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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是制造技术中自动化和数据交换的当前趋势。
它包括网络物理系统、物联网和云计算。通过物联网，
系统之间和系统与人类实时交流和合作。在“物联网”和“
工业4.0”下总结的某些层面对萨维奥公司及其纺织机械
工程来说并是新鲜事物，用于维护和优化生产流程的电
子产品和远程服务我们已经应用了多年。
连接性、数据管理、远程机器设置和操作人员的实时交
互性：这是萨维奥公司的纺织厂智能方案的解决方式。
如今，萨维奥公司产品开发集中于必须能够在线传输
数据的“智能”组件。以往的络筒设备由独立的机械和电
气部件组成，现在已经成为结合硬件、传感器、数据存
储、微处理器、软件和连接性的复杂系统。这些智能机
器可以提高纺纱设备的效率，并执行预期维护，避免发
生故障和停机。
萨维奥公司络筒设备4.0系统是实现大数据处理过程的重
要一步，是纺纱和络筒车间设备智能网络的解决方案。
该数据管理系统是一个非常现代化和重要的管理工具，
缓解了工厂管理人员耗时的日常工作。工厂经理可以直

接从其办公桌上进行络筒车间现场监控。得益于数据分
析功能，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可用，允许以最好的方式管
理不同的生产阶段，并随时利用移动设备监控所有重要
参数。所有这些功能使萨维奥公司的客户能够控制整体
设备效益，提高劳动力效率，并最大化质量和工作时
间。服务甚至正在移动化。
萨维奥公司络筒设备4.0系统也样意味着在需要时机器操
作人员和服务专家之间的交流。

沿纺织业价值
链延伸的流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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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升客户竞争力的优势:

细纱、络筒车间的现场监控

络筒设备的早期可视化和实时控制

更好的劳动力管理

管纱和筒纱跟踪系统

纱线质量监控网络

全面提高机械设备的效率

数据分析

工业4.0质量监控网络 06
应用套件 12
系统-高级套件 26
配置-高级套件 28
案例史 32

萨维奥公司工业物联网的
三级套件

基础版

萨维奥公司计算机接口: 
连接性和数据下载 。
与客户 MES 轻松集成 。

商业版

自络Browser软件:
数据管理、远程机器设置和监控。

高级版

自络Browser软件 + 萨维奥公司智能手环。 
操作人员的实时交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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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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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奥公司可以提供从络筒工序之前到以
后，沿着纺织产业价值链延伸的纱线工艺
质量监控。 

从管纱离开细纱机那刻起，到卷绕成筒纱
整个过程中，持续的跟踪、监控和保存质
量及产量等各参数。

4.0质量监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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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onitoring Network4.0 Monitoring Network

B级系统管纱跟踪系统
- 萨维奥单锭识别系统
- 管纱流向自动化

筒纱跟踪系统
- 筒纱自动码垛
- 整个托盘筒纱扫描
- 筒纱数据存储

数据跟踪系统
- 卷绕数据存储
- 方便的操作界面

人机交流系统
- 移动装置现场监控
- 方便挡车工操作

云端存储数据服务
- 数据外包
- 数据便于存取

得益于萨维奥公司iPeg智能锭盘和S.I.S(
萨维奥单锭识别系统)，一套由进到出的
流程质量控制系统成为可能，包含了筒纱
跟踪的身份数据，并完全集成到萨维奥公
司4.0系统。
有了这个4.0质量监控网络，每个筒纱携
带其独特的ID代码离开萨维奥络筒设备，
并将络筒生产数据与智能连接网络连接起
来。
 
萨维奥公司4.0系统允许在多个平台和云
应用程序上在线提供筒纱生产历史数据，
以便将来进行数据追溯。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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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三级应用套件：基础版，商业版，高级版

萨维奥公司智能手环

萨维奥公司自络Browser软件

iPeg智能锭盘

S.I.S. -萨维奥单锭识别系统

B级系统

P.T.S. - 筒纱跟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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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Applications

