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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能够稳定地进行使用纱线(3)的

磨损试验的纱道磨损试验机(1)。本发明所涉及

的纱道磨损试验机(1)在使纱线(3)接触试验片

(2)的状态下使纱线(3)滑动而使试验片(2)磨

损。该纱道磨损试验机(1)具有能够卷绕来自纱

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的卷绕辊(12)。并且，

设置有将来自纱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向卷

绕辊(12)引导的卷绕滚筒(13)。该卷绕滚筒(13)

的外周面与卷绕辊(12)的外周面接触。而且，设

置有试料保持构件(35)，所述试料保持构件(35)

在从纱线供给构件(4)卷绕在卷绕辊(12)上并移

动的纱线(3)的路径中，在使试验片(2)以规定的

载荷与纱线(3)接触的状态下保持该试验片(2)。

并且，设置有对与试验片(2)接触的纱线(3)的张

力进行调整的张力调整构件。而且，设置有接触

保持构件(24)，所述接触保持构件(24)将卷绕辊

(12)向卷绕滚筒(13)侧按压，保持卷绕辊(12)与

卷绕滚筒(13)接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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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纱道磨损试验机，其在使纱线接触试料的状态下使所述纱线滑动而使试料磨

损，所述纱道磨损试验机的特征在于，具有：

纱线供给构件；

卷绕辊，其能够卷绕来自纱线供给构件的纱线；

卷绕滚筒，其与卷绕辊的外周面接触地设置，将纱线从纱线供给构件向卷绕辊引导；

试料保持构件，其在从纱线供给构件卷绕到卷绕辊上并移动的纱线的路径中，在使试

料以规定的载荷与纱线接触的状态下保持试料；

张力调整构件，其对纱线的张力进行调整；以及

接触保持构件，其保持卷绕辊与卷绕滚筒接触的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机，其特征在于，

卷绕滚筒在其外周面设置有引导槽部，所述引导槽部将来自纱线供给构件的纱线向卷

绕辊引导，

引导槽部以使纱线沿着卷绕辊的轴向依次被卷绕的方式相对于卷绕滚筒的周向呈倾

斜状。

3.一种纱道磨损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纱道磨损试验方法使用了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机，其中，

通过卷绕辊来卷绕来自纱线供给构件的纱线并使其移动，

以使试料以规定的载荷与该移动的纱线接触的方式保持该试料，使试料和纱线滑动，

从而使试料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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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道磨损试验机以及纱道磨损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涉及用于使用纱线等纤维进行钢板的磨损试验的纱道磨损试验机以及纱道磨损

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磨损按照其产生机理而分为各种形式。通过两个部件之间的接触以及滑动等而产

生的磨损有磨料磨损、粘附磨损以及疲劳磨损等。而且，产生哪种磨损是根据实机的形态或

运行状况而不同的。

[0003] 例如，对于编织机或织布机等纺织机械部件而言，由于纱线等纤维滑动，因此与纤

维中所包含的Al2O3或SiO2等掺杂物之间的滑动会导致产生磨料磨损。并且，近年来，大量开

发出了利用TiO2的消光效果或利用Ag的消臭效果等高级化学纤维，由于这些化学纤维中所

包含的微粒而使磨损变得明显。

[0004] 因而，在形成纺织机械用部件的原料中，不仅要求一般的耐磨性，尤其还要求对于

纤维滑动的纱线耐磨性。

[0005] 作为评价这样的纱线耐磨性的方法，例如有专利文献1的实施例所示的方法和专

利文献2的实施例所示的方法等。

[0006] 在专利文献1以及2中，将规定的纱线按压在大量的试验片上，并向纱线赋予规定

的张力，在该状态下使试验片往返移动，由此使纱线和试验片进行滑动，之后测量试验片的

磨损量。

[0007] 现有技术文献

[0008] 专利文献

[0009]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平11-286852号公报

[0010]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3-105504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11]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12] 在上述的专利文献1以及2的方法中记载了使一定张力的纱线在被测材料的表面

