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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和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给出一种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和生

产方法，采用沿着圆周方向开有细小凹槽的后上

胶辊、中上胶辊，以及没有凹槽的前上胶辊，在后

罗拉后部加装包括左、中、右喇叭口的三喇叭口

装置，且中喇叭口与后上胶辊凹槽对齐，两根短

纤粗纱分别由左、右喇叭口喂入，在牵伸系统内

受到牵伸作用，一根长丝或长丝束由中喇叭口喂

入，不受牵伸作用，当双短纤粗纱和长丝或长丝

束在被前下罗拉与前上胶辊按压时，若三者汇合

后被按压，则经牵伸系统输出的双短纤须条在加

捻捻度的作用下对长丝或长丝束进行包裹得到

包芯纱，如果三者以一定间距被按压，则输出的

双短纤须条在加捻捻度的作用下首先各自弱加

捻、然后再与长丝或长丝束进行包缠得到包缠

纱。

权利要求书3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9898204 B

2020.08.25

CN
 1
09
89
82
04
 B



1.一种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进行复合功能

纱的生产，所述的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包括后下罗拉和后上胶辊组成的后牵伸罗拉对、中

下罗拉和中上胶辊组成的中牵伸罗拉对、前下罗拉和前上胶辊组成的前牵伸罗拉对的牵伸

系统，以及喂入系统；所述的前牵伸罗拉对由电机带动转动，中牵伸罗拉对通过与前牵伸罗

拉对齿接、后牵伸罗拉对通过与中牵伸罗拉对齿接带动转动，并在后牵伸罗拉对和中牵伸

罗拉对之间形成的后牵伸区、中牵伸罗拉对和前牵伸罗拉对之间形成的前牵伸区；沿着每

个锭位的后牵伸罗拉对后上胶辊上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后凹槽，

沿着每个锭位的中罗拉牵伸对中上胶辊上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

中凹槽，且后凹槽和中凹槽之间的连线保持竖直，在后牵伸罗拉对的后部设置有喂入系统，

喂入系统包括由连接杆连接的喂入喇叭口，在连接杆上从左到右固定加装有左喇叭口、中

喇叭口、右喇叭口，左喇叭口、右喇叭口位于中喇叭口的左右两侧且呈对称排列，中喇叭口

与后上胶辊的后凹槽的连线保持竖直；

所述的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第一短纤粗纱由左喇叭口喂入、第二

短纤粗纱由右喇叭口喂入、长丝或长丝束由中喇叭口喂入，第一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左

侧的后上胶辊和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左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

之间按压输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一短纤须条，第一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

动的带动下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一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第

二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右侧的后上胶辊和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

右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二短纤须条，

第二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下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二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

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长丝或长丝束由后上胶辊的后凹槽和后下罗拉之间悬空喂入，由

于后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后上胶辊的后凹槽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

用，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

后张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后张力由后罗拉转速直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后

张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粗纱和第二粗纱保持协调一致，长丝或长丝束而后经由中上胶辊的

中凹槽和中下罗拉之间悬空输出，由于中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中上胶辊的中凹槽

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用，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从

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中张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中张力由中罗拉转速直接

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中张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须条和第二须条保持协调一

致，长丝或长丝束最后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在喂入时，第一须条、第二

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经集束喇叭口汇合后统一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此时第一

须条和第二须条汇合后共同受到前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三须条，而由于长丝或长丝束

的后部由于处于悬空状态，从而使得长丝或长丝束不受到牵伸系统的牵伸作用，此时，第三

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在前罗拉转动的不断带动下输出，输出后的第三须条在加捻捻度的作

用下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使得第三须条内的纤维发生内外的转移作用，从而得到具

有一定强力的外包纱，第三须条内的纤维在内外转移的过程中将长丝或长丝束包裹，从而

得到外部为短纤维的外包纱、中心为长丝或长丝束的包芯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将

第一短纤粗纱由左喇叭口喂入、第二短纤粗纱由右喇叭口喂入、长丝或长丝束由中喇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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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入，第一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左侧的后上胶辊和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

于中凹槽左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一短

纤须条，第一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下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一短纤须条经由前

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第二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右侧的后上胶辊和后下罗拉

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右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受到后牵

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二短纤须条，第二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下不断向前输

出，而后第二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长丝或长丝束由后上胶辊

的后凹槽和后下罗拉之间悬空喂入，由于后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后上胶辊的后凹

槽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用，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

