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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产优质纱线



采用LENA锭子、IE4主电机等
高能效组件以及经过优化的
吸风系统，能耗显著降低。

G 37
2



节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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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接头性能

G 37
4



接头机械手ROBOspin可确
保稳定的纱线接头质量，
并确保纺纱机持续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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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7

借助半电子式牵伸系
统，可灵活、快速地更
改纱线参数。机器的转
换时间得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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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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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
采用LENA锭子、IE4主电机、由变频
器控制的吸风系统以及ECOrized吸
风管等一系列经过优化的机器组件

卓越的运行性能
同样适用于化纤
适用于化纤和混纺生产的
专业部件

创新的紧密纺解决
方案，带来出色的
灵活性
COMPACTdrum、COMPACTeasy、
COMPACTapron和新型EliTe®
倚丽特满足广泛的应用需求 

以尽可能少的人工，
实现稳定的性能
全自动接头机械手ROBOspin

出色的质量和性能
夹纱器SERVOgrip和高品质备
件套装均为可靠的优质部件

灵活加工特种纱线 
系统可生产竹节纱、包芯纱和双
股纱，适用于各种长度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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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7G 37显著 

环锭纺产品的新经济型
解决方案
专注于经济型和替换业务

快速更改纱线参数
借助半电子式牵伸系统，可快
速设置纱线参数

机器效率高
通过ISM basic进行持续监控，
确保稳定的产能

工作量显著减少
增配WILDload的全自动纱管装
载系统ROBOload，无需人工
参与即可实现自动换管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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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直接移动至待操作的纺纱单元，然后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接头。如此一来，机械手可自动
运行完整的接头周期，从寻找管纱上的纱线，到将
纱线穿过钢丝圈，并置于输出皮辊后面。机械手从
集成单锭监测系统ISM接收必要信息。

环锭纺的全球创新

稳定品质，始终如一

以尽可能少的人工，实现高产能

自动化接头程序可确保稳定的纱线接头质量。过程
中尽量避免与管纱发生接触。避免外层纱线受到污
染，造就卓越的纱线质量。

全自动接头机械手ROBOspin可全天24小时维持高产
能。接头机械手的使用可大大减少人工需求，从而显
著降低人工成本。同时也减轻了人力资源规划和纺纱
厂管理的工作量。

全自动接头机械手ROBOspin

稳定的高性能在纱厂中得到验证

全自动接头机械手ROBOspin在全球各个纱厂中均表现
出稳定的运行性能。棉纱接头器的首次接头效率达
到80%以上。第二次尝接头使用辅助纱线，这样可使
效率提高10%。借助辅助纱线接头有助于维持纱管成
型，从而提高质量。

纱线支数26英支，100%普梳棉 
配备单锭监测系统ISM Premium的环锭细纱机 
1824锭/台机器，锭速18000转/分钟

总接头效率

每日平均效率

首次接头成功

机械手效率[%]

ROBOspin是第一台适用于环锭细纱机的全自动接头机械手。机器两侧各装有一个机械手，可修复启
动或机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断头。

机器每侧各安装一个全自动接头机械手ROBOspin即可满足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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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机器转换时间

发生断电时，锭子的转动能量将向机器控制系统供电。这时，主电机切
换为发电机模式。如果断电时间超过两秒，则机器将进行受控停机，从
而避免产生断头。

断电时无断头产生

半电子式牵伸系统

配备半电子式牵伸的环锭细纱机G 37可满足
经济型纱线生产的一切要求。采用半电子式
牵伸系统，因此可快速变换齿轮，从而调整
纱线参数。 

可在机器显示屏上轻松调节纱线捻度和捻向
等参数。无需变换齿轮或进行任何其他机械
调节。挡车工工作量得以减少。

在断电过程中实现全面控制，减少产量损失

锭
速

[转
/分

钟
]

电源

锭子电机：发电机功能

停电
断电 < 2秒：
加速至全速

锭子电动机：发电机功能

断电 > 2秒：
受控的机器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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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节能的双侧吸风

