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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花式纱线的重要性 

• 产品 
    1.  CCZ系列产品是高新差异产品，满足纺织 

         企业开发产品，创新的需要； 

• 企业     2.  纺织企业竞争转型发展的需要； 

• 市场 
    3.  是现代人追求个性、崇尚自由、讲求舒适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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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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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式段彩复合纱 、段彩纱、竹节纱、AB纱     1.  一机多用 

•独特的导纱喇叭口（省时、省钱） 

•高端两台伺服系统，功能强大 

•配备伺服减速机，减少拖尾、变异现象 

•稳定、高精度旋转编码器 

•德国品牌西门子PLC配套 

    2.  创新配置 

•各种短、长细纱机，棉、混纺、毛纺、半精纺均适     3.  更多适用 



三、竹节纱的类别 

恒久CCZ系列花式纱装置 创新开发应用 

•竹节纱（任意节粗、节长、节距，有规律、无规律均可）     1.  传统型 

2cm 4cm 6cm 5cm 



三、竹节纱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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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彩纱（目前是中罗拉匀速，后罗拉间歇喂入产生段彩）     1.  传统型 

2cm 4cm 6cm 5cm 



三、竹节纱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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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式波浪竹节纱（在一个定长的竹节上可以纺制）     2.  创新型 

节长6cm 节长10cm 节长6cm 

如上图，节长为6cm的竹节，期间有波浪变化出现。 



三、竹节纱的类别 

恒久CCZ系列花式纱装置 创新开发应用 

•渐变式波浪段彩纱（在渐变式波浪竹节纱基础上增加段彩）     2.  创新型 

节长6cm 节长10cm 节长6cm 

如上图，节长为6cm的竹节，期间有波浪变化，并有段彩出现。 



三、竹节纱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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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式节中节竹节纱（是指在波浪竹节上，再加一个竹节）     2.  创新型 

节中节 



三、竹节纱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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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式节中节段彩纱     2.  创新型 

节中节+段彩 
 



三、竹节纱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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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节纱 

•段彩纱 

•渐变式波浪竹节纱 

•渐变式波浪段彩纱 

•波浪式节中节竹节纱 

•波浪式节中节段彩纱 

恒久最新花色纱装置可纺

6种特色花式纱 



三、竹节纱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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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花式纱 

纺制的面料 



四、复合式波浪竹节纱、段彩纱的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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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普通竹节纱节形是否饱满，我们可以通过屏

上的节形参数进行微调。有的竹节形状需要平坦，

有的竹节形状需要陡些，它是根据市场来样纺制，

市场上的竹节纱，一般竹节倍率是固定的，一个竹

节整体粗度是一致的，除掉节形部分。我们可以开

发一个竹节从头部到尾部像抛物线方式变化，即将

较长的竹节纱做成慢慢的过度到某一高点再缓慢的

回到基纱，或者在同一个竹节上有起有伏，对于长

竹节可以满足要求。 

    1.  如何纺制 



四、复合式波浪竹节纱、段彩纱的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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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们在段彩纱纺制时，中罗拉用一台伺服电

机，后罗拉用一台伺服电机单独传动，用中罗拉纺

渐变竹节纱，后罗拉间歇喂入，那么段彩的风格更

加千变万化，它能生成渐变竹节纱，渐变竹节纱上

有段彩即节中节，竹节中部有彩竹节也可以后部有

彩节，因此我们说渐变式段彩竹节纱，它是竹节纱

的综合体，段彩竹节粗度随时变化，只要认真思考

分析，能随心所欲纺出市场需要的特色纱。 

    1.  如何纺制 



四、复合式波浪竹节纱、段彩纱的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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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体双眼导纱喇叭头是无锡恒久电器公司为段彩纱

装置配套设计研制的专用件，它不但优化段彩纱装

置的配套改造，而且安装和使用简便、节省成本，

对纺好段彩纱提高质量有很大帮助。连体双眼导纱

喇叭头的正确安装与否，会影响使用效果，敬请注

意正确安装。 

2.段彩纱双眼导纱

喇叭头使用安装的

注意事项   



四、复合式波浪竹节纱、段彩纱的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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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双眼大孔口朝上，小孔朝下，不能颠倒反向，