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后张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后张力由后罗拉转速直

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后张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粗纱和第二粗纱保持协调一

致，长丝或长丝束而后经由中上胶辊的中凹槽和中下罗拉之间悬空输出，由于中上胶辊的

不断转动，从而使得中上胶辊的中凹槽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用，从而对喂

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中张力控制作

用，且该控制中张力由中罗拉转速直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中张力控制与喂

入的第一须条和第二须条保持协调一致，长丝或长丝束最后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

按压输出；在喂入时，第一须条、第二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后被前上胶

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此时第一须条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第一须条受到前

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四须条，第二须条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第二须条受

到前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五须条，长丝或长丝束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且

长丝或长丝束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位于第一须条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

之间的按压点和第二须条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之间，且由于长丝或长丝束

的后部由于处于悬空状态，从而使得长丝或长丝束不受到牵伸系统的牵伸作用，此时，第四

须条、第五须条、长丝或长丝束在前罗拉转动的不断带动下输出，输出后的第四须条、第五

须条首先在自下而上传递过来的第一加捻捻度的作用下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分别得

到具有一定强力的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且由于加捻捻度的传递效率自下而上的减弱作

用，从而使得第一加捻捻度的作用较弱，而后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在第二加捻捻度的作用

下，一方面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内的纤维继续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使得第一子纱和

第二子纱的强力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不断的将长丝或长丝束包缠，

从而得到外部为短纤维的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将处于中心的长丝或长丝束包缠的包缠纱，

且第二加捻捻度的加捻作用大于第一加捻捻度的加捻作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后下罗拉、中下

罗拉、前下罗拉的结构相同，后下罗拉、中下罗拉、前下罗拉包括罗拉轴，罗拉轴为实心的圆

柱形结构，罗拉轴的外部圆周上固定紧套有罗拉套，罗拉套和罗拉轴的材质相同且均为铁

质或钢质，罗拉套与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后上胶

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均包括胶辊轴，胶辊轴为铁质材质构成的实心圆柱形结构，胶辊轴

的外部圆周上紧套有胶辊套，胶辊轴一体化连接，胶辊套为橡胶材质，胶辊套通过轴承与胶

辊轴连接，胶辊套可绕着胶辊轴自由转动，两个相邻锭位构成一个锭位组，所述胶辊轴与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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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组内相邻的胶辊轴一体化连接，且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所述胶辊套之间保持一定

的间距，位于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的所述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的胶辊套之间的

胶辊轴依次从后往前的嵌入在加压组件的后嵌入抓、中嵌入抓、前嵌入抓内，从而实现后上

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在加压组件上的安装，加压组件的后部通过固定轴固定在细纱机

的车台面上，且加压组件可沿着固定轴进行转动，从而在转动过程中实现后上胶辊、中上胶

辊、前上胶辊的在一定压力下的下压，沿着每个锭位的后上胶辊的胶辊套的长度方向的中

间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后凹槽，沿着每个锭位的中上胶辊的胶辊套的长度方向的中

间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中凹槽，且后凹槽和中凹槽之间的连线保持竖直。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压组件在力

的作用下沿着固定轴转动，从而实现加压组件的下压，在加压组件的下压时后下罗拉的罗

拉套和后上胶辊的胶辊套的无后凹槽处之间紧密按压接触、中下罗拉的罗拉套和中上胶辊

的胶辊套的无中凹槽处之间紧密按压接触、前下罗拉的罗拉套和前上胶辊的胶辊套之间紧

密按压接触。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复合功能纱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后下罗拉的罗

拉轴与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之间通过第一齿轮组传动连接，所述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与前下罗

拉的罗拉轴之间通过第二齿轮组传动连接，所述前下罗拉的罗拉轴由电机带动转动，前下

罗拉的罗拉轴转动继而通过第二齿轮组带动中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且前下罗拉的罗拉轴

的转动速度与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之比等于第二齿轮组的齿数比等于中牵伸罗拉对和前牵

伸罗拉对之间的前牵伸区的牵伸倍数，中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继而通过第一齿轮组带动后

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且中下罗拉的罗拉轴的转动速度与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之比等于第一