节能可达45% 

单侧吸风的能耗

双侧吸风的能耗

能
耗

锭数

IE4 IE2IE3 IE1

ECOrized吸风管是立达的另一项卓越开发成果。纺
纱单元处的空气量减少使所需吸力最多降低50%，
显著节约了成本。在所有纱支范围内，总机器能耗
平均可降低约10%。

ECOrized吸风管

高能效

特别高效的IE4主电机驱动专为高速运行设计，以达到
节能效果。永磁电机原理的应用，使它在锭数更少、
运行速率更低的纺纱机上也能起到节能效果。

效率高低与电机技术和电机大小都息息相关。立达选
择采用单台IE4锭子电机，并致力于可持续生产。

高效的IE4主电机驱动

立达四锭带驱动具有能效高且易于操作的特点。锭带
以90°缠绕在锭子上，即使在最小的接触压力下，也能
确保锭子零故障运行。 

LENA锭子专为高锭速和低能耗纺纱生产而设计。此功
能可额外节能高达4%。17.5毫米的锭盘直径显著提升
能效。

双侧吸风可优化整个吸风系统的空气动力学性能。
它能够以更低的能耗生成锭数多达1824锭的机器
所需的负压。与单侧吸风系统相比，双侧吸风能
够以更低的能耗输送相同的风量。大横截面吸风管
和低风速可减少空气摩擦。从而达到进一步节能的
效果。

四锭带驱动和LENA锭子 节能的双侧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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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高低取决于技术和电机大小

其他系统
龙带

立达系统
四锭带

功率[kW]

来源：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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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锭细纱机和G 37以及采用1 200锭配置的G 37分别具有不同优势。根据客户的需求，立达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 - 
包括多款灵活的自动化功能升级解决方案，例如接头机械手ROBOspin，或者装卸简便的紧密纺装置。这意味着每
家纱厂都可找到最适合自身需求的应用。

G 37新推出的1200锭机型提供了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超值解决方案。它可集成至现有纺纱系统之中，以节省空间或
替代老式机型。该配置采用了诺维巴锭子HPS 22，锭速高达22000转/分钟。耐用的布雷克钢领和久经验证的立达
皮圈可确保稳定的纱线质量，并缩短机器停机时间。尽管为短车配置，该机型依然标配单锭监测系统ISM basic。

锭盘直径更小（18.5毫米）的全新诺维巴HPS 22锭子可实现更高锭速，并配备零打底纱夹纱器SERVOgrip.

G 37推出1200锭理想机型 

立达提供全面的环锭纺产品系列，可满足广泛的客户需求和市场要求。借助该产品系列，纱厂可提升纱
线生产的盈利能力、效率和可持续性，并可灵活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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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锭监测系统ISM Basic是G 37的内置标配装置。凭借各纺纱单元和节段上设置的LED灯，挡车工可轻松判断发生
断头的位置。挡车工可根据指示直接找到发生断头的锭子。这样的指示能够提高挡车工的工作效率，从而提升
机器效率。

除各纺纱单元的LED灯以外，可选配的ISM Premium还在各节段设有LED灯，并且在机头和机尾处设有附加信号
灯。它们在超出断头限制时会立刻亮起。挡车工可根据指示找到相应机侧，然后找到发生断头的锭子节段。凭
借三段式显示概念，挡车工可以根据指示更快地找到断头。

通过单锭监测系统ISM Basic实现可靠的断头显示

通过单锭监测系统ISM Premium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

通过数字化提高机器效率

无单锭监测系统 – 挡车工巡回路线长 安装单锭监测系统ISM Premium后，挡车工巡回距离显著缩短

用两个不同颜色LED灯标识不同的锭子状态

另一项功能是单锭锭速的连续监测。如果锭子运行超出限定的范
围，LED灯会发出闪烁指示。从而挡车工能快速、简便地识别出发生
故障的锭子。然后，挡车工就能立即干预，从而避免原料损耗，防止
纱线质量下降。

此外，络筒机可对纺纱单锭进行识别。如果管纱出现问题，络筒机向
单锭监测系统发出信号，然后对应纺纱单元的第二盏LED灯亮起。挡
车工可根据指示直接找到运行出错的纺纱单元，并立即进行干预。

