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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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589980.5

(22)申请日 2020.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723011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4.30

(73)专利权人 浙江理工大学

地址 310018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2

号大街928号

    专利权人 杭州墨攻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张华　边火丁　吴杰　朱家骏　

张与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君度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40

专利代理师 黄前泽

(51)Int.Cl.

B65H 54/547(2006.01)

B65H 54/44(2006.01)

B65H 54/28(2006.01)

B65H 57/06(2006.01)

B65H 57/14(2006.01)

B65H 57/28(2006.01)

B65H 63/00(2006.01)

B65H 51/04(2006.01)

B65H 51/30(2006.01)

审查员 殷希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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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大卷装塔型筒纱及其电

子成型方法和装置；常规的成卷筒纱在退绕过程

中容易因纱线间的摩擦而发生落纱。本发明提出

了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包括纱筒和成卷筒

纱。成卷筒纱由下至上逐层绕置在纱筒上；每一

层成卷筒纱均呈尖端朝上的锥形。本发明的塔状

纱卷中每层纱线均呈锥形，在退绕过程中不会与

同层纱线发生持续摩擦，进而能够大幅度降低落

纱率，进而能够显著提高筒纱退绕速度，提高后

道工序的生产效率。由于本发明纱线在退绕过程

中不会与同层纱线发生持续摩擦，故单个筒纱的

长度和直径尺寸可以显著加长加大，并且筒纱内

部密度均匀，从而能够显著增加纱线卷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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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包括纱筒(1)和成卷筒纱(12)；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成卷

筒纱(12)由下至上逐层卷绕在纱筒(1)上；每一层成卷筒纱(12)均呈尖端朝上的锥形；

该塔型筒纱的成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纱线经超喂轮、导纱器连接到纱筒(1)的底部；

步骤二、进行塔型筒纱的卷绕；

2‑1.塔尖成型阶段；该阶段中，纱线在纱筒的底部卷绕形成锥形状；导纱器的起始动程

XStart为0，终止动程XEnd随当前纱线卷绕层数Lt的变化而变化，如下式(1)所示；

其中，Lt表示当前纱线卷绕层数，θ表示锥形纱卷的轴截面底角，dmax表示纱卷最大直径，

Lmax表示在塔尖成型阶段的满筒卷绕层数；

超喂轮(6)的角速度ωF跟随导纱器位置ht的变化而变化，如式(2)所示；

其中，dF表示超喂轮直径，Td表示单层纱线厚度，ht表示导纱器所在位置，a表示收卷超

喂牵伸比，d0表示纱筒的空筒直径；

2‑2.塔身成型阶段，该阶段中，纱线围绕纱筒堆叠形成塔身状；导纱器起始动程XStart与

终止动程XEnd随塔绕层数变化，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

超喂轮(6)的角速度ωF跟随导纱器位置ht的变化而变化，如式(4)所示；

卷绕完成后，超喂轮(6)、纱筒和导纱器均停止运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成卷筒纱(12)

在纱筒(1)上的绕卷过程分为塔尖成型阶段和塔身成型阶段；具体如下：

a.塔尖成型阶段；先将纱线的端部连接到纱筒的底端；再将纱线按层在纱筒底部卷绕

出锥形纱卷；随着卷绕的持续，锥形纱卷逐渐变大，直到锥形纱卷的底面直径达到预设的纱

卷最大直径dmax；

b.塔身成型阶段，在保持锥形纱卷的锥形面形状不变的情况下，逐层向上卷绕纱线，形

成塔型筒纱；塔型筒纱逐渐变高，直到塔型筒纱的高度达到预设的纱卷最大高度hmax。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其特征在于：成卷筒纱的任意一层

的轴截面底角θ的取值范围均为30°～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纱筒(1)包括

底盘和圆筒；圆筒的底端与底盘顶面的中心位置固定；成卷筒纱(12)呈塔形，下部呈圆柱

形，上部呈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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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成卷筒纱采用

32支包芯纱；单层成卷筒纱的轴截面底角θ＝5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纱线经过张

紧，且在超喂轮上卷绕两圈。

7.一种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用于执行权利要求1所述的成型方法；该成型装置包括

机架(2)、收卷电机(3)、导纱轮(5)、超喂轮(6)、导纱器、导纱杆驱动装置(9)、导纱杆驱动电

机(10)和超喂电机(11)；机架(2)上安装有纱筒放置位，由于固定纱筒(1)；纱筒(1)由收卷

电机驱动；导纱轮(5)、超喂轮(6)均安装在机架上；超喂轮(6)由超喂电机驱动；导纱器由导

纱器驱动装置带动进行上下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机架(2)上安装有张紧夹(4)。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成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导纱器包括导纱杆(7)和导纱

