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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库式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技术
改造项目现状与市场分析

倪　远
(纺之缘工作室,上海　２０００６３)

摘要:在解读«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进步纲要»中相关先进适用技术推广项目的基础上,结合

ITMAASIA＋CITME２０１８纺机展展示的纱库式自动络筒机改造为带有管纱自动找头和上纱

系统的自动络筒机的技术改造项目,分析了已经或将要推向市场的４家企业的改造方案技术结

构和应用效应,提出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点,对行业需求与现有市场容量进行预估和展望.指

出:自动络筒机循着纱库式移动小车接头、纱库式单锭接头、托盘式、细络联型自动络筒机的方向

发展,目前属于后３种机型共存时期;认为该项目是本届展会上棉纺装备中最受关注、十分具有

应用价值和行业体量的一个现实项目.
关 键 词:自动络筒机;纱库式;托盘式;自动找头;自动上纱;行业规划;存量市场;结构类型;
应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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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SituationandMarketAnalysisoftheTechnicalReformProjectof
AutoＧfeedingTechnologyofBobbinYarnfortheAutoＧconerwithYarnBank

NIYuan
(TextileSincerityStudio,Shanghai２０００６３,China)

Abstract:Onthebasisofexplainingtherelevantadvancedandapplicabletechnologypromotion
projectsintheOutline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inthe１３thFiveＧyearPlanof
TextileIndustry,combiningwiththetechnicalreformprojectoftheautoＧconerwithyarnbank
displayedatITMAASIA＋CITME２０１８,whichisrenewedastheautoＧconerwiththemechaＧ
nismsofautoＧpiecingＧupandautoＧreelingＧup．TheprojectsofthetechnologicalstructureandapＧ
plicationeffectsbeingapplicatedortobeapplicatedintherenovatedschemesforthefourenＧ
terprisesinthemarketareanalyzed．Thefocusonintellectualpropertyissuesishighlighted,and
theindustrydemandandtheexistingmarketcapacityareestimatedandprospected．Itispointed
outthatthedevelopmentofautoＧconerisorientedwithtrolleypiecingup,singlespindlepiecing
upwithyarnbank,traytype,spinningandwindingcombination,andthecoexistenceperiodof
thelatterthreetypesofconersareatpresent．Itisregardedthatthisprojectistherealityofthe
cottonspinningequipmentinthisexhibitionthatattractsthemostattention,havingbetterapＧ
plicationvalueandbetterindustryvolume．
KeyWords:autoＧconer;yarnbank;traytype;automaticpiecing;automaticreeling;industry
planning;stockmarket;structuretype;application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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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行业规划

在国内纺纱行业存量自动络筒机中,纱库式自

动络筒机的占比较高.随着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及生

产管理要求的日益强化,需要减少依赖人工找头和

上纱的纱库式自动络筒机的比例,增加具有管纱自

动找头和上纱系统的自动络筒机,即加大细络联型

络筒机和托盘式络筒机两种先进适用技术的市场推

广.
在２０１６年９月发布的«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

进步纲要»中有两处提到自动络筒机的“管纱自动生

头及关键装置”项目[１].
一是在该纲要第二部分“十三五”纺织工业科技

进步的重点任务,第三章节的第五小节“先进纺织装

备”中,“推广重点:纺纱机械重点推广”中提及管纱

自动生头及关键装置,到２０２０年规模以上企业应用

比例达到２５％.
二是在具体安排“十三五”纺织工业先进适用技

术推广项目(共１００项,棉纺相关７项)中,第五章节

的第１小节“纺纱机械(第６１~６７项)”的第６３项,
内容见表１.

表１　第６３项内容明细

技术

名称
技术特征及市场需求

实施

效果

２０２０年

目标

２０２５年

目标

管纱

自动

生头

技术

及关

键装

置

管纱采用自动插管、挑
头、生头、输送、络纱、

落筒等工序,具有用工

少、劳动强度低等优点.