否则影响通道对粗纱条的牵引阻力变大。甚至粗纱

条无法通过。 

•（b）连体双眼喇叭头的双耳卡口卡住小铁輥两侧

直径11.5上。 

•（c）在双耳卡住小铁輥芯轴前，将连体双眼喇叭

头中腔对准塑料上销的尾端，再发力推入。使喇叭

头中腔及双耳都卡住塑料上销尾端和小铁輥芯轴，

确保喇叭头的安装高度定位。 

2.段彩纱双眼导纱

喇叭头使用安装的

注意事项   



四、复合式波浪竹节纱、段彩纱的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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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如违反上述安装方法，都是错误的，会出现

各种不良现象，如粗纱条拉断、段彩粗纱条被阻等。

常见的安装不良是塑料上销尾端没有插入喇叭头中

腔内，使得喇叭头安装位置高低无法定位，造成不

是过高就是过低。 

•（e）我们建设粗纱定位稍微小写一些，以便于粗纱

通过。 

2.段彩纱双眼导纱

喇叭头使用安装的

注意事项   



五、伺服系统在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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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Z利用显示屏进行人机对话，把各种纺纱工艺参数写

入PLC编程器。PLC编程器根据编程指令驱动器，再有

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实现了闭环式自动调速。伺服电

机是执行事先确定的一连串要求进行运转。 

•正确用好伺服电机很重要，否则会影响段彩、竹节的品

质和正常生产。如在对驱动器、伺服电机认识不够的情

况下，常会发生参数设置不恰当和接地不良等现象，要

引起重视。 

   1. 重要性 



五、伺服系统在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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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不恰当：一是纺纱工艺参数设置不恰当，二是

驱动器参数设置不恰当。这任何一种参数设置不恰当，

都会造成或引起伺服电机执行偏差，甚至报警。 

•所谓接地，是致PLC、驱动器、伺服电机的金属外壳接

地。在自动系统中，抗干扰很讲究，如果接地不良会影

响抗干扰能力。在伺服电机工作场地，难免有干扰源存

在，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杂信号干扰，影响到伺服电机

的执行能力。电子产品都有抗干扰要求，驱动器、伺服

电机也不例外。 

   2. 正确使用 



五、伺服系统在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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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伺服电机的抗干扰预防措施之一便是接地，必

须切实做到接地。若不接地或接地不良，不但影响抗干

扰能力，还有可能引发触电事故。预防性抗干扰的接地

是必须的，还有其它如间连线产生感应预防措施等。 

•用好驱动器、伺服电机就必须严格按使用说明书规定去

做，其中包括它们的连接、设定及调整等。 

•所以，在使用前，要对驱动器、伺服电机有个认识，这

对用好CCZ系列花式纱装置也有很好的帮助。 

   2. 正确使用 



五、伺服系统在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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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电机是目前电动驱动中技术领先的高端产品。CCZ

系列花式纱装置应用了该技术，在技术上确定了该装置

的先进性、可靠性和稳定性，也成为传统纺竹节纱装置

的更新换代产品。 

•必须知道：驱动器与伺服电机只能是一对一的配套使用，

如果更换驱动器或伺服电机，应是相同型号，必须使用

指定的组合。 

•必须注意：切勿在主电源侧用电磁接触器进行电动机的

运转和停止；不要频繁地开关驱动器主电源。 

   3. 必须注意 



五、伺服系统在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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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采用220V照明电源作为驱动器主电源。如果采

用380V三相电中的A、B、C相中一相与地线作为220V主电

源，会造成380V三相电源不平衡，而且极不安全。 

•参数设置：不同生产厂家的驱动器，其参数设置方法不同，

要参照说明书提示进行。在设置前要了解参数清单内容，不

能盲目修改。一般需重新设置的参数不多，而且都在基本设

定项中。其它均可用标准出厂设定值。 

   4. 建议 



五、伺服系统在CCZ系列花式纱装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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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对防止标准出厂设定值有误而影响正常使用，建

议先一键恢复全部标准出厂值、后逐一修改需要的参数值即

可。如“旋转方向”、“控制模式”、“实时自动调整”、

“实时自动调整机器刚性”、“电机每旋转1次的指令脉冲

数”等。在基本设定项中都能找到，可以根据实际重新设置，

不然会造成设置不恰当等后果。 

•对驱动器、伺服电机有了认识，那么对CCZ系列花式纱装置

也就有了认识。用好驱动器、伺服电机是用好该装置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掌握和使用纺纱工艺参数设置便得心应手，提

高了工作效率，纺好花式纱线，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 

   4. 建议 



六、段彩纱拖尾的产生与预防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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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段彩纱拖尾的原因较为复杂，开始都没有引起重视，现愈来愈注重段彩纱品质，

