气缸41、固定在气缸41的缸体上且竖直设置的连接杆

42、固定在连接杆42上的上压板43、固定在气缸41的活塞杆上的下压板44。连接杆42设置两

个，且对应设置供纱线穿过的穿线孔，上压板43固定在两个连接杆42之间，下压板44的两端

分别与两个连接杆42抵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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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如图4，上压板43的下表面和下压板44的上表面均开设有凹槽491，凹槽491内均转

动连接有滚轴492，滚轴492的转动轴线与导向轮22的转动轴线平行，滚轴492的两端面均固

定有橡胶片493，橡胶片493与凹槽491侧壁挤压以增大滚轴492转动需克服的摩擦力。

[0040] 实施例2：大圆机纱线输送张力调节机构，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如图2‑3，夹线器

4包括安装在安装板1上的安装块45、固定在安装块45上且输出轴水平设置的电机46、固定

在电机46输出轴上的凸轮47、固定在电机46的壳体外部的容置块48、位于容置块48内与凸

轮47抵接并随凸轮47转动上下运动的下压板44、固定在容置块48上与下压板44相对的上压

板43。容置块48位于上压板43下方开设供纱线穿过的穿线孔，凸轮47包括呈圆盘状的基体

471、与基体471一体成型沿基体471圆周方向均布的凸起部472。

[0041] 当副安装座32下滑按压点动按钮34后，电机46启动，带动凸轮47转动。凸轮47间歇

转动带动下压板44间歇上下运动，从而间歇夹紧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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