该技术是纺织行业提高

劳动生产率、提高自动

化水平,减少用工的关

键技术.主要用于细

络联型络筒机和托盘

式络筒机

比常规

络筒机

降低

６０％~
７５％的

用工

规模以

上企业

应用比

例达到

２５％

规 模 以

上 企 业

应 用 比

例 达 到

５０％

　　可见在«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进步纲要»制定

时,对“管纱自动生头及关键装置”技术项目就有明

确的要求和目标,只不过该项目是针对新增细络联

型络筒机和托盘式络筒机制定的,也许该纲要编制

团队没有估计到仅仅两年时间,行业已经等不及仅

依靠在增量自动络筒机上应用该技术来实现项目应

用目标了.

２　项目现状

行业在用工难、用工贵的背景下,对降低自动络

筒机用工的急切需求,正在推动替代技术方案在存

量自动络筒机上尽快应用.将依赖人工找头和上纱

的纱库式自动络筒机改造为带有管纱自动找头和上

纱系统的自动络筒机,已成为行业的一项现实需求.
近年来,将纱库式自动络筒机改造为带有管纱

自动找头和上纱系统的自动络筒机的技术改造项

目,受到业内多方关注,已有企业开始涉足,有少部

分进入用户试用期.由于涉及纺纱工艺、纺机装备

及改造成本等因素,已经提出的技术改造方案,可能

尚未在性价比方面形成行业共识.即使如此,纺纱

企业对该技术的青睐度超乎预料,这将极大鼓舞研

发企业的热情,有力推进研发进程.
该项目的自动找头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参

照或直接采用已经成熟应用的托盘式自动络筒机的

自动找头系统.依据设计制造水平,单套自动找头

系统的产能约为每分钟２０个~２５个管纱,因此对

于大部分线密度纱线,６０锭~７２锭的自动络筒机需

要配置１套~２套自动找头系统.在完成找头后的

自动送纱上纱部分,目前已有的技术改造方案就上

纱方式而言,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模仿人工操作

的纱库上纱移动式机械手;二是类似托盘式自动络

筒机的皮带与托盘管纱输送系统,加上单锭式上纱

操作臂.
第一类改造方案对原机的改造较少,相对改造

部件较少,现场施工工作量较小,改造的通用性较

好,适用于多种品牌机型和各种新老型号.同时,由
于保留了原有纱库,与人工操作具有兼容性.但移

动式上纱小车占据较大的值车空间,往复移动需要

智能检测辅助系统,才能保障安全性问题,且在保障

安全性的同时又会显著影响工作效率.移动小车上

纱机械手的工作频次较高,运行可靠性和稳定性相

对较差,维护管理工作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第二类改造方案对原机的改造较多,相对改造

部件较多,现场施工工作量较大,改造的通用性较

差,单锭操作臂零部件较多,对多种品牌机型和各种

新老型号可能需要定制零部件.如果设计不紧凑,
可能会过多占据值车空间.同时由于拆除了原有纱

库,与人工操作不具有兼容性,任何找头、输送或单

锭操作臂故障,都会影响整机或单锭生产效率,且难

以人工补偿.托盘式输送管纱的工作模式较为成

熟,单锭操作臂的运行可靠性和稳定性相对较好.
因此两类改造方案各有利弊,依照不同的侧重

点看,少改造和灵活性,与多改造和可靠性等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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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尚需论证.

３　方案比较

在ITMA ASIA＋CITME２０１８展会上,铜陵

松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锐冠科技有限公

司和江阴凯业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３家企业展示

了纱库式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改造样机,
其中铜陵松宝(见图１)属第一类改造方案,杭州锐

冠(见图２)和江阴凯业(见图３)属第二类改造方案.
杭州锐冠已有少量投入用户应用.

图１　铜陵松宝纱库式

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

图２　杭州锐冠纱库式

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

图３　江阴凯业纱库式

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

　　除了这３家企业外,常州长荣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也已经研发出了第二类管纱自动上纱技术方案

(见图４),并且已经公开发布广告,进入市场少量试

图４　常州长荣纱库式

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

用和营销阶段.
在没有完全定型和规模应用之前,改造成本尚

处于估算状态.如果在改造成本接近的情况下,综
合比较以下项目,４家厂商两类改造方案的优势各

有侧重,见表２.