环(8)；导纱环(8)固定在导纱杆(7)的顶端；所述导纱器驱动装置包含步进电机、同步轮和

同步带；上下排布的两个同步轮均支承在机架(2)上，且通过同步带连接；导纱杆的底端与

同步带通过连接板固定；其中一个同步轮由步进电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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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卷装塔型筒纱及其电子成型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筒纱电子成型控制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大卷装量、易退绕的筒纱及其

电子成型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纺织行业中，为了提高纱线强度、减少起毛和断头，一般采用倍捻机对多股纱线

加捻，倍捻工序前需要将多根单股纱线用并纱机进行并纱，并纱机的成型工艺决定了后续

倍捻的效率和质量，随着控制技术的发展，纺织行业对并纱机的卷装量、线速度、成型工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003] 如图1所示，现有的成卷筒纱由于每层均呈圆柱形或近似于圆柱形，故在退绕过程

中易发生摩擦；该摩擦使筒纱退绕过程中容易发生落纱；并且在纱筒直径越大摩擦越明显，

这大大限制了现有成卷筒纱的卷装量。目前大多数并纱机采用槽筒成型，卷装量一般在2千

克以下，退绕速度不超过100M/min，退绕过快容易导致断纱。因此，纺织行业需要一种卷装

量大、线速度快、易于退绕的并纱机成型控制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及其成型方法和装置，以解决筒

纱在退绕过程中容易相互摩擦导致落纱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提出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包括纱筒和成卷筒纱。成卷筒纱由下至上

逐层卷绕在纱筒上；每一层成卷筒纱均呈尖端朝上的锥形。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成卷筒纱在纱筒上的绕卷过程分为塔尖成型阶段和塔身成型阶

段。具体如下：

[0007] a .塔尖成型阶段。先将纱线的端部连接到纱筒的底端；再将纱线按层在纱筒底部

卷绕出锥形筒纱；随着卷绕的持续，锥形筒纱直径逐渐变大，直到锥形筒纱的底面直径达到

预设的筒纱最大直径dmax。

[0008] b.塔身成型阶段，在保持锥形筒纱的锥形面形状不变的情况下，逐层向上卷绕纱

线，形成塔型筒纱。塔型筒纱逐渐变高，直到塔型筒纱的高度达到预设的筒纱最大高度hmax。

[0009] 作为优选，成卷筒纱的任意一层的轴截面底角θ的取值范围均为30°～60°。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纱筒包括底盘和圆筒。圆筒的底端与底盘顶面的中心位置固定。

成卷筒纱呈塔形，下部呈圆柱形，上部呈锥形。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成卷筒纱采用32支包芯纱；单层成卷筒纱的轴截面底角θ＝50°。

[0012] 本发明提出一种塔型筒纱成型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13] 步骤一、将纱线经超喂轮、导纱器连接到纱筒的底部。

[0014] 步骤二、进行塔型筒纱的卷绕。

[0015] 2‑1.塔尖成型阶段。该阶段中，纱线在纱筒的底部卷绕形成锥形状；导纱器的起始

动程XStart为0，终止动程XEnd随当前纱线卷绕层数Lt的变化而变化，如下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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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0017] 其中，Lt表示当前纱线卷绕层数，θ表示锥形筒纱的轴截面底角，dmax表示筒纱最大

直径，Lmax表示在塔尖成型阶段的满筒卷绕层数。

[0018] 超喂轮的角速度ωF跟随导纱器位置ht的变化而变化，如式(2)所示。

[0019]

[0020] 其中，dF表示超喂轮直径，Td表示单层纱线厚度，ht表示导纱器所在位置，a表示收

卷超喂牵伸比，d0表示纱筒的空筒直径。

[0021] 2‑2 .塔身成型阶段，该阶段中，纱线围绕纱筒堆叠形成塔身状。导纱器起始动程

XStart与终止动程XEnd随塔绕层数变化，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

[0022]

[0023] 超喂轮(6)的角速度ωF跟随导纱器位置ht的变化而变化，如式(4)所示。

[0024]

