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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艺

品质输出

灵活性

plus

Eco PulsarS自动络筒机: 绿色-节能
优势
本系列设备以其优化的生产率，高质
量筒纱以及极高的灵活性，并伴随可
持续的绿色-节能优势，全面响应了
市场对于节能和室内空气质量方面的
要求。

机器型号：

ECO PULSARS M
纱库型（手动落纱）
ECO PULSARS L
纱库型（自动落纱）
经济效益:

• 感谢全新的按需吸风系统，能源节约最高达30%。
• 新的受控切纱系统为避免重复循环。
• 新的张力控制系统: 栅式张力控制系统/园盘式
张力控制系统。适用于各种不同纤维和混纺纤
维。
• 创新的回丝收集系统 。
• 用户界面更加友好：设备控制和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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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全面地设计和全新
特征使得设备的每
一个部件都可以毫
无限制的在最优
的水平上运行。络
筒单锭和管纱供给
系统各自独立确定
吸风水平。吸风在
需要时运行从而没
有能耗损失。全新
的系统方案使得整
体停机时间大大缩
短。

EcoPulsarS plus

按需吸风系统
节能可达30%

吸风扇关闭

筒纱吸嘴
吸风扇开关
吸风箱
管纱吸嘴

气力通道

与传统设计相比，单锭
独自吸风方案代表了一
项真正的突破。单锭吸
风独立启动和管理，仅
在单锭和管纱喂入有需
要时运行。单锭可自行
根据生产工序要求，循
环方式和状态优化吸风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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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筒单锭之间互不影
响，自行优化自身的吸
风水平，和传统设备一
直在工作的集中吸风方
式不同，无须平衡整体
吸风水平。
从而可以更高效，络筒
过程更加平顺，筒纱和
纱线质量得到全面提
升。最终可以省到30%电
力消耗。理论上说，机
器锭数没有上限。

每个单锭配备吸风扇用以收集
回丝和灰尘到专用回收箱。
回收箱中的回丝和灰尘定期通
过集中通道集中回收以降低
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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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丝收集系统

受控切纱系统

3

1

每个单锭配备吸风扇用
以收集回丝和灰尘到专
用回收箱。回收箱中的
回丝和灰尘定期通过集
中通道集中回收以降低
能耗。在不影响络筒工
作的情况下，集中回收
的回丝和灰尘进入一个
旋转式的分离系统将回
丝和灰尘分离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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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集系统具有绿色
环保益处，排出的空气
得到净化并降温后直接
进入络筒车间。另外，
这种单锭吸风系统不受
络筒其他工作单元的影
响。
单锭专用的吸风装置也
是独立于寻找筒纱头的
吸风装置 。

4

络筒车间空调
按需吸风系统有效降低
了排出空气的体积和温
度。空气通过过滤后直
接排出到络筒车间，无
须地上或者地下的空调
排风。和传统的工作系
统比较，ECO PULSARS
可明显降低空调设备的
容量和占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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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络筒单元
2. 废纱收集
3. S.B.B. (返回吹吸风装置)废
收集
4. 机器的废纱/尘垢
5. S.B.B. (返回吹吸风装置)的
尘垢
6 清新的空气

电子清纱器的介入代表
了一个全面纱线质量控
制点。在很高的络筒速
度下或者加工弹力纱的
情况下，纱线切断后，
纱尾常常会回弹并粘连
在络筒单锭夹头部位或
者筒纱端面，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纱尾难于被
吸到，导致打结循环不
确定和效率低下。受控
切纱系统由一把智能切
刀和络筒同步工作，独
立于电子清纱器之外。

因此，切纱动作只有在
纱线位置位于槽筒动程
中间位置才执行切纱，
纱尾在切纱后和后续的
捻接循环中很容易以最
小的吸风量被吸到，从
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可能
对筒纱质量有损害的重
复循环。

电清执行切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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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纱执行独立于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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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张力控制系统选项
根据纤维材料和纱线支数两个方面选择最合适的张力系统。

