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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针针织机，具有至少两个针床（30、30’），

至少一个能够运动超过所述针床（10、10’）的、分

配给针织锁扣（30、30’）的滑块（20）以及纱线供

应装置，所述纱线供应装置具有在所述针床上方

布置的纱线引导器轨，其中，布置有通过所述滑

块（20）能够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其

中，所述纱线供应装置此外具有至少一个不依赖

于所述滑块（20）能够驱动的、自给自足的纱线引

导器（50、50’）。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5页

CN 106337248 B

2019.01.04

CN
 1
06
33
72
48
 B



1.平针针织机，该平针针织机具有至少两个针床（10、10’），该平针针织机具有至少一

个能够运动超过所述针床（10、10’）的、配有针织锁扣（30、30’）的滑块（20）以及纱线供应装

置，所述纱线供应装置具有布置在所述针床上方的纱线引导器轨（60、60’、61-64），在所述

纱线引导器轨中布置有通过所述滑块（20）能够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所述纱线

供应装置此外具有至少一个不依赖于所述滑块（20）能够驱动的、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

（50、50’），  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50’）在纵向上能够移动

地布置在一个或者多个单独的纱线引导器轨（62、63）中，其中，具有能够由所述滑块随同运

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的纱线引导器轨（61、64）和具有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50’）

的纱线引导器轨（62、63）交替地彼此平行地布置在所述针床（10、10’）上方；或者其特征在

于，所述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50’）和所述能够由所述滑块（20）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

器（40、40’）布置在共同的纱线引导器轨（60、60’）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每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

50’）具有自身的驱动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在用于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

50’）的纱线引导器轨（62、63）中分别布置有四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在用于能够由所述滑块（20）随同运

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的纱线引导器轨（61、64）中分别布置有八个能够由所述滑块（20）

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

50’）相应地布置在所述共同的纱线引导器轨的一个半部中并且所述能够由所述滑块（20）

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布置在所述共同的纱线引导器轨的另一个半部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

50’）和所述能够由所述滑块（20）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共同地布置在所述共同

的纱线引导器轨的半部的至少一个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一个或者多个共同的纱线引导器轨

的至少一个半部具有两个重叠布置的线路，其中，在所述线路中的一个中布置有一个或者

多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并且在另一线路中布置有一个或者多个由所述滑块随同运动

的纱线引导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引导器轨（61’-64’、62’’、

63’’）在所述针床（10、10’）上方至少部分地布置在共同的水平的平面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纱线引导器轨（61-64、61’’、

64’’）在所述针床（10、10’）上方至少部分地布置在假想的柱形表面的截取部分上。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平针针织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块（20）在上侧面上具有

开口（21），纱线能够通过所述开口从上部被供应给能够由所述滑块（20）随同运动的纱线引

导器（40、40’）和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50’）并且进一步被供应给所述针床中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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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针针织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平针针织机，具有至少两个针床（Nadelbett），具有至少一个能够运动

超过针床的、配有针织锁扣的滑块以及纱线供应装置，所述纱线供应装置具有布置在针床

上方的纱线引导器轨，在该纱线引导器轨中布置有通过所述至少一个滑块能够随同运动的

纱线引导器。

背景技术

[0002] 这样的平针针织机相应于自很多年来通常的现有技术。然而，越来越多地对针织

物件的图案和设计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也提高了对用于制造这些针织物的、尤其是

镶嵌细工针织物或者添纱针织物的机器的要求。

[0003] 因此，在纱线供应方面也已经提出了改善，其有助于满足提高的要求。由此，自给

自足地驱动的纱线引导器已经得到使用，其在针织过程期间能够占据针织机器的针室中的

每个任意的位置。此外，用于装入纱线的装置变得已知，其能够在真正的纱线引导器上方并

且独立于真正的纱线引导器地以纱线供应针织针。

[0004] 此外，由DE  43  08  251  A1、DE  695  08  696  T2、EP  872  587  B1和DE  695  03  831 

T2已知如下的针织机，其具有不依赖于滑块能够运动的纱线引导器，这种纱线引导器能够

暂时地与所述滑块耦联，或者所述针织机具有能够被滑块运动的纱线引导器，其能够暂时

地自给自足地驱动。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在机械上和控制技术方面是耗费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任务在于，提供如下的平针针织机，利用其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形成传统