1. 平板电脑
2. 手机
3. 无线上网
4. 车头电脑
5. 台式电脑
6. 网线

基础版功能套件

萨维奥公司计算机接口 :
易连接和数据下载 。
易与客户MES系统对接。

商业版功能套件

自络Browser软件:
数据管理、远程机器设置和监控。

高级版功能套件

自络Browser软件+萨维奥公司智能手环。
操作人员的实时交互功能。

萨维奥公司工业物联网的
三级套件 萨维奥公司计算机接口

易连接和数据下载 。易与客户MES系统对接。

案例史  
 38 页

基础版功能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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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Applications

1. 平板电脑
2. 手机
3. 无线上网
4. Savio USB 闪存盘
5. 车头电脑
6. 台式电脑
7. 网线

1. 平板电脑
2. 手机
3. 无线上网
4. 智能手环
5. 网络交换机

6. 蓝牙接入点
7. 车头电脑
8. 网线
9. 台式电脑

自络Browser软件
数据管理、远程机器设置和监控

案例史  
 36 页

自络Browser软件 + 萨维奥公司智能手环
操作人员的实时交互功能

案例史  
 32, 34 页

系统构成
 26 页

配置设定 
 28 页

高级版功能套件商业版功能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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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Applications

萨维奥公司智能手环 萨维奥公司自络
Browser软件

智能手环是一款可穿戴设备。当发生络筒设备报警时，
它会振动并显示相关信息（机器和单锭锭号、报警类型
等等）。智能手环的显示屏会显示报警信息，可以显示
由多种语言（也包括中文或俄语的特殊字符）组成的信
息。通过点击显示屏，就可以转到下一页。智能手机可
用于查看有关发生警报的更详细信息。

萨维奥公司自络Browser软件是一个软件，从连接到以太
网的萨维奥公司络筒设备获取生产报告，机器设置和轮
班时间表和远程操作机器。按班次到班次的数据收集可
以导出到Excel文件中。用户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定制要导
出的数据，例如，经理、质量部、生产部门相关的不同
数据。选定数据的图形视图可以用于分析设备性能历史
记录。也可以设置自动电子邮件生成器，以发送包含
Excel报告文件的每日电子邮件，包括过去24小时内班次
的所有数据。
使用萨维奥公司络筒Browser，也可以在计算机上打开远
程用户会话，允许从机器用户界面远程操作、配置和诊
断机器。

图1，第一页显示了报警/警告的来源 。

图2，第二页显示了报警的类型和报警信息。

图3，如果报警信息超过16个字符，第三页显示其余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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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WINDER

Peg ID 1752

Clearer Alarm:
Yarn Count

RING
SPINNING FRAME

RSF POS. 54

Peg ID 1752

PC

RSF POS. 54

Peg ID 1752

Clearer Alarm:
Yarn Count

萨维奥公司的iPeg智能锭盘，具有嵌入式RFID技术芯
片，保证了管纱在细纱机和络筒机之间往/返运转。每台
络筒机通过预先安排设定可以同时生产多达四种不同纱
支的纱线。智能芯片读取器会自动选择正确管纱，以发
送到对应的正确的络筒机分节，并返回到对应的正确的
细纱机。智能芯片阅读器可以防止错误纱支的管纱进入
错误分节，从而避免潜在的管纱“污染”。

S.I.S. 萨维奥公司单锭识别系
统

iPEG- 智能锭盘
ApplicationsApplications

自1999年起，萨维奥公司成功地实现了细纱机单锭识别

系统和管纱质量控制。

特殊纱线的开发需要在络筒阶段对管纱质量进行充分和

准确的监测，并识别出管纱在细纱机的“原始单锭锭号”