纱线张力控制由一个可
变的调整优化系统控
制，该系统与张力传感
器协同工作。精密步进
电机调整优化，以保持
设定的张力。该系统确
保在所有条件下纱线的
完全控制，即使在竹节
纱或芯/弹性体纱的情况
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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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式张力张力控制
这种新的原理灵敏度提
高了张力调整和反应时
间。
固定和移动陶瓷栅式夹
的组合稳定纱线，允许
更高的卷绕速度。为了
保持纱线的整体质量，
减少了摩擦点并使之协
调。

圆盘式张力控制
根据张力传感输出信号
给张力盘的电磁系统通
过电磁系统加压给张力
盘控制张力 。

电子清纱逻辑
上蜡

电子清纱逻辑
所有老一代的电清都可
以整合到Eco PulsarS的
生产程序中。每个单锭
成为技术实验室以保障
无疵纱的生产。除掉监
测主要单次发生和重复
发生的疵点（包括捻接
头疵点）之外，系统也
预设监测筒纱中的错支
纱功能。

一旦系统的错支纱功能
启动，单锭将自动切除
筒纱中错支的部分。
电子清纱器的电脑已完
全整合到设备电脑中。

上蜡 (可选)
Eco PulsarS得益于张力
系统专用步进电机可以
使上蜡的一致性更高，
上蜡装置的转向和速度
均可由用户自行优化。
上蜡装置位置有两种可
选：
-在电子清纱器上部
-在电子清纱器下部

互换双模式上蜡系统，:
适用于羊毛和优质材料
(可选)
针对特定的纱线支数和
材料，提供一种互换双
模式上蜡装置，使上蜡
均匀度一致，以满足针
织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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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灵活的打结循环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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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吸风系统可根据捻
接循环的需要智能调节
吸风水平和时间。捻接
循环时间根据加工纱线
品种不同，可以进行相
应调节。
捻接循环的智能化也得
益于各循环部件的独立
运转。
• 更高的生产率
• 筒纱质量的一致性
• 避免不必要的循环而
节省耗电和压缩空气
消耗
• 部件磨损最小化
• 回丝最少化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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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嘴传感器 (可选)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循
环时的纱线浪费，位于
吸入管内的传感器检测
纱线的存在，并停止槽
筒的反向运动。
吸入纱线根据传感器控
制槽筒的反向运动自动
调节控制最短和最长纱
线长度，该系统可以
节省能源和缩短循环时
间，

筒纱吸嘴的独立运动
捻接器的独立运动
管纱吸嘴的独立运动
纱线张力盘的独立运动
吸风扇

计算机辅助张力
络筒张力由张力传感器
不间断监控并通过车头
电脑和张力器互动，根
据需要来调节纱线上的
负荷。纱线张力传感器
靠近槽筒，在线实时监
测络筒张力。张力传感
器没有任何移动部件，
同时起到防止槽筒缠纱
的作用。

智能张力调整（标配）
在加工弹力纱时，纱线
张力必须随时调整以保
证筒纱的成型。

1.
2.
3.
4.
5.

槽筒
动程
张力传感器TENSOR
上蜡装置
纱线张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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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更加友好
设备控制和诊断

设备监控
设备主控面板上预设有
辅助的图标式诊断监
控。

单锭监控
在需要挡车人员注意的
地方都装有一个蓝色LED
报警灯，这比字母数字
组合式的诊断显示更易
于引起注意和辨别。

电脑监控
15英寸工业触屏电脑并
配有无线网络连接以便
远程控制和数据审阅。
络筒和电子清纱设置和
监控集成显示。    

1
2

3

1 上蜡组件
2 捻接器组件
3 张力控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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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艺
进一步抓住了全世
界IT应用和新技术
信息中心及人造纤
维的应用。

