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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

生产装置，它解决了现有锦纶生产装置结构复

杂、产品质量低的问题，其包括主机架，主机架的

另一侧设有副机架，副机架的下部设有切丝器，

切丝器的上端设有缠绕筒体，缠绕筒体上设有台

阶架，台阶架上设有副牵引装置，副牵引装置上

部设有丝线防捻装置，丝线防捻装置的斜上方设

有加热板，加热板内设有若干丝线通道，且加热

板一端设有拉力调节组件，另一端连接有冷却

轴，主机架的顶部内侧设有假捻器与主牵引装

置，主牵引装置与假捻器可拆卸相连，且主牵引

装置下方为主机架层，每一层均设有丝线收集装

置，主机架层侧部还设有探丝器。本实用新型具

有结构简单、产品质量高、产品稳定性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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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包括主机架(1)，所述的主机架(1)的另一侧设

有副机架(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副机架(2)的下部设有切丝器(3)，所述的切丝器(3)的上

端设有至少两个缠绕筒体(31)，所述的缠绕筒体(31)上设有台阶架(32)，所述的台阶架

(32)上设有若干与缠绕筒体(31)一一对应的副牵引装置(4)，所述的副牵引装置(4)上部设

有与其相配合的丝线防捻装置(5)，所述的丝线防捻装置(5)的斜上方设有位于副机架(2)

顶部的加热板(6)，所述的加热板(6)内设有若干丝线通道(61)，且所述的加热板(6)位于副

机架(2)的一端设有拉力调节组件(62)，另一端可拆卸的连接有冷却轴(63)，所述的冷却轴

(63)位于主机架(1)的顶部外侧，所述的主机架(1)的顶部外侧的另一侧设有若干假捻器

(7)与主牵引装置(8)，所述的主牵引装置(8)与假捻器(7)可拆卸相连，且所述的主牵引装

置(8)下方为若干主机架层(9)，每一层均设有丝线收集装置(91)，且所述的主牵引装置(8)

所在主机架层(9)侧部设有一探丝器(8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副牵引装

置(4)包括若干副罗拉(41)，所述的副罗拉(41)转动设置在台阶架(32)上，所述的副罗拉

(41)为牵伸型罗拉，且所述的副罗拉(41)与丝线防捻装置(5)根据丝线作同步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丝线防捻

装置(5)包括若干设置在副机架(2)上端的止捻器(51)，所述的止捻器(51)为固定式或旋转

式止捻器，且所述的止捻器(51)设置于拉力调节组件(62)的斜下方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拉力调节

组件(62)包括转动设置在加热板(6)和副机架(2)顶部之间的辊轴(64)，所述辊轴(64)两侧

分别设有弹力气鼓(6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牵引装

置(8)包括若干主罗拉(82)，所述的主罗拉(82)为牵伸罗拉。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丝线收集

装置(91)所在主机架层(9)的一侧设有与丝线收集装置(91)相对应的上油装置，所述的上

油装置为若干具有油位控制器的上油罗拉(9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丝线收集

装置(91)包括若干筒子架(93)，所述的筒子架(93)上可拆卸的安装有兔子头(94)。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机架

(1)的一侧设有可为加弹机提供假捻传动动力的加弹机电箱(11)，所述的加弹机电箱(11)

为自冷型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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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加弹机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锦纶6  极细旦DTY丝的生产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加弹机是一种可将涤纶、丙纶等无捻丝通过假捻变形加工成为具有中弹或低弹性

能的弹力丝的纺织机械，而锦纶6极细旦DTY  丝具有优良的耐疲劳性、透气性，其织物柔软、

滑润丰满、弹性好、透气性好、美观，因此这种纤维被广泛应用于毛、锦纶、氨纶等包芯纱和

仿天鹅绒丝袜的制作，市场需求较大，具有附加值高等优点。但其批量稳定生产一般需要专

用的加弹机，价格昂贵，设备投资大，如果用常规加弹机生产，由于生产过程中极易产生僵

丝、断头和染色均匀性差等状况，很难达到正常批量生产的要求，但如果用常规加弹机去生

产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话，会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很多工厂也尝试去改进普通加弹机去

生产锦纶6极细旦DTY丝，但很多还是避免不了断头、僵丝、染色不匀等质量问题，产品质量

差，生产效率低；有的加弹机虽然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好，但其改进的装置过多，结构复杂，成

本变高。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

方案。例如，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可生产网络弹力丝的锦纶加弹机[申请号：

200620108332.2]，包括一罗拉、止捻器、定型热箱、冷却板、摩擦加捻锭组、二罗拉、断丝检

测器、上油辊和卷绕机构，所述二罗拉与卷绕机构之间设有网络装置，所述的网络装置包括

压缩空气管道与网络喷嘴，压缩空气管道与网络喷嘴相通。

[0004] 上述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有锦纶生产装置结构复杂、成本高的问题，但是

该方案依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例如，由于其主要在网络装置上进行改良，不能对锦纶加弹机

