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 26

凭借灵活设备进行经济型纱线生产

全自动喷气纺纱机J 26

喷气纺

喷气纺纱机J 26



J 26

J 26可配备多达200个纺纱单
元和6个机械手，纺纱单元
实现了接头自动化——这些都
大幅增加了机器的产能和灵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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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纱
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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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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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6

J 26独立运行的机器两侧
及扩展的产品范围提供了
最大的应用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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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的创新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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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6

特殊工艺部件和带异纤检
测功能的立达清纱器Q 20AF
可确保平稳顺利地纺出手感
柔软的100%精梳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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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6显著的
优势

机器两侧独立运行
完全独立的设置和卷装处理

操作简便
敞开式的纺纱箱、条筒、纺纱
单元和卷绕单元在同侧的目视
范围内，便于操作

节能理念
独立驱动的纺纱和卷绕装置，延长
部件使用寿命的横动装置，节省压
缩空气和能耗的解决方案

产能优势
配备多达200个纺纱单元和6个机
械手，引纱速度可达500米/分钟，
占地面积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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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达清纱器
独特的数字化光电清纱技术，
包含喷气纺专用清纱通道和异
纤检测功能

经济的生产
纺纱单元的设计可经济地生产出
100%精梳棉纱，并且可进一步制
成手感柔软的面料

定制化产品
高强力纱线制成手感柔软的面料

接头技术
通过自动接头准备（APP）实现
原纱般的接头，并100%检测接头
质量

优化的卷绕理念
更大的重量、均匀的卷装密度和柔
软的边缘
轻松设置染色筒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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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更高的灵活性
喷气纺纱机J 26 – 100%精梳棉 

喷气纺纱机J 26成功进入机织和针织用100%精梳棉纱的市场。将条筒
置于纺纱单元下方，这一独特的机器设计理念实现了纯棉纺纱。精梳
条子喂入纺纱单元的路径缩短，避免棉条的意外牵伸，确保纱线质量
稳定。全新设计的吸风系统和集棉器可确保牵伸系统在生产期间保持
清洁。这样有助于形成稳定、优异的纱线质量。加捻过程中纤维损
失最少。优异的纤维利用率，较高的生产速度，使100%精梳棉纺纱
的经济性得到提升。带异纤检测功能的立达Q 20AF清纱器检测纱线质
量。 

可生产S捻或Z捻纱线。细支纱用于针织，需要S捻和Z捻交织。Z捻和S
捻交织可提升面料的稳定性（无纬斜）并实现更柔软的手感。J 26采
用特殊的柔软纱设置，最终生产出柔软稳定的优质喷气纺面料，这种
面料在市场广受好评。

如需实现柔软精梳棉纱的经济生产，J 26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棉条从条筒进入纺纱单元的路径较短，避免棉条的意外牵伸 
· 清洁的牵伸系统和纺纱单元有助于达到优异、稳定的纱线质量
·经济的生产包括 加捻区最低的落棉和最高的纺纱速度
· J 26采用柔软纱的特殊设置
· 使用S捻和Z捻的喷气纺纱线生产柔软面料 

100%精梳棉：柔软的精梳棉纱可扩大J 26的
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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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落棉 机物料人工 固定资产能耗

柔软纱设定标准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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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线加工成本
100%精梳棉，30英支，输出速度440米/分钟 

-11.3%

质量和产量并重的纺纱 
Com4®jet喷气纺纱的新型结构实现了高产能

产能提高是由于：
• 多达200个纺纱单元的机器长度
• 多达6个机械手
• 最高生产速度达500米/分钟
• 自动接头准备（APP）

J 26机器理念的优势在于提高机器产能的同时减少对机械手或挡车
工的需求。

柔软的Com4®jet喷气纱

自动接头准备（APP）

J 26特有的APP系统使得纺纱单元可以在质量剪切后进行自动接头准
备。纺纱单元在机械手到达之前做好接头准备。由于大多数断头是
由于质量剪切，因此接头周期能减少一半。接头周期的缩短提高了
接头效率，并使机械手能处理更多的纺纱单元。

使用柔软纱设置，Com4®jet喷气纱和织物可实现柔软的手感。更低
的纺纱气压，更高的引纱速度以及适配的工艺部件可生产出柔软
纱，同时可降低加工成本达10%，并保持低毛羽和良好的抗起毛起
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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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喷气纺纱清纱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立达清纱器Q 10A*和Q 20AF*