EcoPulsarS plus

EcoPulsarS Multicone
数码纱线排列技术

为了优化生产效率，各
种不同后道生产工序对
筒子成形的适应性要求
不同。
染色，经纱，纬纱，针
织和并捻线用筒纱在筒
子成形的几何形状，边
角形状和密度方面有不
同的
适应性要求。
萨维奥Multicone数码纱
线排列技术（无槽筒）
提供了灵活性和满足这
种要求的便捷性，提供
了可满足各种成形要求
的络筒技术。

直线往复纱线排列系统
导纱装置运动比其他钟
摆系统更贴近筒纱并与
卷绕点保持固定间距保
障了筒纱成形过程中对
纱线的精确控制，尤其
是在筒纱边缘区域，
由于往复动程转换影
响，纱线运动模式非常
关键，基于上述两点，
纱线得到精确控制。因
此，萨维奥导纱系统可
以轻松预防在其他钟摆
系统上频繁发生
的掉纱和成形不良问
题。

张力控制
计算机辅助张力控制
(C.A.T))和智能张力递减
系统直接和Multicone
数字系统互动以便保证
整个生产过程张力恒定
（适用于任何纱支和原
料，包括单/双包芯纱，
赛络纺等）。

密度
在加工超细棉纱和超细
毛纱染色筒纱的情况
下，设备可以选配计算
机密度辅助系统(C.A.D)
。

比其他钟摆系统更贴近筒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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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ulsarS Multicone
卷绕模式和筒纱成形

精确步进卷绕
在不同筒纱直径范围内
通过卷绕角度的连续变
化，控制筒纱中相邻纱
层之间的距离，从而保
证了密度的一致性和避
免了可能的重叠现象。
有精确卷绕模式可供选
择，我们建议在加工小
直径筒纱时采用这个模
式，以保证成形的一致
性。

16

导纱动程
任意动程模式允许生产
任何几何形状的筒纱
（锥状-圆柱-圆边-菠萝
形）以及左右对称和不
对称的筒纱。
筒纱边缘
不同的动程长度保证了
松式筒纱的边缘值，直
线或曲线动程比降低，
保证了不同筒纱边缘形
状（锥形或圆形）。

升级捻接解决方案
空捻和雾捻® 气压独立控制系统，分别用于纱线的退捻和捻接，可以设定适当的空气压力值，以适应不同的
纤维或混纺，更便于调节，以获得最佳的捻接效果

控制络筒过程
简化的电脑界面可以轻
松设定工艺参数，并且
任何车间操作人员可以
选择已设定工艺参数，
电脑的灵活性大大减少
了设定时间。导纱钩电
子控制允许设定卷绕角
度，卷绕动程，纱线在
筒管上的位置和纱线密
度。以上革新改进了筒
纱的设计和成形，使后
道工序的应用得到优
化，可使用户获得最佳
的生产效果。

在一个高阶设定界面，
用户可以与电脑屏可视
界面互动，通过设定卷
绕动程变化而画出最后
筒纱的成形图。因此，
用户可以根据后道工序
的要求来定制筒纱。

气捻
在电脑终端统一设定
• 修改参数快捷简单
• 每一个单锭的捻接相
同

主要应用范围：
• 100%棉和混纺
• 紧密纺棉纱
• 花式纱线
• 包芯纱
• 人工合成纱线
• 100%毛和混纺
• 丝

水雾捻接器（可选）
水雾捻接器®是使用非常
少量的水的一种创新的
空气捻接器（喷雾）。
它有一个水阀与雾量设
置，以湿润纱线接头。
适用于各种短、长纤维
纱线的生产。此水雾捻
接器的性能在高支纱线
和天丝上有着卓越的展
示。

设置是完全集中在PC的
显示屏上：
• 快速和简单的更换
• 捻接器在每个不同的
单锭上都有着始终如
一的性能
主要应用范围：
• 短纤和长纤纱线
• 天丝
• 弹力包芯纱（单芯，
双芯）
• 细支的棉纱
• 粗支和竹节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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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结器的更多选择