通过一定时间而形成磨损的内容，但是具体的方法或试验机的结构并不明确。并且，现状

是：由于使每根纤维与被测材料接触，因此需要准备大量的被测材料，并且由于使纱线和试

料往返滑动，因此有可能随着进行磨损试验而导致纱线产生损伤或切断，无法稳定地进行

磨损试验。

[0013] 本发明是鉴于这样的问题而完成的，目的在于提供能够稳定地进行使用纱线的磨

损试验的纱道磨损试验机以及纱道磨损试验方法。

[0014] 用于解决课题的手段

[0015] 技术方案1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机在使纱线接触试料的状态下使纱线滑动而使该

试料磨损，所述纱道磨损试验机具有：纱线供给构件；卷绕辊，其能够卷绕来自纱线供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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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纱线；卷绕滚筒，其与卷绕辊的外周面接触地设置，将来自纱线供给构件的纱线向卷绕

辊引导；试料保持构件，其在从纱线供给构件卷绕在卷绕辊上并移动的纱线的路径中，在使

试料以规定的载荷与纱线接触的状态下保持该试料；张力调整构件，其对纱线的张力进行

调整；以及接触保持构件，其保持卷绕辊与卷绕滚筒接触的状态。

[0016] 技术方案2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机在技术方案1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机中，卷绕滚

筒在其外周面设置有引导槽部，所述引导槽部将来自纱线供给构件的纱线向卷绕辊引导，

引导槽部以使纱线沿着卷绕辊的轴向依次被卷绕的方式相对于卷绕滚筒的周向呈倾斜状。

[0017] 技术方案3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方法使用技术方案1或2所述的纱道磨损试验机，

通过卷绕辊而卷绕来自纱线供给构件的纱线并使纱线移动，以使试料以规定的载荷与该移

动的纱线接触的方式保持该试料，使试料和纱线滑动，从而使试料磨损。

[0018] 发明效果

[0019] 根据本发明，能够对与试料接触并滑动的纱线的张力进行调整，并能够保持卷绕

辊与卷绕滚筒之间的接触状态，因此能够长期稳定地进行使用纱线的磨损试验。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概略地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纱道磨损试验机的结构的示意

图。

[0021] 图2是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纱道磨损试验机中的卷绕辊以及卷绕滚

筒的立体图。

[0022] 图3是概略地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纱道磨损试验机中的接触保持构

件的结构的侧视图。

[0023] 图4是示出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所涉及的纱道磨损试验机中的张力调整构件的立

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对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结构进行详细说明。

[0025] 在图1中，符号1是纱道磨损试验机，该纱道磨损试验机1进行在使纱线3与作为试

料的试验片2接触的状态下使试验片2滑动而磨损的磨损试验。

[0026] 纱道磨损试验机1具有：卷绕部5，其卷绕从纱线供给构件4引出并供给的任意材质

的纱线3；以及引导部6，其将来自纱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向卷绕部5引导。

[0027] 纱线供给构件4在外周面卷绕有纱线3，并能够引出该卷绕的纱线3的末端部侧。

[0028] 卷绕部5在设置于地面的基体11的上部以能够旋转的方式分别设置有卷绕辊12以

及卷绕滚筒13。

[0029] 卷绕辊12具有例如由聚氯乙烯等合成树脂以轴向的一侧较细的方式形成为所谓

的锥形的纱框主体14，在该纱框主体14内固定有轴部15。而且，轴部15以能够旋转的方式轴

支承在第1臂部21的末端侧，所述第1臂部21被安装成末端部23侧能够相对于基体11以基端

部22为中心转动，由此纱框主体14能够以轴部15为中心旋转。

[0030] 并且，卷绕辊12以使从纱线供给构件4引出的纱线3的末端部固定于纱框主体14的

状态旋转，由此在纱框主体14的外周面卷绕纱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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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卷绕滚筒13具有由合成树脂形成为圆筒状的滚筒主体16，在该滚筒主体16内固定