位置。由细纱机传送过来的每一个管纱都被标记并记录

在电脑中。 

络筒单锭读取生产的管纱iPegs智能锭盘的代码，并确定

生产它的细纱机单锭的位置。

S.I.S单锭识别系统除了识别细纱机单锭锭号外，还可以用

以下不同的选项来处理被强制排出的各种“技术报警纱”的

流向：

• 管纱被送到了一个专用的停放区。

• 管纱被送至指定的络筒单锭，生产为“B级，次等筒

纱”。

• 管纱被送到“技术报警纱”选择器，以便排放到一个单

独的盒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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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级系统 P.T.S. 
筒纱跟踪系统

ApplicationsApplications

为了增强可追溯性和库存管理，我们可以提供一种筒纱
识别的解决方案。在筒纱的筒管内应用RFID标记，用于
唯一标识产品并跟踪流程和操作。外部自动化系统配有
一个读卡器，它支持对托盘、筒纱架或其它的存放支架
上的筒纱选择和分组。该系统是在深入研究了流水线上
的产品可追溯性和可见性、仓库物流管理、库存后勤管
理和可靠的物料级标识等系统后产生的。
专门的络筒车间数据收集系统接收络筒设备的所有可用
信息。该系统将为每个筒纱生成一个唯一的ID身份识别
代码。ID身份识别代码与筒纱的生物身份数据相关，可

以随后检索进行内部跟踪。生物身份数据可以存储在基
于云的应用程序中，并可以随时随地的追溯信息。络筒
设备计算机可提供筒纱的生物身份数据，如：

• 产品代码
• 产地标识（机器序列号、络筒单锭号）
• 生产的日期/时间、班次信息
• 批号、络筒速度、纱支
• 长度和重量

“B级系统”和我们的S.I.S单锭识别系统密切合作，每个管
纱都插在自己的智能芯片锭盘上。可以程序设定控制一
个（或多个）络筒单锭生产有技术报警的管纱，这些管
纱被单锭反复强制排出，因此生产为低于纱线标准的筒
纱批次（因此称为B级，次等纱）。由于这些管纱中有大
量技术疵点和生产时会产生大量接头，通常会被强制排
出到专用的停放旁路（由操作人员随后手工处理），或
最终放到络筒单锭上专门生产成B级，次等纱标准的筒
纱。而得益于S.I.S单锭识别系统，通过“B级系统”，我们
识别这些管纱，并通过将它们分配到B级次等纱分组的单

锭来挽回管纱并生产出筒纱。这一应用值得高度赞赏，
因为它允许以经济和高效的方式识别和分离出小批不同
质量的纱线，用于较低档的筒纱生产，例如作为边线使
用或染色纱样品。最重要的是，它避免了带有技术纱疵
的管纱被强制排放到停放旁路中，并节省了操作人员必
须巡视、处理和人工理出坏管纱的劳动。



高级版功能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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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PackExecutive Pack

该系统允许在确实需要干预工厂内的萨维
奥络筒设备时，立即通知客户操作人员。

萨维奥公司智能手环，一种可穿戴设备，
执行警报通知。

操作员在巡回一定数量的络筒设备时，佩
戴专用的智能手环：当报警或超过一定数
量的单锭不工作时，智能手环会振动，并
在显示屏上显示机器号码和所需的干预类
型。

系统构成: 
高级版套件

1 - 中控服务器 2 - 蓝牙接入点(BLE AP)

必须通过以太网（客户自己网络布线）连接到每台
萨维奥公司络筒设备，并收集报警信息。中控服务
器能够检测到车间内的智能手环，并根据报警类
型，将其分配给适当的操作人员（操作工、技师、
技术人员）。.