单锭监测系统ISM Premium选配件带有粗纱停止功能。如果出现断头，
单锭监测系统发送信号至粗纱停止装置，然后该装置中止粗纱喂入。
这样可节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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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将数字化融入纺纱厂。立达数字化纺纱套
件能立即分析整个纺纱厂的数据，帮助纺纱厂管理人
员快速制定决策。

单锭监测系统ISM收集所有必要的数据，并传输至
ESSENTIAL。然后，ESSENTIAL提供实用的关键性能指
标，并使整个纺纱过程中的改进环节可视化。

纱厂监控系统通过全面清晰的数字分析来支持管
理，提升纺纱厂员工专业技能，消除效率低下的问
题，优化成本。

ESSENTIAL是一个模块化系统。纺纱厂可以逐步数
字化。ESSENTIALbasic基础模块是立达数字化纺纱
套件的入门模块，免费提供给所有立达客户。 

ESSENTIAL – 立达数字化纺纱套件

ESSENTIAL模块化安装

现有模块 待开发模块

纱厂优化 

客户价值 模块

纱厂控制

纱厂运营

纱厂管理

ESSENTIALpredict 
预测模块

ESSENTIALmaintain 
维保模块

ESSENTIALmonitor 
监控模块

ESSENTIALbasic基础模块
订购 咨询 纺纱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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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纱系统具有压力自监控功能，其中包括落纱臂的特殊外形
和可释放的抓纱器。发生故障时，可以利用压力监测器自动
停止落纱，最大限度地保证过程安全。

管纱运输系统SERVOdisc是开放式系统，维护保养需求更少。
该系统由两台对角的70瓦电机驱动。能耗仅为气动系统的
10%。

立达独家SERVOgrip系统久经验证，可防止落纱时形成打底
纱。使用SERVOgrip时，无需从锭盘上清除纱尾。这样可节省
纱线，并保持机器清洁，还可避免因飞花和纱尾造成断头，
从而提高纱线质量。SERVOgrip系统包含一个夹纱器。立达夹
纱器是市面上唯一一种通过钢领板开关的夹纱器。这样可保
证精确和可控的纱线握持。因此可以大幅减少因管纱更换造
成的断头。

通过SERVOgrip系统节约纱线

压力自监控抓纱器

可靠且经济的管纱运输系统SERVOdisc

经济型落纱可确保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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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load系统意味着挡车工的工作量显著减少。
纱管装载在络筒机的推车中，然后直接搭载在
ROBOload上。无需手动操作。

ROBOload可选配WILDload辅助系
统和推车的全自动纱管装载系统

灵活的自动化

管纱运输有各种自动化选配件可供选择。凭借SERVOdisc系统，环锭细纱机后续可以直接与络筒机或纱管装载系
统ROBOload相连。

工作量显著减少

连接至络筒机的细络联 全自动纱管装载系统ROBOload 配有WILDload辅助系统的全自动纱管装载系统
ROBOload

WILDload系统：纱管被逐个拣出，经过对齐后喂入纱管装载装置ROBOload中。

17



Rieter . 环锭细纱机G 37

附加纱线集聚设备，带来充分的灵活性

带Y通道的集聚装置 横动

紧密纺装置COMPACTeasy因投资成本低而备受客户青睐。COMPACTeasy可将各种标准原料加工成性能卓越的纱
线。它的工作原理是增强型双重集聚，无需增加能耗。

COMPACTeasy是一套机械集聚系统，凭借集聚
装置中的Y通道实现真正的紧密纺，不会增加能
耗。COMPACTeasy特别适用于最常见的应用，包括混纺
和100%化纤的纺纱。它是通过快速拆装功能在紧密纺
和常规环锭纺之间轻松切换的理想解决方案。

横动运动附件是COMPACTeasy的组成部分。紧密纺
装置COMPACTeasy直接连接至环锭细纱机的标准粗
纱横动杆。这样可实现6毫米的横动运动。与机械
系统中常见的前皮辊翻转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进
步。这样可以延长皮辊的使用寿命，重要的是，还
能确保永久稳定的纱线质量。