EcoPulsarS plus

包芯纱

对每个单锭上捻结器的单独调整，气压和水的设定。
机械搓捻器（选项）
此机械搓捻器的捻接效果居于其他捻结器之首。捻接
强度能够保持在原纱强力的95%以上以及保持同原纱
一致的外观。此捻结器在紧密纺纱线的结头上也有着
很高的接头强度和完美外观，不会在织物上留下任何
不完美的瑕疵，在做氨纶包芯纱时能够在结头内保留
弹性氨纶丝。
主要应用范围：
• 棉纱
• 棉效果纱
• 紧密纺纱
• 弹力纱
• 棉混纺纱
热捻器（选项）
在空气捻接的技术下结合使用了高温，有着高度的一
致性，保证纱线接头有着完美的外观。适用于结构高
难度的纱线，不同的混纺材料和高捻度纱。
主要应用范围：
• 精纺粗支毛纱
• 混纺纱
• 高捻纱
• 全毛和混纺纱

水捻器（选项）
在注入水的过程中，在空腔内进行捻接操作（多级）
。捻结器的其他部件位于“防水腔”外部，避免水雾
对部件的损害。
主要应用范围：
• 粗支棉纱（平纱和花式纱线）
• 紧密纺棉纱
• 丝光/烧毛纱
• 弹力纱
• 股线
• 气流纺纱
• 人造纤维
• 亚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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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包芯纱的需求量不
断扩大，并因其时尚性
和灵活性，在弹力服装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种情况下，牛仔裤
和紧身裤，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尤其是女装。
随着这种弹力牛仔布
的流行，许多纱线和织
物制造商都在提供双芯
纱，以提高其恢复力和
强度，同时在皮肤上保
持棉的质感和舒适性。
双芯纱是由三部分组
成：芯丝的主要®聚酯
复丝为莱卡，莱卡®T400®和短纤维棉为主。
与传统的包芯纱技术相
比，这种特殊纱线具有
更高的回复率和强度。

萨维奥自动络筒机能够
轻松地处理特殊的和具
有挑战性的纱线；现在
最苛刻的产品是双核芯
纱。萨维奥卷绕单元配
备的捻接和张力控制装
置能够保证完美的纱线
结头和完美的包装形
状。弹力织物生产商面
临的一个常见问题是纱
线在生产过程中的断
裂。除了萨维奥机械搓
捻器的著名的性能，针
对单根芯的包芯纱和棉
纱，萨维奥提供了一个
新的捻接技术，6901空
气喷雾捻结器，它结合
了空气和水，这是针对
任何一种纱线的最灵活
的解决方案。对于弹力
包芯纱--单根和多股纱
线，6901捻结器能发挥
出最佳的性能。

包芯纱的制作是由主要的纤维
材料围绕以弹力丝为核心进行
缠绕，弹力丝通常使用莱卡制
做。不同的基本纤维（短纤或
长纤维）一般使用：纯棉、粘
胶、赛络纺、羊毛、混纺。

双芯纱是由三部分组成：芯丝
3
的主要®聚酯复丝为莱卡，莱
卡®T-400®和短纤维棉为主。
与传统的包芯纱技术相比，这
种特殊纱线具有更高的回收率
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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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输出
SAVIO 的卷绕单
元配备了以确保完
美的筒纱密度测量
和完美的筒纱成形
控制装置。 这些独
特的装置为生产的
筒纱没有重叠带状
纱和确保无断纱坏
纱、非常高速的退
绕无脱圈提供了可
靠性，尤其是为织
造&整经部门获得
更高效率的生产结
果做出了贡献。

EcoPulsarS plus

高品质筒纱

筒纱成型

筒纱质量控制

电子调制防叠系统

通过对纱线的直接控制来检查包装质量，因为在开始
绕线前，不合格的管纱要经过控制剔除。这样，不合
格的纱线就不会进入筒纱中。此外，可以在机器电脑
上设置筒纱最大剪接接头数量来控制筒纱接头数量。
还可以根据要求提供落纱车带有bio数据的跟踪(可
选)。