[0025] 卷绕完成后，超喂轮(6)、纱筒和导纱器均停止运行。

[0026] 作为优选，所述的机架上安装有张紧夹，所述的纱线经过张紧，且在超喂轮上卷绕

两圈。

[0027] 本发明一种塔型筒纱成型装置，包括机架、收卷电机、导纱轮、超喂轮、导纱器、导

纱器驱动装置、导纱杆驱动电机和超喂电机。机架上安装有纱筒放置位，由于固定纱筒；纱

筒由收卷电机驱动。导纱轮、超喂轮均安装在机架上。超喂轮由超喂电机驱动。导纱器由导

纱器驱动装置带动进行上下移动。

[0028] 作为优选，所述的导纱器包括导纱杆和导纱环。导纱环固定在导纱杆的顶端。所述

导纱器驱动装置包含步进电机、同步轮和同步带。上下排布的两个同步轮均安装在机架上，

且通过同步带连接；导纱杆的底端与同步带通过连接板固定。其中一个同步轮由步进电机

驱动。

[0029] 本发明所述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30] 1、本发明的塔型筒纱中每层纱线均呈锥形，在退绕过程中不会与同层纱线发生持

续摩擦，进而能够大幅度降低落纱率，进而能够显著提高筒纱退绕速度，提高后道工序的生

产效率。

[0031] 2、由于本发明纱线在退绕过程中不会与同层纱线发生持续摩擦，故单个筒纱的长

度和直径尺寸可以显著加大，并且筒纱密度均匀，从而能够显著增加纱线卷装量；此外，本

发明电子导纱的特点能够使得本发明可以卷绕得更密，使得本发明在同等体积比传统技术

卷装量大1.5‑2倍，能够减少倍捻机换料频率，减少人工成本。

[0032] 3、本发明卷绕速度快，平均线速度可以达到600‑800M/min，倍捻机退绕线速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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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60‑90M/min，一锭并纱机可满足7‑12锭倍捻机生产需求，减少设备投入成本。

[0033] 4、本发明控制系统采用单锭单控系统，导纱方式采用步进电机电子导纱，控制精

度高，电机采用无刷直流电机，电能转换效率高，每锭单独控制，方便操作、换料。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现有筒纱退绕过程中由于纱线摩擦导致落纱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塔型筒纱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塔型筒纱的卷绕过程示意图；

[0037] 图4为本发明中成型装置的第一张立体图；

[0038] 图5为本发明中成型装置的第二张立体图；

[0039] 图6为本发明塔型筒纱的卷绕参数图；

[0040] 图7为本发明其实动程和终止动程变化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2] 实施例1

[0043] 如图2所示，一种大卷装量的塔型筒纱，包括纱筒1和成卷筒纱12。纱筒1包括底盘

和圆筒。圆筒的底端与底盘顶面的中心位置固定。成卷筒纱12整体呈塔形，下部呈圆柱形，

上部呈锥形(圆台形)。成卷筒纱由下至上逐层卷绕在纱筒上；每一层成卷筒纱均呈尖端朝

上的锥形。单层成卷筒纱的轴截面底角θ的取值范围为30°～60°。θ的取值将影响退绕的效

果，其值根据纱线的类型不同而相应调整。

[0044] 如图3所示，成卷筒纱12在纱筒1上的卷绕过程分为塔尖成型阶段和塔身成型阶

段。具体如下：

[0045] a .塔尖成型阶段。先将纱线的端部连接到纱筒的底端；再将纱线按层在纱筒底部

卷绕出锥形筒纱；随着卷绕的持续，锥形筒纱逐渐变大，直到锥形筒纱的底面直径达到预设

的筒纱最大直径dmax，塔尖成型阶段结束。本实施例中，筒纱最大直径dmax取底盘的直径。锥

形筒纱的轴截面底角等于θ。

[0046] b.塔身成型阶段，在保持锥形筒纱的锥形面形状不变的情况下，逐层向上卷绕纱

线，形成塔型筒纱。塔型筒纱逐渐变高，直到塔型筒纱的高度达到预设的筒纱最大高度hmax，

塔身成型阶段结束。本实施例中，筒纱最大高度hmax取圆筒的高度。

[0047] 无论塔尖成型阶段还是塔身成型阶段，同一层纱线均呈锥形排布；这种情况下，在

塔型筒纱进行退纱的过程中，退出的纱线不会与纱线发生摩擦，从而能够极大程度的避免

纱线出现落纱、断纱等情况。

[0048] 作为一个具体的实例，所述的纱线采用32支包芯纱；成卷筒纱12的层数为400层，

筒纱最大直径dmax＝136mm，筒纱最大高度hmax＝300mm，单层成卷筒纱的轴截面底角θ＝50°。

[0049] 实施例2

[0050] 如图4和5所示，一种塔型筒纱成型装置，用于卷绕出如实施例1中所述的塔型筒

纱。该塔型筒纱成型装置，包括纱筒1、机架2、收卷电机3、张紧夹4、导纱轮5、超喂轮6、导纱

杆7、导纱环8、导纱杆驱动装置9、导纱杆驱动电机10、超喂电机11和控制板。收卷电机3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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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刷直流电机。所述机架通过钣金与地面固定。收卷电机3、导纱器驱动装置9均安装于机架