的针织物以及具有繁琐的图案的针织物或者添纱针织物。

[0006] 该任务通过开头提到的类型的平针针织机得到解决，其特征在于，纱线供应装置

此外具有至少一个不依赖于滑块能够驱动的、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

[0007] 根据本发明的平针针织机由此提供由传统的纱线供应部和不依赖于滑块被驱动

的纱线引导器所形成的组合，在传统的纱线供应的情况下纱线引导器通过合适的机构由滑

块携带，其中，纱线供应部的两种设计保留其完全的功能能力。这相对于以上提到的、用于

供应纱线的装置是新的，所述装置是两种类型的纱线供应部之间的折衷方案。

[0008] 这种在唯一的机器中组合所述纱线引导器的驱动方案的优点在于，复杂的图案、

如镶嵌细工图案或者添纱图案能够利用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经济性地生产，因为这种纱

线引导器在随时能够占据针室中每个任意的位置，而具有传统的图案的针织物或者针织物

区段能够利用由所述滑块驱动的纱线引导器合理地生产。

[0009] 在此适宜地，每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能够具有自身的驱动装置，用以能够完

全地充分利用纱线供应部的可变性。然而也可行的是，两个或者更多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

导器设有共同的驱动装置。

[0010] 当所述一个或多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在一个或者多个单独的纱线引导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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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沿纵向能够移动地布置时，得出另外的优点。其能够在这些轨中在整个长度上移动，而不

必考虑与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可能的碰撞。

[0011] 在此，具有能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纱线引导器轨和具有自给自

足的纱线引导器的纱线引导器轨能够优选地交替地彼此平行地布置在所述针床上方，用以

针对于两种纱线引导器类型能够为了纱线供应而给针实现类似的条件。

[0012] 在此，在所述平针针织机的优选的设计方案中，在用于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的

纱线引导器轨中分别布置有四个纱线引导器。

[0013] 在用于能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纱线引导器轨中能够分别布置

有八个纱线引导器。

[0014] 利用纱线引导器的这种数目也能够合理地制造多种颜色的图案或者具有不同的

纱线品质的图案。

[0015] 在所述平针针织机的替代的设计方案中，所述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和所述能够

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能够布置在共同的纱线引导器轨中。而后，要求比在具

有用于所述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的单独的轨的设计方案中更少的轨。

[0016] 在此，所述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相应地能够布置在轨的一个半部中并且所述能

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能够布置在所述轨的另一个半部中。替代地，所述自

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和所述能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能够共同地布置在所

述纱线引导器轨的半部的至少一个中。

[0017] 另外的替代方案在于，一个或者多个纱线引导器轨的至少一个半部具有两个重叠

布置的线路，其中，在所述线路的一个中布置有一个或者多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并且

在另一线路中布置有一个或者多个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这具有如下的优

点，即两种驱动方案的纱线引导器能够利用所述纱线引导器轨的完整的长度。

[0018] 对于所述针床上方的纱线引导器轨的布置也存在不同的可行方案。在第一设计方

案中，所述纱线引导器轨在所述针床上方至少部分地布置在共同的水平的平面中。

[0019] 然而也能够有利的是，所述纱线引导器轨在所述针床上方至少部分地布置在假想

的柱形表面的截取部分上。所述纱线引导器臂在所述轨的这种布置中径向地定向并且全部

具有同样的形状和长度，这实现了更简单的更换并且允许时间更有利的和成本更有利的制

造。

[0020] 所述纱线引导器轨的所说明的布置方式不必是强制性地相对于针织机器的中轴

线对称。也能够考虑不对称的布置。

[0021] 在根据本发明的平针针织机中，所述纱线能够如普遍通常地那样侧向地供应。然

而，所述平针针织机也能够具有如下的滑块，其在上侧面上具有开口，纱线能够通过所述开

口被供应给所述纱线引导器并且进一步被供应给针床中的针。在该解决方案中能够放弃整

列的纱线引导元件和纱线张紧元件，其在侧向地供应所述纱线时是要求的。此外，在这种纱

线供应的情况下通过摩擦部位的减少，纱线张紧得到了减少。

[0022] 接下来参考附图更详细地说明根据本发明的平针针织机的纱线供应的不同的实

施例。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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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示：

[0024] 图1示出通过第一平针针织机的横截面；

[0025] 图2示出通过第二平针针织机的横截面；

[0026] 图3a示出用于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的和用于由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

纱线引导器轨的示意性的视图；

[0027] 图3b示出具有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和能够由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第

一纱线引导器轨的示意性的视图；

[0028] 图3c示出具有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和能够由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第

二纱线引导器轨的示意性的视图；

[0029] 图3d示出具有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和能够由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的第

三纱线引导器轨的示意性的视图；

[0030] 图4a-4d示出纱线引导器轨在平针针织机中的不同的布置方式的示意性的图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以横截面示出平针针织机100，其具有前部的针床10和后部的针床10’。滑块20