齿轮组的齿数比等于后牵伸罗拉对和中牵伸罗拉对之间的后牵伸区的牵伸倍数，前下罗拉

的罗拉轴、中下罗拉的罗拉轴、后下罗拉的罗拉轴的转动继而分别带动后下罗拉的罗拉套、

中下罗拉的罗拉套、前下罗拉的罗拉套进行同步的转动，并带动与之紧密按压接触的后上

胶辊的胶辊套、中上胶辊的胶辊套、前上胶辊的胶辊套进行同步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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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和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环锭纺纱新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涉及一种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和

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采用长丝与短纤进行复合的具有各种功能性的新结构纱线受到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并且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改进、提高，使产品向原料多元化、结构复合

型、功能多样化方向发展，这些成果得益于新原料、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控制方法的采用，给

新结构纱线的品种开发带来勃勃生机。包芯纱一般以强力和弹力都较好的合成纤维长丝为

芯丝，外包棉、毛、粘胶纤维等短纤维一起纺制成的纱。包芯纱兼有长丝芯纱和外包短纤维

的优良性能。比较常见的包芯纱有氨纶包芯纱，它以氨纶长丝为芯纱，外包其他纤维制成的

纱线。由这种包芯纱制成的针织物或牛仔面料，穿着时伸缩自如，舒适合体。然而，目前常用

的长丝短纤复合纱，主要包括包芯纱和包缠纱等，在纺制过程中长丝一般采用从前罗拉钳

口处喂入，这种喂入结构往往导致长丝喂入时的张力不易控制，且由于长丝与外包的短纤

维的不同步喂入导致对长丝的包裹效果不易控制。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给出一种实现短纤对长丝或长丝束的包芯与包缠的可控制的复合

功能纱生产装置和生产方法，从而丰富纺纱品种。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所述的生产装置由结

构相同的多个锭位组构成，所述的锭位组由两个相邻的锭位构成，所述的锭位包括牵伸系

统和喂入系统，所述牵伸系统包括后牵伸罗拉对、中牵伸罗拉对、前牵伸罗拉对，所述后牵

伸罗拉对包括后下罗拉和后上胶辊，所述中牵伸罗拉对包括中下罗拉和中上胶辊，所述前

牵伸罗拉对包括前下罗拉和前上胶辊，所述后下罗拉、中下罗拉、前下罗拉的结构相同，所

述后下罗拉、中下罗拉、前下罗拉包括罗拉轴，所述罗拉轴为实心的圆柱形结构，一台细纱

机的前车台面的所有锭位的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中下罗拉的罗

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一台细纱机的后车

台面的所有锭位的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

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在每个锭位的后下罗拉、中下

罗拉、前下罗拉的罗拉轴的外部圆周上固定紧套有罗拉套，罗拉套和罗拉轴的材质相同且

均为铁质或钢质，罗拉套与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包括胶

辊轴，胶辊轴为铁质材质，胶辊轴为实心的圆柱形结构，一台细纱机的前车台面一个锭位和

左侧相邻的一个锭位构成一个锭位组，一台细纱机的后车台面一个锭位和右侧相邻的一个

锭位构成一个锭位组，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后上胶辊的胶辊轴一体化连接，一个锭

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中上胶辊的胶辊轴一体化连接，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前上胶辊

的胶辊轴一体化连接，在每个锭位的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的胶辊轴的外部圆周上

说　明　书 1/6 页

5

CN 109898204 B

5



紧套有胶辊套，胶辊套为橡胶材质，胶辊套通过轴承与胶辊轴连接，胶辊套可绕着胶辊轴自

由转动，且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胶辊套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位于一个锭位组的两

个锭位的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的胶辊套之间的胶辊轴依次从后往前的嵌入在加

压组件的后嵌入抓、中嵌入抓、前嵌入抓内，从而实现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在加压

组件上的安装，加压组件的后部通过固定轴固定在细纱机的车台面上，且加压组件可沿着

固定轴进行转动，从而在转动过程中实现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的在一定压力下的

下压，沿着每个锭位的后上胶辊的胶辊套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后

凹槽，沿着每个锭位的中上胶辊的胶辊套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中

凹槽，且后凹槽和中凹槽之间的连线保持竖直，在后牵伸罗拉对的后部设置有喂入系统，所

述喂入系统包括由连接杆连接的喂入喇叭口，在连接杆上从左到右固定加装有左喇叭口、

中喇叭口、右喇叭口，左喇叭口、右喇叭口位于中喇叭口的左右两侧且呈对称排列，中喇叭

口与后上胶辊的后凹槽的连线保持竖直。

[0005] 使用时，加压组件在力的作用下沿着固定轴转动，从而实现加压组件的下压，从而

使得后下罗拉的罗拉套和后上胶辊的胶辊套的无后凹槽处之间紧密按压接触、中下罗拉的

罗拉套和中上胶辊的胶辊套的无中凹槽处之间紧密按压接触、前下罗拉的罗拉套和前上胶

辊的胶辊套之间紧密按压接触，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与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之间通过第一齿轮

