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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灵活性， 
具有高性价比和节省空间的
细络联方案

随着纺纱工序集成自动化的需求的增长，引导萨维奥公
司为客户提供了与传统的1连1相比，更加的灵活性的全新
的轨道连接解决方案。得益于“多联一”方案，多台环锭
细纱机可以联接到一台萨维奥络筒机上，成为量身定做
的连接系统实现将两台、三台、四台环锭纺细纱机联接
到一台络筒机上。每台络筒机上都可以加工不同批次、
不同支数的纱线。多联一设备使得自动化在诸多曾经不
够经济或不可行的条件限制的情况现在成为可能，比如
在细纱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仅更换部分组件。例如，老
旧纺纱厂厂房空间布局有限，细纱机还是短车手拔管。
在所有各种需要改造的情况中，萨维奥可以提供专门研
究过的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和空间限制的定制解决方
案。这该方案使车间布局有了最大的灵活性，同时始终
保持质量一致，即使连接了多台细纱机器。

萨维奥“直连系统”将环锭细纱机与络筒机连接起来，实
现了快速高效的管纱喂入单锭，以及与各种型号环锭细
纱机的灵活对接。

原创性: 

萨维奥公司成功地提出了满足不同客户要求的挑战，萨维
奥公司现在是 MULTILINK 解决方案的参考品牌。我们可
以提供复杂的和广泛应用的系统，特定的工程和设计以满
足客户的需求。
萨维奥公司以其“原创性”的解决方案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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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一联一连接方案

-  快速高效的直接将管纱喂入络筒/返回细纱
-  无接触的管纱运送
-   轻松和人性化的原材料搬运
-  保证纱线质量
-  减少人工

多联一方案

-  最多可以4台细纱机连一台络筒机
-  专门的设计可以一台全自动络筒机上可以实现生产多个品

种的纱线
-  灵活的车间排列设计
-  节省空间
-  性价比高
-  保证纱线质量

直连系统 10
下沉式连接系统k 12
多联一 18
质量监测网络 4.0 20
案例史 30

自动化无接触管纱输送方案

适合客户需求的定制系统

灵活的车间排列设计

保证纱线质量

高性价比和节省空间

萨维奥的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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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一 
连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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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一连接方案的优点:

快速高效的直接将管纱喂入络筒/返回细
纱

无接触的管纱运送

保证纱线质量

减少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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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1 link solution1 to 1 link solution

自动化无接触管纱输送方案

案例史 
 32 页

直连喂入

萨维奥直连系统（I/DLS），用于将环锭纺纱机连接到络
筒机上，使管纱快速高效直接喂入，同时还可以与各种
型号细纱机灵活对接。络筒机几乎成为了环锭纺细纱机
本身的延伸部分，保证了管纱的自由流动。从管纱到筒
纱，纱线在生产中没有不必要的接触，确保了纱线最好
的质量，更少的原料搬运，不被脏物污染。从细纱机过
来的管纱被送入找头装置，找到头后送入络筒机的单锭
上。

络筒机 细纱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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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1 link solution1 to 1 link solution

下沉式连接

用于细纱长车的方案

案例史  
 34 页

随着细纱和络筒连接到一起，锭数和轨道增加到一起，
挡车工在长长的“隔墙”之间巡回变为非常耗时。根据需
求，萨维奥提供了下沉式连接管纱运输的解决方案。它
在两台机器之间搭建了宽而平的开口，以便更好地兼顾
人员巡回和管纱的循环，减轻了工厂人员的日常工作时
间消耗。步行距离较短；过道允许人员在机器之间进行
最佳通行，并简化了地面的清洁工作。



多联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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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联一方案的优点

最多可以4台细纱机连一台络筒机 

专门的设计可以一台全自动络筒机上实现
生产多个品种的纱线

灵活的车间排列设计

节省空间

性价比高

保证纱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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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1, 4:1