能够运动通过所述针床10、10’，在所述滑块处固定有前部的和后部的针织锁扣30、30’，利

用其能够触发在此处没有更详细地示出的针织工具并且能够使此处没有更详细地示出的

针织工具运动，所述针织工具支承在所述针床10、10’中。两个针床在其之间围成梳隙KS。所

述梳隙位于所述平针针织机100的中轴线M上。

[0032] 在所述针床10、10’以及所述梳隙KS上方安置有纱线引导器40、40’和50、50’。外部

的、更远离机轴线M的纱线引导器40、40’是传统的纱线引导器，其由滑块20通过此处没有示

出的随动机构能够随同运动。相反，内部的纱线引导器50、50’是自给自足地驱动的纱线引

导器，其由此能够不依赖于滑块20地运动。纱线引导器支臂的或者纱线引导器横木栓

（Fadenführernüsschen）的上下运动也是可行的。纱线引导器40、40’和50、50’关于网眼轴

线M的布置仅仅是示例性的。所述纱线引导器50、50’也能够在外部或者与所述纱线引导器

40、40’交替地布置。在示出的例子中，所述纱线引导器40、40’和50、50’此外布置在围绕所

述梳隙的圆弧上。然而，其也能够在共同的水平面中平坦地布置在所述梳隙上，如以后参考

图4a-c阐明的那样。

[0033] 图2示出了相应于图1的、第二平针针织机100’的剖视图。机器100’与机器100的区

别是滑块20’的构造，该滑块相比于滑块20在其上侧面处具有开口21，纱线通过所述开口能

够从上方直接地供应给所述纱线引导器40、40’、50、50’。也能够考虑所述滑块20’的完全向

上敞开的结构方式。从上方供应所述纱线具有如下的优点，即能够放弃纱线转向机构、纱线

引导元件和纱线张紧元件，其在侧向地给所述纱线引导器40、40’、50、50’供应纱线时是必

要的。此外，通过在这种纱线供应的情况下摩擦部位的减少，纱线张紧得到减少。

[0034] 在图3a-3d中示出两种类型的纱线引导器40、40’和50、50’  在纱线引导器轨中的

不同的布置。在图3a中示出四个纱线引导器轨61、62、63、64的俯视图，其中，能够被所述滑

块20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40’唯独位于所述纱线引导器轨61和64中。为所述自给自足

的纱线引导器50、50’设置单独的纱线引导器轨62、63。

[0035] 所述纱线引导器40、40’在其上侧面处具有空隙41，当所述纱线引导器40、40’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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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没有进一步示出的、与所述滑块20耦联的随动机构能够嵌接到所述空隙中。

[0036] 在示出的例子中，在外部的纱线引导器轨61、64上分别布置有八个纱线引导器40、

40’，而在内部的轨62、63上分别仅仅设置有四个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50’。

[0037] 图3b以唯一的纱线引导器轨60为例示出具有不同的驱动方案的所述纱线引导器

40、40’、50、50’的另外的可行的分布方案。在所述纱线引导器轨60的半部的一个上仅仅安

置有能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并且在另一个半部上仅仅安置有自给自足

的纱线引导器50。

[0038] 相反，在图3c中示出如下的纱线引导器轨60’，其中在一个半部上不仅布置有能够

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而且也布置有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而在另半

部中仅仅设置有能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

[0039] 在图3d中示出如下的单个的纱线引导器轨60’’，其中在所述半部上不仅布置有能

够被所述滑块随同运动的纱线引导器40，而且也布置有自给自足的纱线引导器50。两种驱

动方案的纱线引导器在此重叠地安置。该原理能够在所述纱线引导器轨的一个半部或者两

个半部上使用。

[0040] 图4a-4d示意性地示出所述纱线引导器轨在带有所述平针针织机100的针织锁扣

30、30’的滑块20上的连同布置方式的不同的可行方案。

[0041] 在图4a中，轨在假想的柱形表面上布置，从而位于其中的纱线引导器（未示出）占

据在图1中示出的、直向着中轴线M倾斜的位置。相反，在图4b中，所述轨61’至64’全部布置

在共同的水平的平面中。图4c示出来自图4a和4b的布置方式的组合。内部的纱线引导器轨

62’’、63’’布置在共同的水平的平面中并且外部的纱线引导器轨61’’和64’’布置在假想的

柱形表面上。

[0042] 在图4d中，轨不对称地布置在假想的柱形表面上，从而位于其里面的纱线引导器

（未示出）同样占据在图1中示出的、直向着中轴线M倾斜的位置。所述纱线引导器轨关于其

数目的和在图4a-4c中示出的布置的不对称的布置方式的另外的变型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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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

图 3b

图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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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d

图 4a

图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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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c

图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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