组传动连接，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与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之间通过第二齿轮组传动连接，前下

罗拉的罗拉轴由电机带动转动，前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继而通过第二齿轮组带动中下罗拉

的罗拉轴转动，且前下罗拉的罗拉轴的转动速度与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之比等于第二齿轮组

的齿数比等于中牵伸罗拉对和前牵伸罗拉对之间的前牵伸区的牵伸倍数，中下罗拉的罗拉

轴转动继而通过第一齿轮组带动后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且中下罗拉的罗拉轴的转动速度

与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之比等于第一齿轮组的齿数比等于后牵伸罗拉对和中牵伸罗拉对之

间的后牵伸区的牵伸倍数，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中下罗拉的罗拉轴、后下罗拉的罗拉轴的转

动继而分别带动后下罗拉的罗拉套、中下罗拉的罗拉套、前下罗拉的罗拉套进行同步的转

动，并带动与之紧密按压接触的后上胶辊的胶辊套、中上胶辊的胶辊套、前上胶辊的胶辊套

进行同步的转动，第一短纤粗纱由左喇叭口喂入、第二短纤粗纱由右喇叭口喂入、长丝或长

丝束由中喇叭口喂入，第一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左侧的后上胶辊和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

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左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

作用得到第一短纤须条，第一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下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一

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第二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右侧的后上

胶辊和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右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

输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二短纤须条，第二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

下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二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长丝或长丝

束由后上胶辊的后凹槽和后下罗拉之间悬空喂入，由于后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后

上胶辊的后凹槽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用，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

摩擦力界场，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后张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后张力与

由后罗拉转速直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后张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粗纱和第二

粗纱保持协调一致，长丝或长丝束而后经由中上胶辊的中凹槽和中下罗拉之间悬空输出，

由于中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中上胶辊的中凹槽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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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

的中张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中张力与由中罗拉转速直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

的中张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须条和第二须条保持协调一致，长丝或长丝束最后经由前上胶

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在第一须条、第二须条、长丝或长丝束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

之间按压之前，第一须条、第二须条、长丝或长丝束之间包括两种喂入状态，第一种状态是

第一须条、第二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经集束喇叭口汇合后统一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

按压，此时第一须条和第二须条汇合后受到共同受到前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三须条，

而由于长丝或长丝束的后部由于处于悬空状态，从而使得长丝或长丝束不受到牵伸系统的

牵伸作用，此时，第三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在前罗拉转动的不断带动下输出，输出后的第三

须条在加捻捻度的作用下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使得第三须条内的纤维发生内外的转

移作用，从而得到具有一定强力的外包纱，第三须条内的纤维在内外转移的过程中将长丝

或长丝束包裹，从而得到外部为短纤维的外包纱、中心为长丝或长丝束的包芯纱；第二种状

态是第一须条、第二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后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

间按压，此时第一须条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第一须条受到前牵伸区的牵伸作

用得到第四须条，第二须条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第二须条受到前牵伸区的牵

伸作用得到第五须条，长丝或长丝束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且长丝或长丝束在

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位于第一须条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和

第二须条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之间，且由于长丝或长丝束的后部由于处于

悬空状态，从而使得长丝或长丝束不受到牵伸系统的牵伸作用，此时，第四须条、第五须条、

长丝或长丝束在前罗拉转动的不断带动下输出，输出后的第四须条、第五须条首先在自下

而上传递过来的第一加捻捻度的作用下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分别得到具有一定强力

的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且由于加捻捻度的传递效率自下而上的减弱作用，从而使得第一

加捻捻度的作用较弱，而后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在第二加捻捻度的作用下，一方面第一子

纱和第二子纱内的纤维继续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使得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的强力进

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不断的将长丝或长丝束包缠，从而得到外部为短

纤维的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将处于中心的长丝或长丝束包缠的包缠纱，且第二加捻捻度的