凭借15年的经验以及超过一百万个使用中的传感器，立达开发出专用于喷气纺的清纱器。除了标准清纱通道和波
谱图之外，清纱器Q 10A和Q 20AF还具备以下特征： 

• 能快速检测由纺纱喷嘴阻塞引起的纱线表面变化的特殊清纱通道。检测在10米内完成且纱疵极易清除。 

• 与其它清纱传感器不同的是，Q 10A和Q 20AF提供了数字化的直接测量结果。这确保了检测纱疵的最大精确性，
如细小的纱支偏差。 

• Q 20AF清纱器也具有异纤检测功能。深色和浅色异纤可按照设置进行检测。Q 10A的所有其它通道也属于Q 20AF
功能的一组分。标准应用推荐使用Q 10A。对于要求异纤检测的应用，应选用Q 20AF。  

• 特殊设计的波谱图有助于单独设定各个预警和报警极
限，并提供可靠的检测和数据用于分析周期性疵点的
原因。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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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纱线 接头

喷气纺技术 
J 26的S捻和原纱般的接头

立达喷气纺技术可灵活调节，以达到标准纱和柔软纱
的不同纱线特征。此外捻向可选择S捻或Z捻。标准Z
捻适用于所有应用。如果纱支较高，尤其是100%精梳
棉，则使用Z捻和S捻纱能够生产出质量稳定、手感更
加柔软的面料。S捻和Z捻纱交织喂入大圆机，可带来
两大优势。

· 首先，面料质量更稳定，尽可能减少布面纬斜。数次
水洗周期后，面料仍然保持稳定的形状和尺寸。 

· 其次，使用S捻和Z捻纱生产的面料更加柔软。喷气棉
布的手感接近环锭纺面料，但是仍然具有毛羽少、起
毛起球性能好以及耐水洗的优点。

无痕接头

接头的质量是根据纱线质量标准 
来定义强力和外观方面的参数。

J 26的接头过程是自动化的，特点是纱头准备和
渐进式纤维喂入（PFF）。PFF工序纤维集成可达
到最佳的匹配。

清纱器检查每个接头的质量，如直径和长度，
保证接头满足后道加工的所有要求。

左腔为S捻，右腔为Z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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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占地面积

节约成本的理念 
节省空间和能耗，更大的卷装重量及更长的使用寿命 

J 26，1200个纺纱单元（每台机器200 个）

J 26 — 机器长度34米

能耗

与竞争机型
相比更节省

空间

在双面喷气纺纱机J 26的机器下方放置直径为20
英寸的大条筒，与竞争机型相比，在相同产量
下占地面积减少。因而在占地面积相同，建筑
成本和空调成本降低的基础上产能更高。

基于完全独立的驱动理念。发生断头、质量剪
切或进行维护保养时，纺纱单元不会消耗不必
要的电能或压缩空气。

持续监测负压风机增加的能耗。一旦超出了经
济性限制，就会发出警告信息。此功能最高可
节能15%。 

机器长车配备了分区吸风系统，确保了整个机
器长度上的均匀吸风，可以额外节能达5%。

延长部件的使用寿命

此单元配备了独特的专利横动装置。此部件（集棉器、纺
锭、APP喷嘴和清纱器）能缓慢地从一侧横动到另一侧，并
连续地引导条子和纱线。这能显著提高皮辊和皮圈的使用
寿命。因此维护保养工作和备件成本显著减少，从而在更
长时间内确保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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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废棉 机物料 人工 固定资产 能耗

经济性 
经济化生产纱线的方法

在相同的生产占地面积上，产量提高达108%，生产利润提高达128%
高产能结合其他节约成本的理念可以开辟多种以最低纱线
生产成本获得最高利润的应用方案。在相同的占地面积
上，如下例中8500平方米的纺纱厂，与其他喷气纺纱机
相比，J 26的产量提高达108%，生产利润提高达128%。

以占地面积为8500平方米的纺纱厂为例进行计算：
30英支，涤纶/棉40/60%混纺 
原料价格（混纺）：1.336欧元/千克；纱线价格：2.32欧元/千克 

人工成本降低是由于：
• 操作方便的双面机型机器理念
• 节省更换棉条时间
• 利用横动装置减少纺纱单元的维护
• 大卷装减少卷装运输 
• 大卷装减少卷装运输成本