COMPACTeasy – 低投资成本的机械集聚系统

G 37开启紧密纺新篇章。紧密纺附加装置COMPACTdrum和COMPACTeasy安装和拆卸便捷，便于在环锭
纱和紧密纱之间切换。由此生产的纱线可满足各类不同的客户要求：达到超高的纱线强度，并减少毛
羽。久经应用验证的EliTe®倚丽特紧密纺系统对立达的各种紧密纺解决方案予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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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纺装置的高效益 高度灵活

紧密纺装置COMPACTdrum可进一步减少毛羽，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立达紧密纱已经深受后道工序的好
评。COMPACTdrum系统采用寿命较长的工艺部件，无论加工何种原料，纱线质量都能在长时间内保持高水平。

由于吸风鼓的维护保养需求低，因此在一条生产线上采用
COMPACTdrum紧密纺技术可使紧密纱的生产成本降至非常
低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其能耗低，即使是在最高产能下
也是如此。
吸风鼓系统安装使用寿命长的组件，维护需求极小。这样
可确保维护成本维持在最低水平。

集聚装置拆装简便。机器可同时生产传统环锭纱和
紧密纱。该装置灵活性高，可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该集聚装置可针对各种不同的立达环锭细纱
机量身定制，并适用于所有原料和纱线支数。

COMPACTdrum – 来自紧密纺发明者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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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灵活生产常规和特种纱线

环锭细纱机G 37是一款全能型设备，可帮助企业快
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机器可选配竹节纱或
变支纱系统。新一代伺服电机非常适合高动态竹节
纱生产。

可通过操作面板或安装相应软件的外部计算机轻松
设置各种粗节效果。这样可实现高效、经济的竹节
纱生产，并达到出色的立达纱线质量。

借助不同的包芯纱装置，可生产软纱、硬纱以及双
芯纱。长丝始终精确包裹于纱线中。包芯纱设备利
用横动导向辊加工长丝。长丝横动装置与粗纱横动
装置对齐。 

生产双纱时，必须向一个纺纱单元喂入两根粗纱。
它们分别在牵伸系统中进行牵伸，然后粗纱须条在
加捻三角区被合并加捻。由于具有线的特性，双股
纱本身以及纺织成品的质量都得到提高。

新型EliTe®倚丽特是全球应用非常广泛，也是功能非常
全面的紧密纺系统。创新组件的使用，使机器产能和
纱线质量比其他气动集聚解决方案更高，同时运行成
本更低。 

新型EliTe®倚丽特旨在满足高端纺纱厂对紧密纺系统的
质量稳定性以及纺纱单元之间的质量偏差方面的严苛
的要求。该系统应用广泛，对原料和纱线支数没有限
制。

 所有新型EliTe®倚丽特组件都具有出色的制造质量，并
采用德国设计，旨在延长使用寿命。 

立达是全球唯一可提供所有纱线集聚技术的供应商。
久经应用验证的新型EliTe®倚丽特紧密纺系统对立达的
各种紧密纺解决方案予以补充。

随时生产竹节纱

精确的包芯纱生产

简单的双纱生产

新型EliTe®倚丽特紧密纺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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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运行性能同样适用于化纤

适用于化纤和混纺纤维的特殊部件

立达提供一整套化纤专用套件，由SERVOgrip切刀、大直径下罗拉和加强型隔纱板等组成。它采用模块化设置。
各元件可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配置。化纤套件可改善化纤和混纺的纺纱性能。

立达开发出一种可在落纱前降低纱线捻度的技术。当
与SERVOgrip切刀结合使用时，即使是高强力纱线或包
芯纱也能够在落纱时得以恰当切断。

利用SERVOgrip切刀在生产化纤纱
线时可靠地切断纱线

SERVOgrip切刀能在落纱时可靠地切断纱线，
并可防止起纱断头。

下罗拉直径较大，能够在加工较长的化纤时
提升运行性能。

隔纱板前端用金属增强，可防止旋转线头损
伤板面。无纤维积聚。纱线运行不会因飞花
而中断，因此断头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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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质量优异，产能高 

更高产量和更低能耗意味着更低纱线生产成
本。凭借独特的立达纺纱几何和优质的工艺部
件，G 37可实现非常高的锭速。这样可在最高产
量下确保稳定的纱线质量。即使在管纱成形阶
段也可高速纺纱。以30英支纱线为例，每台机
器每年的产量最高可提高2%。