加捻作用大于第一加捻捻度的加捻作用。

[0006] 本发明通过后上胶辊和中上胶辊圆周方向开槽，实现了复合纱生产中的长丝或长

丝束与短纤维粗纱由后罗拉的后部的同步喂入，同时通过短纤粗纱与长丝或长丝束在被前

下罗拉与前上胶辊之间按压前的汇合或间隔控制，实现了短纤对长丝或长丝束的包芯与包

缠的可控制，从而丰富纺纱品种。

附图说明

[0007] 图1为本发明的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09] 由图1所示，一种复合功能纱生产装置，包括牵伸系统，牵伸系统包括后牵伸罗拉

对、中牵伸罗拉对、前牵伸罗拉对，后牵伸罗拉对包括后下罗拉1和后上胶辊2，中牵伸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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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中下罗拉3和中上胶辊4，前牵伸罗拉对包括前下罗拉5和前上胶辊6，后下罗拉、中下

罗拉、前下罗拉的结构相同，后下罗拉、中下罗拉、前下罗拉包括罗拉轴9，罗拉轴为实心的

圆柱形结构，一台细纱机的前车台面的所有锭位的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

有锭位的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

接，一台细纱机的后车台面的所有锭位的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

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所有锭位的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在每

个锭位的后下罗拉、中下罗拉、前下罗拉的罗拉轴的外部圆周上固定紧套有罗拉套10，罗拉

套和罗拉轴的材质相同且均为铁质或钢质，罗拉套与罗拉轴一体化固定连接；后上胶辊、中

上胶辊、前上胶辊包括胶辊轴7，胶辊轴为铁质材质，胶辊轴为实心的圆柱形结构，一台细纱

机的前车台面一个锭位和左侧相邻的一个锭位构成一个锭位组，一台细纱机的后车台面一

个锭位和右侧相邻的一个锭位构成一个锭位组，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后上胶辊的胶

辊轴一体化连接，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中上胶辊的胶辊轴一体化连接，一个锭位组

的两个锭位上的前上胶辊的胶辊轴一体化连接，在每个锭位的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

辊的胶辊轴的外部圆周上紧套有胶辊套8，胶辊套为橡胶材质，胶辊套通过轴承与胶辊轴连

接，胶辊套可绕着胶辊轴自由转动，且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上的胶辊套之间保持一定的

间距，位于一个锭位组的两个锭位的后上胶辊、中上胶辊、前上胶辊的胶辊套之间的胶辊轴

依次从后往前的嵌入在加压组件的后嵌入抓、中嵌入抓、前嵌入抓内，从而实现后上胶辊、

中上胶辊、前上胶辊在加压组件上的安装，加压组件的后部通过固定轴固定在细纱机的车

台面上，且加压组件可沿着固定轴进行转动，从而在转动过程中实现后上胶辊、中上胶辊、

前上胶辊的在一定压力下的下压，沿着每个锭位的后上胶辊的胶辊套的长度方向的中间部

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后凹槽11，沿着每个锭位的中上胶辊的胶辊套的长度方向的中间

部位的圆周方向开有细小的中凹槽12，且后凹槽和中凹槽之间的连线保持竖直，在后牵伸

罗拉对的后部设置有喂入喇叭口13，喂入喇叭口包括连接杆，在连接杆上从左到右固定加

装有左喇叭口14、中喇叭口15、右喇叭口16，左喇叭口、右喇叭口位于中喇叭口的左右两侧

且呈对称排列，中喇叭口与后上胶辊的后凹槽的连线保持竖直。

[0010] 使用时，加压组件在力的作用下沿着固定轴转动，从而实现加压组件的下压，从而

使得后下罗拉1的罗拉套和后上胶辊2的胶辊套的无后凹槽处之间紧密按压接触、中下罗拉

3的罗拉套和中上胶辊4的胶辊套的无中凹槽处之间紧密按压接触、前下罗拉5的罗拉套和

前上胶辊6的胶辊套之间紧密按压接触，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与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之间通过

第一齿轮组传动连接，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与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之间通过第二齿轮组传动连

接，前下罗拉的罗拉轴由电机带动转动，前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继而通过第二齿轮组带动

中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且前下罗拉的罗拉轴的转动速度与中下罗拉的罗拉轴之比等于第