做到全面的改善，在定型热箱等一些部位依然容易出现丝线缠绕的问题，其产品的质量不

高且稳定性不佳。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一种设计合理，结构简单、产品质量好的

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下列技术方案：本锦纶  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

装置，包括主机架，所述的主机架的另一侧设有副机架，所述的副机架的下部设有切丝器，

所述的切丝器的上端设有至少两个缠绕筒体，所述的缠绕筒体上设有台阶架，所述的台阶

架上设有若干与缠绕筒体一一对应的副牵引装置，所述的副牵引装置上部设有与其相配合

的丝线防捻装置，所述的丝线防捻装置的斜上方设有位于副机架顶部的加热板，所述的加

热板内设有若干丝线通道，且所述的加热板位于副机架的一端设有拉力调节组件，另一端

可拆卸的连接有冷却轴，所述的冷却轴位于主机架的顶部外侧，所述的主机架的顶部外侧

的另一侧设有若干假捻器与主牵引装置，所述的主牵引装置与假捻器可拆卸相连，且所述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9873226 U

3



的主牵引装置下方为若干主机架层，每一层均设有丝线收集装置，且所述的主牵引装置所

在主机架层侧部设有一探丝器。原丝由副机架进入，被切丝器切除多余丝束后缠绕到缠绕

筒体上，丝线受到主牵引装置的拉伸作用而进入副牵引装置，继而从副牵引装置中拉向加

热板内进行加热变形，丝线在受到主机架上主牵引装置拉伸的同时还受到来自假捻器传递

过来的假捻作用，丝线在加热板内受到拉伸力、加捻扭转力和热的作用发生拉伸变形、热塑

形等变化后，再从变形热箱出口端拉出并通过冷却轴进行冷却，当丝线拉出主牵引装置后，

即完成拉伸变形过程，丝线具有一定的强伸度和蓬松性，之后通过探丝器进行断纱检测后

利用丝线收集装置进行卷绕后装箱。

[0007]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副牵引装置包括若干副罗拉，

所述的副罗拉转动设置在台阶架上，所述的副罗拉为牵伸型罗拉，且所述的副罗拉与丝线

防捻装置根据丝线作同步运动。

[0008]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丝线防捻装置包括若干设置在

副机架上端的止捻器，所述的止捻器为固定式或旋转式止捻器，且所述的止捻器设置于拉

力调节组件的斜下方处。止捻器能够阻止丝线回转，同时减少加捻张力，从而保证DTY丝的

弹性和强度性能。

[0009]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拉力调节组件包括转动设置在

加热板和副机架顶部之间的辊轴，所述辊轴两侧分别设有弹力气鼓。辊轴为圆柱状的罗拉，

辊轴能够有效调整加热板丝线进口端丝线上的拉力，防止其断裂或堆聚，两边的弹力气鼓

能够有效减少辊轴与加热板之间的磨损现象。

[0010]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主牵引装置包括若干主罗拉，

所述的主罗拉为牵伸罗拉。主罗拉的运转速度可以等同于加弹机的车速，主罗拉为高质量

的皮圈架罗拉，能够有效防止逃捻现象的发生。

[0011]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丝线收集装置所在主机架层的

一侧设有与丝线收集装置相对应的上油装置，所述的上油装置为若干具有油位控制器的上

油罗拉。上油罗拉的作用是使DTY丝表面覆盖一层油膜，起到提高抱合力和抗静电的作用。

[0012]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丝线收集装置包括若干筒子

架，所述的筒子架上可拆卸的安装有兔子头。筒子架的作用是增加丝条的抱合力用以提高

DTY丝卷的退绕性能，同时提高织物的平整度。

[0013] 在上述的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中，所述的主机架的一侧设有可为加弹机

提供假捻传动动力的加弹机电箱，所述的加弹机电箱为自冷型电箱。加弹机上各部件的运

转大都由靠加弹机电箱提供电力。

[0014]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本装置结构简单，成本低，能耗较小，

适用于多种类型的纺织或其他一些相关工厂；本生产装置的生产组件之间通过丝线连接的

结构合理，生产组件质量高，能够有效减少丝线问题，产品的质量高，且设有至少两个丝线

拉伸路径，产品生产效率高；本装置在加热板上装置了辊轴，保证了丝线在敏感区进出正

常，减少了机器需要停转的可能性，产品的稳定性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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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图中，主机架1、加弹机电箱11、副机架2、切丝器3、缠绕筒体31、台阶架32、副牵引

装置4、副罗拉41、丝线防捻装置5、止捻器51、加热板6、丝线通道61、拉力调节组件62、冷却

轴  63、辊轴64、弹力气鼓65、假捻器7、主牵引装置8、探丝器81、主罗拉82、主机架层9、丝线

收集装置91、上油罗拉92、筒子架  93、兔子头94。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如图1所示，本锦纶6极细旦DTY丝的生产装置，包括主机架1，主机架1的另一侧设