能耗降低是由于：
• 优化的吸风系统，单锭驱动和智能驱动控制
• 压缩空气耗气量减少
• 生产速度快

机物料消耗减少是由于：
• 专利横动装置减少了零备件的消耗数量
• 大卷装减少了空管数量

资金成本减少是由于:
• 占地面积减少 — 每千克纱的照明和空调成本

减少
• 生产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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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机器两侧独立运行
同时生产两种不同品种的纱线

机器独立的两侧包括：

• 独立的机器设定和班次报告
• 独立的吸风通道和落棉收集箱
• 独立的纺纱气压设定
• 独立的空管供给
• 两条卷装传输带

独立的机器两侧操作更灵活，即可以同时生产
两种完全不同的纱线。独立的筒管供应和卷装
运输装置方便了挡车工的操作。进行纺纱试验
和更改生产计划时可节约时间。 

机器左右两侧独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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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经过优化的卷装

采用单独驱动，实现完美的卷
装质量 

采用新的边角成型后，纱线卷装的密度更均匀，边缘
更柔软。这是在机织和针织设备上实现最佳性能的先
决条件。均匀的密度和柔软的边缘确保了卓越的染料
渗透性。

300毫米的卷装直径、重达4.5千克的重量级卷装采用
优化的卷装卷绕功能，减少了落纱次数，从而提高了
设备产能。装运时，能更有效地利用集装箱空间，可
节省约20%的成本。

为卷绕出质量优异的卷装，必须单独在操作面板上进
行设置。高速纺纱需要每个卷绕单元进行单独驱动。
立达J 26提供带单独驱动的圆柱形和4°20圆锥形卷装。
所有参数均可在操作面板上轻松更改。可对以下方面
进行设置： 

• 卷装的纱线长度
• 卷装密度
• 卷装成形过程中的卷绕张力 
• 筒纱尺寸（长度）
• 防叠

卷装宽度参数可根据纱线支数设置。与高支纱相比，
低支纱需要更小的宽度。这样可卷绕出重量最大、卷
绕质量最佳的卷装。所有软边成型的参数均可在操作
面板上激活和设置。只需四个步骤，就可将软边成型
从最大改为最小。这样可减少卷装边缘的纱线积聚，
使卷装边缘更柔软。

卷装密度可通过改变操作面板上的设置来增大。卷绕
角和卷装成形过程中的卷绕张力可逐步调节。这可与
真正的精密卷绕媲美。这样能够以相等的卷绕直径获
得最大的卷装重量。从而节省大约20%的装运成本。凭
借其它设置，还可在同一机器上生产用于染色的松筒
卷装。无需在染色过程前后进行二次倒筒。同时维持
卓越的喷气纱质量。此外还可节省倒筒的成本。

一般来说卷绕需要真正的防叠功能，这一点对于特殊
的卷装直径来说尤其关键。根据纱线长度的不同，通
过改变卷绕角实现防叠效果。这样可避免纱线积聚在
卷装的某一区域，并确保完美的退绕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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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J 26机器由两侧的车身、车头和车尾组成。条筒放
置在机器下方。因此条筒靠近对应的纺纱单元。挡
车工在检查纺纱单元、棉条喂入及换筒时对所有情
况一目了然。

条筒的尺寸和大容量的筒管库能显著降低挡车工的
工作量。 

棉条从条筒到牵伸单元的路径短，这样消除了发
生意外牵伸的风险。这对细支棉条的高速牵伸极
其重要。

操作简便
清晰、简单的操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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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挡车工可边巡逻边查看条筒、纺纱单元和卷绕单元的情
况。这样就能立即识别和执行换筒等操作。 
全新的开放式纺纱喷嘴，可进一步加快机器操作。如果挡
车工有需要，可快速、轻松地打开纺纱腔进行纺锭头的清
洁。然后再迅速恢复纺纱单元的生产。 

简单的纺纱单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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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机器参数
全自动喷气纺纱机J 26

尺寸

纺纱单元 节段 机械手
长度[毫米]

机器总长度/每侧的最小操作空间

宽度[毫米]

机器总宽度/每侧的最小操
作空间

40 2 2 11597/3500

3063/600

100 5 4 20512/3500

120 6 4 23217/3500

160 8 4 28627/3500

160 8 6 29229/3500

200 10 4 34037/3500

200 10 6 34639/3500

条筒高度/直径 
[毫米]

高度[毫米] 
机器总高度

起重机高度[毫米]

1070/不超过500 3190 3610

1200/不超过500 3320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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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ter . 喷气纺纱机J 26