有轴部17。而且，轴部17以能够旋转的方式轴支承在基体11的上部，由此滚筒主体16能够以

轴部17为中心旋转。

[0032] 并且，卷绕滚筒13被设置成滚筒主体16的轴向相对于纱框主体14的轴向稍微偏

移，并且被设置成滚筒主体16的外周面与纱框主体14的外周面接触。而且，在如上所述滚筒

主体16与纱框主体14接触的状态下，若例如通过马达等驱动构件而使卷绕滚筒13旋转，则

所接触的纱框主体14也向与滚筒主体16相反的方向旋转。

[0033] 如图2所示，在滚筒主体16的外周面设置有引导槽部18，该引导槽部18能够使来自

纱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卡合并将该纱线3向纱框主体14引导。

[0034] 该引导槽部18相对于滚筒主体16的周向呈倾斜状延伸并在外周面上交叉。

[0035] 而且，在来自纱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与引导槽部18卡合并且该纱线3的末端部固

定于纱框主体14的状态下，若使滚筒主体16旋转，则纱框主体14也向与滚筒主体16相反的

方向旋转，并且通过该旋转而卷绕于纱框主体14的纱线3沿着倾斜状的引导槽部18被引导

并以沿着纱框主体14的轴向往返的方式依次卷绕。

[0036] 在此，若使用卷绕辊12卷绕纱线3的卷绕量变多，则卷绕辊12向从卷绕滚筒13分离

的方向上升，因此卷绕辊12与卷绕滚筒13之间的接触状态变得不稳定，产生晃动等，卷绕纱

线3时的振动变大。并且，若振动变大，则该振动传递到纱线3，纱线3与试验片2之间的接触

角即磨损部位产生偏移，有可能对磨损状态带来不良影响。

[0037] 因此，设置了保持卷绕辊12与卷绕滚筒13之间的接触状态的接触保持构件24。

[0038] 如图3所示，接触保持构件24具有第2臂部26，该第2臂部26借助连接部25与安装有

卷绕辊12的第1臂部21的基端部22连接。

[0039] 第2臂部26的末端部28侧能够以与连接部25连接的基端部27为中心转动。在该第2

臂部26的末端部28侧借助安装部件29设置有规定质量(例如8kg)的重锤30。

[0040] 并且，第1臂部21与第2臂部26利用杠杆原理借助连接部25连接。即，若通过重锤30

以第2臂部26的末端部28侧被下压的方式赋予载荷，则通过杠杆原理，设置于第1臂部21的

末端部23侧的卷绕辊12以被向作为下方的卷绕滚筒13侧下压的方式被赋予载荷，卷绕辊12

与卷绕滚筒13被向靠近的方向按压，保持接触状态。

[0041] 引导部6设置有：引导部件32，其固定于在地面设置的固定台31的上部；以及支承

部件33、34，其以能够拆卸的方式安装于固定台31的上部。

[0042] 而且，来自纱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依次与引导部件32以及支承部件33、34卡合，被

向卷绕部5引导，与设置于基体11的引导部件36卡合，被向卷绕辊12以及卷绕滚筒13引导。

即，来自纱线供给构件4的纱线3被引导部件32转换为朝向支承部件33的方向，被支承部件

33转换为朝向支承部件34的方向，被支承部件34转换为朝向引导部件36的方向，被引导部

件36转换为朝向卷绕滚筒13的方向，通过卷绕滚筒13的引导槽部18而卷绕于卷绕辊12。

[0043] 并且，在固定台31固定有与未图示的测压元件连接的试料保持构件35，在该试料

保持构件35以能够调整位置的方式固定有试验片2。

[0044] 这样固定于试料保持构件35的试验片2被保持为通过规定的载荷与支承部件33、

34间的纱线3接触的状态。

[0045] 然后，在试验片2与纱线3接触的状态下，纱线3卷绕于卷绕辊12，由此纱线3从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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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构件4朝向卷绕辊12沿一个方向移动，纱线3和试验片2在规定的载荷下滑动。