从而进行攻关。段彩纱拖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产生。 

• ①机械传动问题 

• 在PLC程序控制软件上存在缺陷，没能及时可靠控制后罗拉的启动与停止。虽然

“停止”信号发出，但有微弱的剩余脉冲信号余波存在，使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仍以

极微弱的驱动传动后罗拉，从而产生“拖尾”。另一方面，虽然PLC对微弱剩余脉

冲信号余波滤波良好，但由于驱动器刚性扭矩参数设置不合理，也会产生“拖尾”。

为避免伺服电机在启动与停止瞬间产生振动，一般都采用低值。刚性设定值变高，

则速度应答性变高，伺服刚性也提高，但变得容易产生电机振动。所以，在确认动

作的同时，将低值变更为高值。还有，驱动器惯性比参数设定是否正确时，也会影

响后罗拉转动惯量。该参数需要根据实际负载惯量，进行实时调整该参数值。上述

问题恒久电器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能有效降低和克服拖尾。 

 1. 段彩纱

拖尾的产生

原因 



六、段彩纱拖尾的产生与预防及解决措施 

恒久CCZ系列花式纱装置 创新开发应用 

•②原棉与工艺设计问题 

•原棉及工艺设计属于同一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控制浮游纤维问题。 

•如果纤维长度整齐度差，过于分散，后区工艺又难以有效控制，从而产生拖

尾。“拖尾”有两种现象，一是不该有段彩的纱段上出现段彩。另一种是段

彩纱段部分有拖尾。前者100%是失控的浮游纤维产生。后者较复杂，机械传

动问题和浮游纤维都有可能产生。 

•我们认为，要杜绝“拖尾现象发生”，必须从两方面着手才能解决。首先，

恒久电器在软件上预防，另一方面棉纺厂在工艺上必须满足段彩纱加工的特

殊需要。 

 1. 段彩纱

拖尾的产生

原因 



六、段彩纱拖尾的产生与预防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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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图所示（方案一） 

 

 

 

 

 

 

 

 

 

 2. 特殊要求，

后区牵伸的

改造 



六、段彩纱拖尾的产生与预防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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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案（方案一）对浮游纤维控制十分有利。但改造麻烦，成本高。由于原后

罗拉表面呈斜纹滚花，存在一定轴向推力，如果不更换网纹滚花罗拉，下皮圈在

运转过程中，极易产生跑偏。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必须换成与中罗拉一样

的网纹罗拉，才能克服下皮圈跑偏。 

•上销结合件可以采用原前区牵伸的上销结合件，用来替代后皮辊即可，改造十分

简单方便。 

•下销结合件可以采用原前区牵伸的下销，但下皮圈长度须定制。由于各机型的后

罗拉直径不同，各厂家应根据细纱机型号自行定制改造，也可让恒久公司定做。 

•保留原后罗拉滑座不变的同时，加装下销座。否则，无法固定下销。为配合解决

拖尾，后区下销座以及后区专用喇叭头，恒久电器可以提供配套供货。使用恒久

后区专用喇叭头，可以替代应加装的反口喇叭头及扁铁条。 

 2. 特殊要求，

后区牵伸的

改造 



六、段彩纱拖尾的产生与预防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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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如图所示（方案二） 

 

 

 

 

 

 

 

 

 

 2. 特殊要求，

后区牵伸的

改造 



六、段彩纱拖尾的产生与预防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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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如同方案一，大同小异，但略有改进。所不同的是他不用下皮圈的同时，

原后罗拉仍可使用，不必更换网纹滚花罗拉。其他均相同，但要求下销工作面保

持光滑。 

•③方案三，就是尽可能减小后区罗拉隔距，这对减少拖尾有帮助，但不能杜绝拖

尾。 

•以上三种方案供棉纺厂选用参考。我们建议采用方案二较为经济合理，只有这样

才能杜绝段彩纱拖尾问题。 

•经过后区牵伸改造后，不但能解决段彩纱拖尾，就是改纺普通平纱（无竹节、无

段彩）时，双区双皮圈牵伸总比单区双皮圈牵伸好，对条干质量的提高亦有利。 

 2. 特殊要求，

后区牵伸的

改造 



七、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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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彩纱的纺制，是市场的需要，是生活品质提高的要求。纺好段

彩纱，第一要大胆创新，扩散思维谋出路；第二，要跟有品牌、

有经验的制造商合作；第三，加强培训管理。 

我们在纺好段彩纱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无锡恒久电器目前为全

国近两千个厂家提供了纺纱服务，纺出的产品出口到韩国、日本、

美国等市场；同时该装置也出口达东南亚等国，深受客户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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