工艺参数

原料 纱线支数 纤维规格

100%纤维素纤维 14.7 – 24.6特克斯 24 – 40英支 24 – 40公支 >1.3分特 – ≤1.5分特 

100%纤维素纤维 11.8 – 37特克斯 16 – 50英支 27 – 85公支 ≥1.0分特 – ≤1.3分特

100%超细纤维素纤维 8.4 – 24.6特克斯 24 – 70英支 40 – 118公支 <1.0分特克斯 

100%精梳棉 19.7 – 12特克斯 20 – 50英支 50 – 85公支 ≥1 1/8英寸，马克隆值≤4.3 

精梳棉和纤维素纤维的混纺 
精梳棉和涤纶（涤纶≤50%）的混纺 14.7 – 29.4特克斯 20 – 40英支 34 – 68公支

纤维素纤维和涤纶（涤纶≤80%）的混纺 11.8 – 24.6特克斯 24 – 50英支 40 – 85公支

机器参数

总牵伸 机械43 – 317
工艺170 – 220

总纱支 8.5 – 37特克斯/16 – 70英支/27 – 116公支

最大引纱速度 使用圆柱形卷装卷绕时的最高引纱速度可达500米/秒，使用4°20圆锥形卷装卷绕时的最高引纱速度可达480米/秒

纺纱腔 标准纺纱箱；开放式纺纱箱；Z捻和S捻纺纱箱

纺锭 根据纱支不同，陶瓷纺锭头规格为0.9/1.0/1.2毫米

卷装形式 圆柱形或圆锥形4°20*

卷装尺寸 圆柱形卷装，直径达300毫米，重量达4.5千克
圆锥形卷装4°20*，直径达240毫米

筒管库容量 最多412个筒管（每侧最多206个筒管）

上蜡装置* 大蜡块重160克，单独驱动

机器设计 双面机型，节段结构

锭距 260毫米

驱动理念 纺纱单元和卷绕单元采用独立驱动

卷绕装置 卷绕单元使纱线呈线性排列，边角成型使纱线卷装的边缘更柔软

条子和纱线横动系统 条子和纱线在牵伸区的横动距离为3 - 4毫米

机器两侧独立运行 机器每侧不同的品种设置和报告，
两个卷装运输皮带和独立的筒管输送装置

机械手 最多6*个机械手（每侧3个）或4个机械手，带“预备6个机械手”选项

自动接头准备 控制纺纱单元在质量剪切后停止，纱疵被去除，纺纱单元将纱头准备好用于接头 

立达清纱器Q 10 A*
和Q 20AF*

数字化光电传感器适用于纱线支数16 – 70英支， 
特殊喷气纺清纱通道和Q 20AF*，含异纤检测功能 

ESSENTIAL* 纺纱厂管理系统

*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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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4®jet喷气纱
纱线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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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4®jet喷气纱由立达喷气纺纱

机生产，利用压缩空气形成的气

流将纤维包缠在一个平行的纱芯

上而成纱。纱线特征是毛羽少、

纱体蓬松。和其他喷气纺纱线相

比，其突出特征是无痕接头和柔

软的手感。后道加工因极少的飞

花以及相同颜色强度浆料需求少

而获得众多优势。纺织成品的起

毛起球率低、耐水洗性和尺寸稳

定性好，因而品质突出。

生产过程中的优势
•  相同颜色强度浆料需求少

• 减少粘连倾向

• 减少灰尘与纤维飞花的产生

典型应用
• 一般针织服

• 外套 

• 内衣

• 床上用品

织物外观
• 起毛起球率低

• 吸湿性高

• 耐洗涤

纱线特征
• 毛羽少

• 纱体蓬松

• 低纤维脱落率

• 耐磨性高

23



www.rieter.com

Rieter Machine Works Ltd.
Klosterstrasse 20
CH-8406 Winterthur
T +41 52 208 7171
F +41 52 208 8320
machines@rieter.com
aft ersales@rieter.com

Rieter India Private Ltd.
Gat No. 768/2, Village Wing
Shindewadi-Bhor Road
Taluka Khandala, District Satara
IN-Maharashtra 412 801
T +91 2169 304 141
F +91 2169 304 226

本资料中的图片、参数及与之相关的参数资料
为即期发行物。 立达保留根据需要随时对有关
参数进行修改并恕不另行通知的权利。立达系
统和立达创新产品均受到专利保护。

2887-v5 zh 2108

立达（中国）纺织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河海西路390号
邮编：213022
电话： +86 519 8511 0675 
传真： +86 519 8511 06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