是一种硬件设施。它通过以太网连接到中控服务
器，并有一个蓝牙天线来覆盖车间内部的一个区
域。

3 - 智能手环 典型的覆盖范围区域

是一种可穿戴设备。络筒设备报警时，手环振动并
显示相关信息（机器和单锭编号、报警类型等等)。

覆盖区域内正确放置蓝牙接入点设备。如果机器需
要关注时，该区域内最近的操作员会收到其手环上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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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PackExecutive Pack

高级版套件配置设定

对于系统配置，工厂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1. 用于系统容量计算的的厂房和机台排列图纸；
2. 络筒设备和中控服务器之间至少100M以太网连接；
3. 蓝牙接入点设备与中控服务器之间的至少100M以太

网连接；
4. 中控服务器的更新和远程协助需要互联网连接。

选配组件，要获取有关现场警报的更多
详细信息:

1. 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2. Wi-fi无线网络。

1.  配置机器-添加络筒设备到系统 2. 配置手环-配置手环分组

此页面允许定义与系统连接的络筒设备的计算
机。每个机器连接信息都可访问。

此页面允许登记要在系统中使用的手环。每个
手环都有其独特的ID身份代码。您可以在此设置
列表中添加每个新手环。此页面允许创建与手
环分组对应的机器分组。机器和手环可以组合在
一起。属于同一组的机器的报警将传送给分组手
环。

3. 配置规则 4. 系统机器概述 

按特定的手环分组，设定指定的报警类型和触发
条件，报警将传送给对应组的手环。

从此页面可以看到系统内所有设备状态，待处理
的报警及其通知状态。



案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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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HistoryCase History

洪天祝先生于1997年创建了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该
集团主要生产和销售优质纱线、坯布和服装面料，特别
是高附加值的包芯纱和时尚棉纺织品。目前是全球最大
的棉纺织包芯纱供应商之一，是一家专注于生产高附加
值包芯纱产品的领先纺织企业。自1997年以来，该集团
发展迅速，在中国和海外拥有5000多家客户，销售网络
遍及中国、欧洲、日本、越南、土耳其、巴西、北美 韩
国、香港和孟加拉国。

天虹纺织集团的销售总部设在上海，该集团在中国（长
江三角洲地区）经营12家高效生产的工厂，并且在越南 
、土耳其、尼加拉瓜均设有一个生产基地，总产能超过
400万锭，喷气织机572台。

液晶屏上可视化显示生产效率数据

智能手环系统允许根据要求，在络筒车间安装的液晶
显示屏上可视化生产效率数据；通过这种方式，客户
可以进一步实施具体的纠正措施。该软件收集主要的
生产数据，并以图形化方式显示在显示屏上。

天虹集团

萨维奥的设备安装数量
（包括中国、越南）

萨维奥公司的络筒机单
锭总数 38090

络立安型络筒机 4440

Polar型络筒机 33648

高级版功能套件: 
操作人员的实时交互功能

通过萨维奥公司自络Browser软件+智能手环系
统进行全局设备监控（多台机器监控和设置）
。

在中国、越南的案例
www.texh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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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案例史
www.esquel.com

Case HistoryCase History

高级版功能套件: 
操作人员的实时交互功能

通过萨维奥公司自络Browser软件+智能手环系
统进行全局设备监控（多台机器监控和设置）
。

溢达集团

溢达集团成立于1978年，是香港领先的纺织及服装制造
商。拥有从棉花到零售的垂直完整的供应链。溢达拥有
58000名跨国员工，在中国、马来西亚、毛里求斯、斯
里兰卡和越南设有制造工厂，并在全球设有销售办公
室。溢达每年为注明品牌和零售商生产超过1亿件的服
装，其中包括拉尔夫·劳伦、汤米·希尔费格、雨果·波
士、玛莎和耐克。

溢达集团是创新、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先行者，是萨
维奥投资的“萨维奥可持续解决方案”节能型络筒机的第
一个中国的客户。

萨维奥的设备安装数量

萨维奥公司的络筒机单
锭总数 4302

络立安型络筒机 632

Polar型络筒机 2790

Eco PulsarS 型络筒机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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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案例史
www.vardhman.com