[0046] 在此，如图4所示，通过变更支承部件33、34在固定台31中的安装位置，能够在纱线

供给构件4与卷绕辊12之间调整纱线3的与试验片2接触的状态下的张力。即，固定台31的多

个开口部37和支承部件33、34作为张力调整构件发挥作用。

[0047] 接着，对使用上述纱道磨损试验机1的纱道磨损试验方法进行说明。

[0048] 首先，从纱线供给构件4引出纱线3，使该纱线3依次与引导部件32、支承部件33、34

以及引导部件36卡合，并通过卷绕滚筒13的引导槽部18固定于卷绕辊12，从而将纱线3从纱

线供给构件4缠绕在卷绕辊12。

[0049] 并且，将试验片2固定于试料保持构件35，根据需要变更支承部件33、34的安装位

置，从而调整纱线3的张力，并且调整试验片2对纱线3的按压载荷。

[0050] 而且，将重锤30安装于第2臂部26的安装部件29，以卷绕辊12被向卷绕滚筒13侧按

压的方式赋予载荷。

[0051] 然后，以成为规定的进给速度的方式设定卷绕滚筒13的转速，并且以成为规定的

磨损距离的方式设定卷绕滚筒13的旋转时间。

[0052] 之后，使卷绕滚筒13旋转，使纱线3相对于试验片2滑动，通过纱线3的摩擦而使试

验片2磨损。

[0053] 在结束磨损试验之后，根据重量变化以及体积变化来测量磨损量。例如，将试验片

2的形状转印到复制树脂，通过激光显微镜观察磨损部分。并且，通过使用激光显微镜进行

观察，测量磨损痕迹深度等，计算比磨损率，评价与试验片2相关的对于纱线3的耐磨性。

[0054] 根据上述一实施方式，通过对支承部件33、34在固定台31中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

能够容易地对与试验片2接触并滑动的纱线3的张力进行调整，因此能够按照试验片2的原

料以及纱线3的种类而适当地设定摩擦状态，能够防止磨损试验中的纱线3的损伤以及断裂

等不良情况。

[0055] 并且，由于在通过重锤30以朝向卷绕滚筒13按压卷绕辊12的方式赋予载荷的状态

下进行磨损试验，因此即使通过卷绕辊12进行纱线3的卷绕而使卷绕于纱框主体14的外周

面的纱线3的厚度变厚，也能够保持卷绕辊12与卷绕滚筒13之间的接触状态。因而，通过卷

绕辊12卷绕纱线3的卷绕状态稳定，不易产生随着进行卷绕而带来的纱线3的偏移等不良情

况，能够防止因该不良情况而导致纱线3的张力或试验片2相对于纱线3的按压载荷发生变

化，能够在恒定的试验条件下进行磨损。

[0056] 因而，例如在比较长期间进行使用纱线3的磨损试验的情况下，也能够稳定地进行

磨损试验。

[0057] 并且，即使作为磨损试验的试验片是几平方毫米左右的非常小的试验片，也能够

实施磨损试验。

[0058] 而且，由于能够变更纱线的进给速度、对试验片的载荷、纱线的张力以及纱线的种

类，因此能够通过适当地变更这些条件来进行加速试验。

[0059] 另外，在上述一实施方式中，成为通过变更支承部件33、34在固定有试验片2的固

定台31中的安装位置来调整纱线3的张力的结构，但是并不限定于这样的结构，只要是能够

调整纱线供给构件4与卷绕辊12以及卷绕滚筒13之间的纱线3的张力的结构，则能够适当地

变更张力调整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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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并且，接触保持构件24形成为利用杠杆原理并通过重锤30以将卷绕辊12向卷绕滚

筒13侧按压的方式赋予载荷来保持接触状态的结构，但是并不限定于这样的结构，只要是

将卷绕辊12以及卷绕滚筒13中的至少一方以保持上述的卷绕辊12与卷绕滚筒13接触的状

态的方式按压的结构即可。

[0061] 产业上的可利用性

[0062] 本发明能够利用于使用纱线等纤维的钢板的磨损试验。

[0063] 标号说明

[0064] 1 纱道磨损试验机

[0065] 2  作为试料的试验片

[0066] 3 纱线

[0067] 4 纱线供给构件

[0068] 12 卷绕辊

[0069] 13 卷绕滚筒

[0070] 18  引导槽部

[0071] 24  接触保持构件

[0072] 35 试料保持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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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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