棉纤维高品质备件套装包含一个下销、一个“活动
式”上销（弹性钳口）和一根压力棒（杆）。高品质
备件套装可进一步改善上销和前罗拉钳口之间的纤
维引导。纱线均匀度(Cvm%)可提高一个百分点。同
时，纱疵减少10%至30%。

锭速最大化

高品质备件套装 — 适用于棉纤维
的优质套装

牵伸系统纤维定向引导

管纱成形[毫米]

锭
速

在相同的最高锭速下，可提升产量达2%

立达 其它竞争对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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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皮辊套Ri-Q-Cot可确保完美的纱线质量。可根
据加工原料和纱线支数选择不同的皮辊。

G 37标配套件中包括布雷克生产的优质泰腾钢领。
这种钢领具有使用寿命长的特点。

所有机器都采用久经应用验证的诺维巴优质锭子，
这种锭子具有出色的运行性能。能耗和噪声水平比
其他产品低。诺维巴锭子会将运行时产生的振动降
至最低水平，因此可达到更高的锭速。

立达优质精密纱管Ri-Q-Tube由性质特别稳定的聚合
物混合材料制成，运行精度高。即使在高锭速下，
锭子轴承承受的载荷也非常低。

标配最优质的组件

牵伸系统Ri-Q-Draft可确保在多数应用中实现理想的纤维引导和
非常稳定的运行性能。专利下销Ri-Q-Bridge是纺纱过程中的核
心部件。最佳的位置和上销的形状有助于缩短与前罗拉钳口
之间的距离。所有列出的工艺部件，包括下皮圈，都相互完
美匹配。这样可确保理想的主牵伸区纤维引导。 

理想的牵伸系统纤维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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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参数 
环锭细纱机G 37

机器长度L[毫米] 机尾长度视机型而定[毫米]
L = (锭数/2 x 锭距) + 中间驱动 + 常数(C) 吸风 单侧* 双侧*

C1：配有WILDload系统但不带推车的全自动纱管
装载系统ROBOload

5828 7284

最大锭数 C2：无推车的ROBOload 5185 6641
每台机器锭数不超过1824锭，锭距为70毫米 C3：连接至村田、萨维奥和赐来福的细络联 4180 5636
75毫米锭距每台机器锭数不超过1632锭

*单侧吸风可支持锭数不超过1 632锭的设备。双侧吸风始终配备中间驱动，
可用于锭数不少于1 296锭的设备。

无中间驱动的机器
锭数不超过1248锭：所有原料，70毫米和75毫米锭距 机器长度L[毫米]的举例计算
锭数不超过1 440锭：100%棉，70毫米锭距 1824锭，70毫米锭距，中间驱动，双侧吸风，细络联

L = ([1824/2] x 70) + 600 + 5636 = 70076毫米
中间驱动 (IMD) 的长度：600毫米
全自动纱管装载系统ROBOload的长度：1005毫米 G 37的计算示例，长1200[毫米]）
WILDload辅助系统的长度：643毫米 1200锭，70毫米锭距，单侧吸风，ROBOload
推车长度：可选980毫米和1200毫米 L = ([1200/2]*70) + 5185 = 47185毫米 

1062

1062

1380

1586

L1 =（每台机器的锭数/2）x 锭距

L = L1+ (IMD) + C3
含连接至络筒机的细络联的长度

L1 =（每台机器的锭数/2）x 锭距

G 37 1200的长度 = L1 + C2 (5185)

L = L1+ (IMD) + C2
含全自动纱管装载系统ROBOload的长度

L1 =（每台机器的锭数/2）x 锭距

L = L1 + (IMD) + C1
含全自动纱管装载系统ROBOload和WILDload系统的长度

20
05

20
05

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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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参数