VARDHMAN 
GROUP

Case HistoryCase History

VARDHMAN纺纱和食品有限公司于1962年在卢迪亚纳
（旁遮普）成立。该集团的产品组合包括生产和销售纱
线、织物、缝纫线、纤维、服装和合金钢。瓦德曼集团
由S.P先生管理。奥斯瓦尔（主席）。

瓦德曼纺织品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纱线、织布、缝纫
线、纤维、纺织服装。它提供了各种专门的麻灰色和染
色纱线在棉，涤纶，晴纶和各种的混纺纱。

公司还生产有机棉、混纺纱、包芯纱、超纱（污染控
制）、烧毛丝光纱、超高支纱、竹节纱和纤维素纱线以
及手工编织的花式纱。该公司拥有约110万细纱锭（包括
7328锭气流纺)和1316台织布机，每天可以生产超过580
吨(公吨）的纱线。这些制造设施位于旁遮普邦、喜马偕
尔邦、中央邦和古吉拉特邦. 

商业版应用套件: 
自络BROWSER软件

工厂生产监控，多设备监控和设置通过萨维奥公
司络筒设备浏览器软件实现。

萨维奥的设备安装数量

Polar 和 Eco PulsarS 
型络筒机 2309

Volufil 膨松纱 
自动络筒机 69

Sirius TFO
倍捻机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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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的案例史
www.interyarncotton.com

INTERYARN 
COTTON

Interyarn 公司是一家私人股份控股公司，位于新博格亚
历山大工业城市/亚历山大。公司成立于2003年，拥有精
纺的晴纶纺纱厂，主要生产羊毛/晴纶高膨体变形纱线。
从2013年开始，Interyarn 开工新的40.000细纱锭的工
厂，生产100%全棉紧密纺高支和超高支纱线。自2014年
3月以来，第一工程已经开始生产，所有产品出口到欧
洲，而第二工程正在进行中。Interyarn 公司配备了最先
进的和最新的技术，从开棉到立达的K46型紧密纺细纱机
连接到萨维奥公司Polar I-DLS细络连机型，带有智能慢
找头装置，针对最高质量的标准，利用最先进的技术，
如机械自动化、运输和原材料处理。
Interyarn 依赖萨维奥公司搓捻器来保持纱线质量生产无
捻纱线和络菲电子清纱器来确保最少的疵点混入，提供
了市场上最佳质量匹配的可以达到欧洲标准要求的产
品。

控制室 

该公司每天24小时监控整个生产线，包括：
• 生产车间的温度和湿度。
• 生产数据，从开棉间到细纱机的效率和质量控制数据

使用立达公司的数据网络。
• 使用络菲的Mill Master系统采集络筒的切纱数/100

千米，包括各种NSLT纱疵,异纤和聚丙烯薄膜。
• 络筒单锭生产数据，效率，红灯使用萨维奥公司

Polar络筒设备数据收集系统。
萨维奥的设备安装数量

Polar型络筒机 450

Sirius TFO
倍捻机 4200

基础版套件: 
连接性和数据下载

单机的远程监控和设置。在桌面电脑或平板电
脑上复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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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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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 PRIVATE LIMITED
Tamaraikulam 
Post Kinathukadavu Taluk
Coimbatore - 642 109
Tamil Nadu, India
Tel. +91 4259 201500
E-mail: mail@savioindia.in

SAVIOTECHNICS S.R.O.
Lhota 427, 549 41 Cerveny Kostelec, 
Czech Republic
Tel:  +420 499 451 468
Email: info@saviotech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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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
解决方案
共同创造

纺织解决方案共同创造：
正是这独特的格言使得萨维奥成为世界上
短纤维纺织机械的最大制造商之一。
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商，而是纺织工业价
值的共同创造者：萨维奥和用户紧密合作
已经研究和实现了许多技术解决方案。
尖端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根据每个客户的
具体需求定制，具有出色的物有所值的构
想。
纱线领域方面的专业和创新，自1911
年以来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