有副机架2，副机架2的下部设有切丝器3，切丝器3的上端设有至少两个缠绕筒体31，缠绕筒

体31  上设有台阶架32，台阶架32上设有若干与缠绕筒体31一一对应的副牵引装置4，副牵

引装置4上部设有与其相配合的丝线防捻装置5，丝线防捻装置5的斜上方设有位于副机架2

顶部的加热板6，加热板6内设有若干丝线通道61，且加热板6位于副机架  2的一端设有拉力

调节组件62，另一端可拆卸的连接有冷却轴63，冷却轴63位于主机架1的顶部外侧，主机架1

的顶部外侧的另一侧设有若干假捻器7与主牵引装置8，主牵引装置8与假捻器7  可拆卸相

连，且主牵引装置8下方为若干主机架层9，每一层均设有丝线收集装置91，且主牵引装置8

所在主机架层9侧部设有一探丝器81。原丝由副机架2进入，被切丝器3切除多余丝束后缠绕

到缠绕筒体31上，丝线受到主牵引装置8的拉伸作用而进入副牵引装置4，继而从副牵引装

置4中拉向加热板6内进行加热变形，丝线在受到主机架1上主牵引装置8拉伸的同时还受到

来自假捻器7传递过来的假捻作用，丝线在加热板6内受到拉伸力、加捻扭转力和热的作用

发生拉伸变形、热塑形等变化后，再从变形热箱出口端拉出并通过冷却轴63进行冷却，当丝

条拉出主牵引装置8后，即完成拉伸变形过程，丝线具有一定的强伸度和蓬松性，之后通过

探丝器81进行断纱检测后利用丝线收集装置91进行卷绕后装箱。

[0019] 具体地，副牵引装置4包括若干副罗拉41，副罗拉41转动设置在台阶架32上，副罗

拉41为牵伸型罗拉，且副罗拉41与丝线防捻装置5根据丝线作同步运动。

[0020] 进一步地，丝线防捻装置5包括若干设置在副机架2上端的止捻器51，止捻器51为

固定式或旋转式止捻器，且止捻器51设置于拉力调节组件62的斜下方处。止捻器51能够阻

止丝线回转，同时减少加捻张力，从而保证DTY丝的弹性和强度性能。

[0021] 优选地，拉力调节组件62包括转动设置在加热板6和副机架2顶部之间的辊轴64，

所述辊轴64两侧分别设有弹力气鼓65。辊轴64为圆柱状的罗拉，辊轴64能够有效调整加热

板6丝线进口端丝线上的拉力，防止其断裂或堆聚，两边的弹力气鼓65能够有效减少辊轴64

与加热板6之间的磨损现象。

[0022] 其次，主牵引装置8包括若干主罗拉82，主罗拉82为牵伸罗拉。主罗拉82的运转速

度可以等同于加弹机的车速，主罗拉  82为高质量的皮圈架罗拉，能够有效防止逃捻现象的

发生。

[0023] 显然地，丝线收集装置91所在主机架层9的一侧设有与丝线收集装置91相对应的

上油装置，上油装置为若干具有油位控制器的上油罗拉92。上油罗拉92的作用是使DTY丝表

面覆盖一层油膜，起到提高抱合力和抗静电的作用。

[0024] 更进一步地，丝线收集装置91包括若干筒子架93，筒子架  93上可拆卸的安装有兔

子头94。筒子架93的作用是增加丝条的抱合力用以提高DTY丝卷的退绕性能，同时提高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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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整度。

[0025] 具体地，主机架1的一侧设有可为加弹机提供假捻传动动力的加弹机电箱11，加弹

机电箱11为自冷型电箱。加弹机上各部件的运转大都由靠加弹机电箱11提供电力。

[0026] 本实施例的原理在于：原丝由副机架2进入，被切丝器3切除多余丝束后缠绕到缠

绕筒体31上，丝线受到主罗拉82的拉伸作用而进入副罗拉41，继而从副罗拉41中拉向加热

板6内进行加热变形，丝线在受到主机架1上主罗拉82拉伸的同时还受到来自假捻器7传递

过来的假捻作用，丝线在加热板6内受到拉伸力、加捻扭转力和热的作用发生拉伸变形、热

塑形等变化后，再从变形热箱出口端拉出并通过冷却轴63进行冷却，当丝条拉出主罗拉  82

后，即完成拉伸变形过程，丝线具有一定的强伸度和蓬松性，之后通过探丝器81进行断纱检

测后利用丝线收集装置91进行卷绕后装箱。

[0027]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0028]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主机架1、加弹机电箱11、副机架2、切丝器3、缠绕筒体31、

台阶架32、副牵引装置4、副罗拉41、丝线防捻装置5、止捻器51、加热板6、丝线通道61、拉力

调节组件62、冷却轴63、辊轴64、弹力气鼓65、假捻器7、主牵引装置8、探丝器81、主罗拉82、

主机架层9、丝线收集装置91、上油罗拉92、筒子架93、兔子头94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

它术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本质；把它

们解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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