2的内侧；收卷电机3的电机轴竖直朝上且与纱筒1的底端固定。张紧夹4、导纱轮5、超喂轮6

均安装在机架的一块竖直板上，为纱线提供张紧、导向和张力调节。超喂电机安装于机架的

上，且电机轴与超喂轮6固定。导纱杆7安装在纱筒1与超喂轮6之间，且能够由导纱器驱动装

置带动进行上下移动；导纱杆7的顶端安装有导纱环8。导纱杆与导纱环连接组成导纱器。

[0051] 所述导纱器驱动装置包含步进电机、同步轮和同步带。上下排布的两个同步轮均

支承在机架2上，且通过同步带连接；导纱杆的底端与同步带通过连接板固定。其中一个同

步轮由步进电机驱动；从而通过步进电机的转动实现导纱环的升降。所述收卷电机、超喂电

机、步进电机均与控制板通过电机驱动器连接。

[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塔型筒纱成型方法，使用实施例2所述的成型装置；具体步骤如下：

[0054] 步骤一、系统启动前，使用者根据纱线种类，在系统界面输入成型参数；成型参数

包括单层成卷筒纱的轴截面底角θ、塔尖满筒卷绕层数Lmax、筒纱最大高度hmax、收卷超喂牵

伸比a。然后将纱线穿过张紧夹，给纱线一定的张力，不同类型的纱线需要张紧夹调节不同

的紧度；之后纱线经过导纱轮5和超喂轮6，并调节纱线在超喂轮上的包围角；本实施例中，

纱线绕超喂轮两圈，超喂轮速度与纱线速度匹配，调节纱线的张力；经过超喂轮的纱线再穿

过导纱环8后连接到纱筒1的底部。

[0055] 步骤二、系统上电启动，控制板控制卷绕电机、超喂电机、导纱器驱动电机开始工

作，控制板按照如下算法驱动电机工作。算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塔尖成型阶段和塔身成型

阶段。导纱器的起始动程XStart、终止动程XEnd的变化情况如图7所示。

[0056] 2‑1 .塔尖成型阶段。如图6所示该阶段中，纱线在纱筒的底部卷绕形成锥形状；如

图3中①部分所示。该阶段中，收卷电机的角速度恒定，导纱器的起始动程XStart在零点；终止

动程XEnd随当前纱线卷绕层数Lt的变化而变化，如下式(1)所示。

[0057]

[0058] 其中，hd表示单层纱线上移距离，Lt表示当前纱线卷绕层数，θ表示锥形筒纱的轴截

面底角，Td表示单层纱线厚度，dmax表示筒纱最大直径，Lmax表示在塔尖满筒卷绕层数。起始

动程XStart表示在纱线的一层卷绕中导纱器的下极限位置(零点表示纱筒的底部)；终止动程

XEnd表示在纱线的一层卷绕中导纱器的上极限位置；纱线从起始动程XStart卷绕到终止动程

XEnd，再卷绕到起始动程XStart，视为完成一层的卷绕。

[0059] 超喂轮6的角速度ωF跟随导纱器位置ht的变化而变化，由导纱器所在位置的纱线

直径计算得到，具体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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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其中，ωF表示超喂轮角速度，ωC表示纱筒角速度，dF表示超喂轮直径，ht表示导纱

器所在位置，a表示收卷超喂牵伸比，dt表示导纱器所在位置纱线直径，d0表示纱筒的空筒直

径。

[0062] 在当前纱线卷绕层数Lt大于或等于塔尖满筒卷绕层数Lmax时，塔尖成型阶段结束，

如图3中②部分所示。

[0063] 2‑2.塔身成型阶段，该阶段中，纱线围绕纱筒堆叠形成塔身状。如图3中③部分所

示，塔身成型阶段收卷电机角速度恒定，导纱器起始动程XStart与终止动程XEnd随塔绕层数变

化，计算方法如式(3)所示：

[0064]

[0065] 超喂轮6的角速度ωF跟随导纱器位置ht的变化而变化，由导纱器所在位置的纱线

直径计算得到，具体计算方法如式(4)所示。

[0066]

[0067] 当导纱器终止动程XEnd大于或等于筒纱最大高度hmax时，卷绕电机、超喂电机、导纱

器驱动电机停止转动，系统停止运行，塔型成型完成如图3中④部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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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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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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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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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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