适合客户需求的定制系统 。
降低了投资、空间和能耗成本 。

案例史 
 30 页

随着纺纱工序集成自动化的需求的增长，引导萨维奥公
司为客户提供了与传统的1连1相比，更加的灵活性的全新
的轨道连接解决方案。得益于“多联一”方案，多台环锭
细纱机可以联接到一台萨维奥络筒机上，成为量身定做
的连接系统实现将两台、三台、四台环锭纺细纱机联接
到一台络筒机上。每台络筒机上都可以加工不同批次、
不同支数的纱线。
多联一设备使得自动化在诸多曾经不够经济或不可行的
条件限制的情况现在成为可能，比如在细纱机空间有限
的情况下仅更换部分组件。例如，老旧纺纱厂厂房空间
布局有限，细纱机还是短车手拔管。在所有各种需要改
造的情况中，萨维奥可以提供专门研究过的为了满足客
户的需求和空间限制的定制解决方案。这该方案使车间
布局有了最大的灵活性，同时始终保持质量一致，即使
连接了多台细纱机器。. 
萨维奥公司的iPeg智能锭盘，采用嵌入式RFID技术标

签，在各种自动化和定制的解决方案中，确保细纱机和
络筒机之间的管纱往返正确有序的循环流动。1台络筒机
最多可连接4台细纱机。对不同纱批的管进行正确的分
配，对特定纱批的管纱从细纱机精确地分配到专用络筒
分节，是进一步提高纱线质量的特点。从细纱机过来的
管纱被自动送到沿机身排列的专门分派找头机位置，来
为络筒单锭处理准备管纱。每个找头机将处理来自对应
分组的一台细纱机的管纱。可以根据细纱长车的锭数络
筒机可以配备不同数量的找头机。这种自动化的管纱传
输缩短了操作人员的处理程序，并且符合人性化的半制
品流动。极大的节省人力，所有半制品都无需人工搬运
处理。

分理系统 :

分理系统可用于串联排列配置，将两台环锭细纱机连接到
络筒机上。一个分类系统连续提供两个旋转框架，两个分
类系统连续提供三个旋转框架。该分理系统是一种新的适
合所有排列情况解决方案，用于空间非常有限，纺纱厂布
局间距小，纺纱厂使用细纱机短车的情况。分理系统供应

排成一排的两台细纱机，根据不同的纱批帮助分理来自不
同机台的管纱，选择路径并将其放到正确的通道上，从而
帮助将特定的纱批的管纱从细纱机精确地分配到专用的络
筒分节。

Multilink solutionMultilink solution

多联一喂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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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ink solutionMultilink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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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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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质量监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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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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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ink solutionMultilink solution

iPeg - 智能锭盘

OSB超标管纱拔取器-超出标准的管纱拔出处理装置

P.T.S. - 筒纱跟踪系统

S.I.S. - 萨维奥公司单锭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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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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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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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标管纱拔取器(OBS)可以去除残留纱线的小纱。在配
有iPeg智能锭盘的情况下，OBS超标管纱拔取器还可以
处理拔出有技术报警强制排出的管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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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ink solutionMultilink solution

2联1 ，带分理系统的细纱机串联排列配置:2联1 细纱机串联排列配置:

络筒机 细纱机1分理系统 细纱机2

细纱机2

细纱机1络筒机

多联一配置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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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ink solutionMultilink solution

3联1 细纱机络筒机平行排列配置: 4联1 带分理系统的复合排列联结配置:

络筒机
细纱机1 细纱机3 分理系统

分理系统细纱机4
多联一喂
入系统

络筒机
细纱机2

细纱机1

细纱机2

细纱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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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国、越南的案例史
多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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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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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HistoryCase History

在中国的案例史
一联一

溢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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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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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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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HistoryCase History

在泰国的案例史
下沉式连接

泰隆纺织 
有限公司

泰国纺织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泰国的公
司，从事纱线、服装和面料的生产和销售。本公司还提
供纺纱服务。产品包括混纺纱、染色纱、染色布、色织
布、衬衫服装、棉纱、氨纶包芯棉纱、人造棉、涤纶、
亚麻等。公司在曼谷和萨穆特普拉卡恩省设有分支机
构。旗下有泰龙纺织有限公司，从事纺纱业务。

萨维奥的设备安装数量

萨维奥公司的络筒机单
锭总数 1328

Polar型络筒机 880

Eco PulsarS 型络筒机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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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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