智能启动式只在筒纱重叠区域工作。在智能启动系统
中，所有筒纱与槽筒直径比的重叠区都被电脑记录下
来，在可能的重叠区域内槽筒会按照预定曲线进行加
速及减速，以此避免重叠。当捻结循环完成后槽筒进
入加速度时，该功能同样也是由系统控制。
C.A.P-计算机智能卷绕系统（选用件）
没有重叠，不改变槽筒速度就能生产出完美的筒纱，
电脑检测相邻二层纱之间的距离，通过筒子架角度的
微小改变，而改变传动点，从而改变槽筒与筒纱的传
动比，防止重叠。
C.A.D-计算机辅助密度控制（选用件）
• 控制筒纱作用在槽筒上的负荷
• 定长系统可以检测出筒纱重量的增加，从而触发“
电子/气动”控制。
• 用户可设定筒纱负荷曲线。
• 相关的参数存储在电脑中。该系统专门为紧密纺松
式筒子进行了优化（密度0.32/0.35g/cm3）。
C.A.M-计算机辅助定长（选用件）
• 由激光检测，筒纱及槽筒速度检测组合而成的，并
由电脑控制协调完成。
• 此系统可使定长精度达到±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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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在灵活性方面，手
工插纱的络筒机可
以很容易的加工不
同支数的纱线。使
生产计划的安排非
常灵活。因为环锭
细纱机的纱线分配
没有严格的指定。
此外，络筒机的圆
形纱库可以灵活的
根据生产的特殊需
求去纺纱。

EcoPulsarS plus

M/L机型：圆形纱库喂入管纱
手工喂入管纱的络筒机，可以手工落筒纱（M机型）
，也可用落筒小车自动落筒纱（L机型），具有以下
显著特点：
• 筒纱握持架自动打开触控落纱系统
• 电子防重叠系统适用于加工不同锥度的筒纱
• 捻结器适用于各种生产的需要
• 可选用6孔或9孔的圆形纱库
落纱小车
• 落纱过程由单锭自动打开大夹臂释放筒纱而启动。
• 落纱小车重新装载单锭和卸载筒纱到传送带上完成
落纱。
• 万用夹头可在不换部件的情况下处理不同锥度的空
管。
• 为了满足不同终端客户要求，筒纱纱尾长度可由设
备电脑调整。
• 为提高落纱效率，落纱小车运行速度可达60米/分
钟。
• 激光技术确保落纱小车在单锭锭位的精确定位。
集中空管库（选配）
本设备可配备集中空管库以提高自动化水平，筒管库
可装载各种空管，降低挡车工的巡回和挡车时间。空
管自动输送到落纱小车。
筒纱握持架自动打开触控落纱系统
减少车间操作人员的重复工作被重点关注，操作人员
可以轻松触摸筒纱握持架按钮使其打开并完成落纱工
作。
灵活性筒纱输送(可选)
筒纱落纱“备用位置”一个单锭可以放置两个筒纱，
以优化单锭效率，同时单锭将继续生产。由于每一个
单锭卷绕位置的备用放置筒纱区域都是独立的，所以
可以将定制的筒纱重新分组后送到筒纱输送带上。备
用放置筒纱管理模式采用PC软件管理，灵活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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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机型：筒纱喂入
R机型可倒各种锥度的筒纱，为其在后道工序的使用提供理想形状.
R机型可倒各种锥度的筒纱，为其在后道工序的使
用提供理想形状，ECO PULSARS MR/LR的主要使
用领域是需要重新倒制筒纱的染色工序，其筒纱
的外形和结构已被改变。筒纱也可以是来自气流
纺或剩余的小筒脚。机器可以自动更换喂入的筒
纱，可以使用带自动落筒小车的机型（LR）或不
带自动落筒小车的机型（MR），一种简化版本的
机型也可以只用一个单独的固定式的插纱杆。
技术参数：
技术范围：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和混纱纺，Ne2-Ne147，Nm3.5--Nm250
喂入筒纱：圆柱形筒纱和圆锥形筒纱，最大
250mm时，卷绕动程≤152mm / 最大220mm
时，卷绕动程=200mm。