原料 纤维长度最大为63毫米（2 1/2英寸）的
棉、化纤和混纺纤维

纱线支数

棉纱 90－3.7特克斯
11－270公支
6.5－160英支

混纺、化纤
纤维

60－3.7特克斯
17－270公支
10－160英支

捻度范围 400－3000捻/米（10.2－76.1捻/英寸）

牵伸 12－95倍（机械）
12－80倍（工艺）

机器参数

锭数 

最大 1824（70毫米锭距）
1632（75毫米锭距）

最小 288（如有需要可为144）

每节 48

锭距 70毫米；75毫米

钢领直径

70毫米锭距 36、38、40、42、45毫米

75毫米锭距 36、38、40、42、45、48、51、(54)
毫米

筒管长度

70毫米锭距 180－230毫米 

75毫米锭距 180 – 250毫米

机器宽度（不含接头机械手ROBOspin）

锭中心上方 660毫米

落纱臂收回 1062毫米

落纱臂打开 1380毫米

G 37 1200–全新经济型解决方案

纱线支数 20 – 80英支（可选10 – 80 英支）

锭距 70毫米

最大锭数 1200

锭子类型/最大锭速 诺威巴HPS22/22 000转/分钟

吸风 单侧吸风，不带变频器

主电机 55千瓦(最高选配90千瓦IE4)

技术参数

锭速（配备HPS 25锭子） 不超过25000转/分钟

安装功率

主驱动电机
视锭数而异

55；80千瓦(IE3)
75；90千瓦(IE4)

牵伸系统驱动

（100%棉）
不超过576锭
624－864锭
912－1440锭
1448－1824锭

1 x 6.5千瓦
2 x 4.0千瓦
2 x 6.5千瓦
2 x 6.5和1 x 4.0千瓦(IMD)

钢领板驱动 1.75千瓦

电源单侧吸风（50/60赫兹）

不超过1200锭
1248－1440锭
1488－1632锭

6.5千瓦
9.0千瓦
12.6千瓦

不超过1 824的ECOrized吸风管 6.5千瓦

带变频器的单侧吸风（50/60赫兹）

不超过912锭
960－1440锭

6.5千瓦
12.6千瓦

带变频器的双侧吸风（50/60赫兹）

1296－1824锭 2 x 6.5千瓦

另配EliTe®倚丽特
视应用而异

5.5－20千瓦

全自动接头机械手ROBOspin数据（选配）

配备全自动接头机械手
ROBOspin的机器宽度

1586毫米

压缩空气
最小供应压力 7巴

安装功率 2 x 0.48千瓦

选配件

• COMPACTdrum

• COMPACTeasy

• EliTe®倚丽特紧密纺

• EliTwist®倚丽赛络
紧密纺

• 双纱

• 包芯纱装置

• 竹节纱和变支纱

• 高品质备件套装

• 化纤套装

• LENA锭子

• 75；90千瓦IE4
主电机

• 功率监控

• 单锭监测系统ISM 
Premium

• 全自动接头机械
手ROBOspin

• DOFFlock 

• 配有WILDload
系统的全自动
纱管装载系统
ROBOload

• 粗纱停止装置

• ESSENTIAL

电源连接

额定电压 380－440伏，50/60赫兹
其它额定电压根据要求提供

压缩空气

最小供应压力 7巴

排风量

单侧吸风
单侧或双侧吸风 双侧吸风

6910立方米/小时（1200锭）
9400立方米/小时（1632锭）
10510立方米/小时（1824锭）

带ECOrized吸风管的
单侧吸风风量

7220立方米/小时（1824锭）

所需负压 50－200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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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4®ring环锭纱
纱线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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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4®ring环锭纱是在立达环锭

细纱机上生产的纱线，与其他

环锭纱相比，其特点是质量高

且稳定。Com4®ring环锭纱适

纺所有纱支范围，从粗支到高

支纱，且对各种纤维的通用性

强。Com4®ring环锭纱的独特之

处在于高强度和稍高的毛羽，

从而具有良好的功能性和穿着

舒适性。纺织成品的优势在于

不透明性好且手感柔软。

纱线特征
• 在原料、纱支和纱线性能

方面具有高度灵活性

• 断裂强度高

• 毛羽丰富

织物外观
• 手感柔软，悬垂性好

• 织物不透明

• 面料设计范围最广泛

典型应用
• 应用广泛

• 外套

• 内衣

• 家纺产品

后道加工优势
• 织造性能好

• 喷气织造时，引纬性能好，
耗气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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