二齿轮组的齿数比等于中牵伸罗拉对和前牵伸罗拉对之间的前牵伸区的牵伸倍数，中下罗

拉的罗拉轴转动继而通过第一齿轮组带动后下罗拉的罗拉轴转动，且中下罗拉的罗拉轴的

转动速度与后下罗拉的罗拉轴之比等于第一齿轮组的齿数比等于后牵伸罗拉对和中牵伸

罗拉对之间的后牵伸区的牵伸倍数，前下罗拉的罗拉轴、中下罗拉的罗拉轴、后下罗拉的罗

拉轴的转动继而分别带动后下罗拉的罗拉套、中下罗拉的罗拉套、前下罗拉的罗拉套进行

同步的转动，并带动与之紧密按压接触的后上胶辊的胶辊套、中上胶辊的胶辊套、前上胶辊

的胶辊套进行同步的转动，第一短纤粗纱由左喇叭口14喂入、第二短纤粗纱由右喇叭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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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入、长丝或长丝束由中喇叭口15喂入，第一短纤粗纱由位于后凹槽11左侧的后上胶辊和

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12左侧的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输

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一短纤须条，第一短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下

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一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第二短纤粗纱

由位于后凹槽11右侧的后上胶辊和后下罗拉之间按压喂入，而后经由位于中凹槽12右侧的

中上胶辊和中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受到后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二短纤须条，第二短

纤须条在中下罗拉转动的带动下不断向前输出，而后第二短纤须条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

拉之间按压输出，长丝或长丝束由后上胶辊的后凹槽11和后下罗拉之间悬空喂入，由于后

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后上胶辊的后凹槽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用，

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后张

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后张力与由后罗拉转速直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后张

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粗纱和第二粗纱保持协调一致，长丝或长丝束而后经由中上胶辊的中

凹槽12和中下罗拉之间悬空输出，由于中上胶辊的不断转动，从而使得中上胶辊的中凹槽

与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产生滚动摩擦作用，从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摩擦力界场，从

而对喂入的长丝或长丝束产生主动的中张力控制作用，且该控制中张力与由中罗拉转速直

接决定，从而实现对长丝或长丝束的中张力控制与喂入的第一须条和第二须条保持协调一

致，长丝或长丝束最后经由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输出，在第一须条、第二须条、长

丝或长丝束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压之前，第一须条、第二须条、长丝或长丝束之间

包括两种喂入状态，第一种状态是第一须条、第二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经集束喇叭口汇合

后统一被前上胶辊6和前下罗拉5之间按压，此时第一须条和第二须条汇合后共同受到前牵

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三须条，而由于长丝或长丝束的后部处于悬空状态，从而使得长丝

或长丝束不受到牵伸系统的牵伸作用，此时，第三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在前罗拉转动的不

断带动下输出，输出后的第三须条在加捻捻度的作用下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从而使得第

三须条内的纤维发生内外的转移作用，从而得到具有一定强力的外包纱，第三须条内的纤

维在内外转移的过程中将长丝或长丝束包裹，从而得到外部为短纤维的外包纱、中心为长

丝或长丝束的包芯纱；第二种状态是第一须条、第二须条和长丝或长丝束之间保持一定的

间距后被前上胶辊6和前下罗拉5之间按压，此时第一须条被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按

压，第一须条受到前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四须条，第二须条被前上胶辊6和前下罗拉5

之间按压，第二须条受到前牵伸区的牵伸作用得到第五须条，长丝或长丝束被前上胶辊6和

前下罗拉5之间按压，且长丝或长丝束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位于第一须条

在前上胶辊和前下罗拉之间的按压点和第二须条在前上胶辊6和前下罗拉5之间的按压点

之间，且由于长丝或长丝束的后部处于悬空状态，从而使得长丝或长丝束不受到牵伸系统

的牵伸作用，此时，第四须条、第五须条、长丝或长丝束在前罗拉转动的不断带动下输出，输

出后的第四须条、第五须条首先在自下而上传递过来的第一加捻捻度的作用下发生轴向的

旋转作用，从而分别得到具有一定强力的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且由于加捻捻度的传递效

率自下而上的减弱作用，从而使得第一加捻捻度的作用较弱，而后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在

第二加捻捻度的作用下，一方面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内的纤维继续发生轴向的旋转作用，

从而使得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的强力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不断的将

长丝或长丝束包缠，从而得到外部为短纤维的第一子纱和第二子纱将处于中心的长丝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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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束包缠的包缠纱，且第二加捻捻度的加捻作用大于第一加捻捻度的加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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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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