自动更换喂入筒纱装置
ECO PULSARS MR/LR 自动更换喂入的筒纱
操作人员有限的装载筒纱动作符合人体工程学
特殊功能
通过电脑对下列功能进行程序化控制，把一个喂
入筒纱绕制成一个新筒纱
• 去除“疵”纱
• 手工去除“疵”纱
• 自动去除“疵”纱
把两个喂入筒纱绕制成一个新筒纱。
• 不去除“疵”纱
• 自动去除“疵”纱
• 换筒接头后不移除“疵”纱
• 换筒接头后自动移除“疵”纱

A
自动移除“疵”纱：

24

B

C

D

A 更换喂入的筒纱
B 捻结器接头
C 纱被切断，槽筒按设定的时
间反转，大吸嘴从筒纱表面
吸走“疵”纱

E

F

D 切纱
E 捻结器接头
F 落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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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的智能化工业解决方案—萨维奥卷绕4.0

卷绕控制监控的三种不
同级别

工业4.0是当前制造技
术中自动化和数据交换
的趋势。它包括网络物
理系统、物联网和云计
算。在物联网中，系统
彼此实时地进行通信和
合作。某些方面，“物
联网”和“工业4.0”在
萨维奥的纺织机械工程
网络中并不是新事物。
用于维护和工艺优化的
电子和远程服务已经应
用了许多年。连通性、
数据管理、远程机器
设置和操作的实时交互
性：这是纺织厂的智能
解决方案的智慧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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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单元：SAVIO 电
脑界面。连通性和数
据下载

2.
事务单元：络筒机浏
览器。 数据管理、机
器远程设定和监控

3.
执行单元：络筒机浏
览器+SAVIO 智能手
环操作者实时的交互
性

如今萨维奥的产品开发
的重点是“智能”的组
件，必须保持数据在
线。络筒机已不再是由
机械和电气部件组成，
现在已成为复杂的系
统，它结合了硬件、传
感器、数据存储、微处
理器、软件和连接。这
些智能设备可以提高纺
纱厂的效率，进行预测
性维护，避免故障和减
少停机时间。萨维奥络
筒机4.0是数字化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在
细纱/络筒设备之间的智
能网络解决方案。

该数据管理系统是一个
非常现代的重要管理工
具，以减少工厂管理人
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耗
时。工厂管理人员可以
直接从他的办公桌上对
络筒车间进行实时的监
控。由于数据分析系统
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允
许以最好的方式管理不
同的生产阶段，利用移
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
监控所有重要参数。所
有这些特点使萨维奥的
客户能够控制设备整体
效能，提高工作效率，
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质量
和有效工作时间。

服务可以一直延伸到移
动端。萨维奥络筒机4.0
也意味着机器操作员，
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流
畅地保持和服务专家之
间的沟通。

P.T.S. –筒纱质量跟踪系统(可选)
络筒机外部的包装处理自动化可能需要识别和监
控包装纱线的质量。
为了增强可追溯性和库存管理，我们可以提供一
个包标识的解决方案。RFID标签应用于包装锥
内，用于唯一地标识产品和跟踪过程和操作。外
部自动化系统提供了一个阅读器，可以选择识别
和分组筒纱、单锭上的或其上面放置的筒纱。
本系统主要研究产品在装配线上的可追溯性和可
视性，仓库物流管理，库存和可靠的项目级标
识。

一个专门的络筒机车间数据收集器接收来自络筒
机器的所有可用信息。
系统为每个筒纱生成一个惟一的ID。ID与筒纱的
bio数据相关联，稍后可以检索这些数据进行内
部跟踪。bio数据可以存储在基于云的应用程序
中，并在任何地方检索。
机器计算机可以提供包装生物数据，如:
• 产品代码
• 原产地标识(机器序列号、锭号)
• 生产日期/时间，班次信息
• 批次名称、卷绕速度、纱线支数
• 长度和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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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要
手动给络筒机喂纱，纺织厂可以使
用不同型号的管纱和不同支数的纤
维。络筒机可以很容易处理不同的
纱线和支数，制定灵活的生产计
划。

电子清纱器，乌斯特 洛菲 全程连续纱线检测及接头检
测。其他品牌，根据配置要求。







纱疵剪刀：独立剪刀，位于纱线张力器位置。







纱尾吸附：单锭独立吸风单元







空气捻接系统 空气捻接器







水捻，雾捻，搓捻，热捻，打结器（选用件）







纱线张力器：偏转式，独立双排滑动







预清纱器，：宽度可调







张力-C.A.T电脑辅助控制张力







吸嘴传感器







上蜡装置，（选择）旋转式







互换双模式上蜡系统







蜡块用完检测（选择）







C.A.M电脑辅助控制定长







C.A.P 电脑辅助控制防叠







平衡配重：标准的气动式或自动调节式







C.A.D 电脑辅助控制筒纱密度







诊断：由安装在每个单锭功能区的彩色LED显示







除尘：由独立吸风单元的一个安装在管纱旁边的吸嘴吸附
灰尘，进入纱路中的主吸风管道。







筒纱输送带：向车头







机器照明







吹吸风装置：可控频率，在车头处卸载灰尘.







回丝和灰尘收集系统：通过面向车头的一个灰尘收集器完
成。







集中的压力调节：筒纱架的平衡压力，捻结器的空气压
力。







集中电子调节：机器数据，生产参数，空气捻结器工作参
数，张力器张力，VSS,电子成型







设置，收集和显示生产数据：锭子单元，管纱装载系统，
落筒小
车，显示外围数据的报警。







基本管理包 电脑界面：连接和下载数据







商务管理包络筒浏览器：连接管理数据，远程设定和监
视机器







经理管理包 Savio 络筒4.0：连接管理数据，远程设定和
监视机器，实时互动操作。







P.T.S. –筒纱质量跟踪系统

-





设备控制面板







回丝和灰尘排出：无须停机，由位于车头一端的旋转过滤
装置自动分离回丝和灰尘到不同的回收箱。







络筒小车：自动落筒纱，给单锭喂入新筒管

-





双落筒小车

-





筒管喂入：在每个单锭上配置一个放空管的架子。







车身

M型
特点

喂入格式

L型

R型

手动装纱和手动落纱

手动装纱和自动落纱

卷绕的锥度筒纱喂入。

管纱尺寸:管纱长度从180
到350mm，管纱直径32到
57mm。

管纱尺寸:管纱长度从180到350
mm，管纱直径32到72 mm,根
据要求，管纱长度305mm.管
纱最大直径72mm

喂入的筒纱：平行或锥度的
筒纱，最大250mm,交叉卷绕
≤152mm / 最大 220mm, 交
叉卷绕= 200mm.

天然纤维，人造纤维和混纺短纤维纱线

原料

号数范围：4tex-286tex.英支范围：ne2-ne147.公支范围Nm3.5-Nm250.

支数范围
车头

从工作面来看，左右手之分。

机身

分节的机身，每节6锭、8锭、10锭
筒纱卷绕：交叉式卷绕动程 110mm,152mm(3/2 EVO drum) 157mm(2EVO drum).
锥度0°÷5°57最大卷绕直径320mm.

卷绕
卷绕速度-槽筒

车速设置400-2200m/min.无级调速

卷绕速度-Multicone

锭速设置400-1600m/min.无级调速
9孔

纱库



标准的

数据管理系统

最少12锭，最多100锭。

机器锭子数量、



可选则的

9孔

电脑

车头

-

M型

L型

R型

槽筒







单锭独自吸风方案







电子式防重叠系统







筒纱锥度增加0度到5度，机械式，只有具有C. A.P时才
可用电子式

集中的筒管库













集中的双筒管库







轴向位移，独立马达







灵活性筒纱输送

-





单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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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筒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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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尺寸和安装图

机器的尺寸和安装图

EcoPulsarS M

EcoPulsarS L

236

755

2885 (SBB) / 2860 (E)

(2)

1065 (A)
1240 (B)

1135

2684
(2)

(2)
(1)

(1)

2660 (8T)

3300 (10T)

1250

620
1755 (A)
1930 (B)

820

B2

2684

1135

625

B1

500

(1)

(1)

625

500

35

1250

(A) 向车尾直对方向排管
(B) 向设备背面方向排管
SBB = Savio Belt Blower
E = Electrojet

(1)

(1)

3300 (10T)
L

570

(A) 向车尾直对方向排管
(B) 向设备背面方向排管
SBB = Savio Belt Blower
E = Electrojet

2660 (8T)

22302165 (SBB) / 2115 (E)

L

2165 (SBB) / 2115 (E)

1065 (A)
1240 (B)

1135

720

1495 (A)
1670 (B)

(1)

625

720

1145

(2)

(2)

Max 800

Max 1300

820

(1)

B2

Max 800

Max 1300
Max 340

520 ÷ 280
(2)

Max 800 (D)

570
B1

1135

(1)

Max 800 (D)

Max 285

Max 800 (D)

(2)

L

Max 285

Max 340

520 ÷ 280

(1)

Max 800

Max 1300

B1

1240

236

Max 800

35

(1)

Max 800 (D)

1250

Max 1300

1135

(1)

570

625

(2)

175

570

2595 (SBB) / 2570 (E)

175

B1

B1
16510
19810
23110
24490
26410
27150
29710
33010
36310

B1+B2
16965
20265
23565
24945
26865
27605
30165
33465
36765

2550
(1)

NO B1+B2
16260
19560
22860
24240
26160
26900
29460
32760
36060

A1

A1

1500

1500
2350
(6)

10H
4
5
6
4
7
4
8
9
10

1550
(3)

8H
0
0
0
3
0
4
0
0
0

(1)
3150 有喂管箱
(2)
1800 有喂管箱
(3)
2150 有喂管箱
(4)
2000 当中落纱
(5)
2880 当中落纱
(6)
4150 当中落纱

1080
(5)

40
50
60
64
70
72
80
90
100

节数

1500
(2)

锭子数

1500
(4)

机器安装最小尺寸(毫米)
长度 (mm)
L

2000

A1

筒纱落纱在车头位置的设备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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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O MACCHINE TESSILI S.P.A.
33170 PORDENONE (Italy)
Via Udine, 105
Tel. +39 0434 3971
Fax +39 0434 397599
E-mail: order@saviospa.it
www.saviospa.com
SAVIO (SHANDONG) TEXTILE MACHINERY CO., LTD.
No.6 Torch Industry Park,
No. 2166 Chongwen Dadao, High&New 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Zone, Jining,
Shandong, P.R. China 272000
Tel. +86 0537 2395206/101
Fax +86 0537 2395216
E-mail: info@saviochina.com
SAVIO INDIA LTD.
Nallattipalayam, Tamaraikulam - Post
Pollachi, Coimbatore - 642109
Tamil Nadu, India
Tel. +91 4259 304555
Fax +91 4259 304567
E-mail: mail@savioindia.in
SAVIOTECHNICS S.R.O.
Lhota 427, 549 41 Červený Kostelec
Czech Republic
Tel. +420 499451466
E-mail: info@saviotechnics.com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chines described
herein without prior notice. The data given
in this brochure are not intended as a
guarantee.
Savio machines are equipped with safety
devices in compliance with existing
regulations.
SAVIO ADVERTISING DPT.
FOTO: RICCARDO MARIA MORETTI - PN
ED. 06/2019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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