　　表２　纱库式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结

构类型与应用效应对比

项目 铜陵松宝 杭州锐冠 江阴凯业 常州长荣

改造类型 一 二 二 二

技术思路
少改造,
留纱库

改机型,
弃纱库

少改造,
弃纱库

少改造,
弃纱库

管纱输送
中部连
续输送

下部连
续输送

中部连
续输送

下部连
续输送

上纱形式
移动
机械手

单锭
操作臂

单锭
操作臂

单锭
操作臂

原机改造量 较小 较大 中 中

机型适应性 好 定制 较好 较好

操作臂
工作频次

较高 较低 较低 较低

值车空间占用 较多 较少 中等 较少

人工值车
兼容性

可以 不可 不可 不可

维护便利性 — — — —
改造成本 — — — —
综合性价比 — — — —

　　最后几栏的填写显然不是当下的事,留给时间、
留给市场.

由于各企业设计的具体结构不同,以上的分类

只是简单的归类,表２中的应用效应也是简单的判

断与评估,而且结构与应用效应也在不断改进和完

善之中.
上述研发中的４家厂商都对认为需要知识产权

保护的技术结构申请了专利,已经公开的至少有３０
项,其中常州长荣专利申请起始时间较早、申请数量

较多.
有关知识产权问题,研发企业需要注意的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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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自动找头和托盘输送系统的技术结构这两个部分

国内外多家自动络筒机主机制造厂商都有一些专利

保护.

４　市场分析

将纱库式自动络筒机改造为带有管纱自动找

头、自动上纱的自动络筒机,其主要功能是降低现实

的用工成本.行业以改造附加成本和用工节省成本

为主要依据来计算投资回报期.
事实上这项改造方案,从技术角度看并非真正

意义上技术领域的进步,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补

缺项目,其改造目标机型是市场存量的纱库式自动

络筒机.客观上这项技术的改造方案,在现有产品

中有明确的功能替代机型,即托盘式自动络筒机,因
而对于增量市场来说,一般不会再有用户在新购纱

库式自动络筒机的同时采用这项技术改造方案.除

非新购纱库式自动络筒机加这项技术改造的成本明

显低于托盘式自动络筒机的售价,或者增加了某些

用户需要的附加功能.
这样看来,这项技术改造方案的目标存量市场

已较为明确,且已经或马上就要形成竞争格局,就意

味着这项在研发中、尚未成熟的项目,在没有形成规

模化量产时就已经不是所谓的“蓝海”项目了.
当然,中国的纱锭规模决定了这个存量市场依

然巨大,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体量,将强有力地支撑研

发和应用,并同时为供需双方创造价值.
以下是针对该项目的市场估算,数据并非来自

官方,仅作为示例供参考.
以全国纱锭规模为１．２亿枚计,其中８５％以上

应用了自动络筒机,其中近８０％为纱库式自动络筒

机,以每万纱锭配置３台纱库式自动络筒机计,则纱

库式自动络筒机数量有近 ２４４８０ 台.其中有约

３５％是残值较低不适于改造的老机,预计还有１０％
左右为品种或企业规模结构因素不会改造的机器,
这样可能改造的机台数量约为１３４６０台,以每台改

造费用为２０万元~２５万元计,总的市场容量约为

２７亿元~３３亿元,如果以５a均衡推进完成改造计

算,则年改造销售额中位数可达约５亿元~６亿元,
可见市场容量足够大,就看这块“蛋糕”有多少企业

按何种份额来划分.

５　结语

依照技术进步方向,自动络筒机的发展随着自

身和细纱机技术的发展,循着纱库式移动小车接头、
纱库式单锭接头、托盘式、细络联型自动络筒机的方

向发展.当然,数十年来各发展阶段都有前后机型

共存的局面,现在正是后３种机型共存的时期.
在上述基础上,如果有一种对纱库式自动络筒

机自动化改造形式,既能兼容人工与自动化操作、纱
线品种适应性好,能为市场普遍接受,又在改造成本

方面明显低于托盘式与纱库式两种自动络筒机新机

之间的差价,在性价比上具有优势,那么是否派生出

一种具有过渡意义的“新机型”? 一方面在应用效应

上具有存在价值,另一方面跃升出将要形成的竞争

格局,占据行业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为行业和研发者

创造价值.
除上述４家厂商外,不排除还有处在研发中及

准备研发的厂商,每一家都可能会有若干新亮点,同
时也免不了有曲折.市场竞争将推动该项目尽快成

熟、不断优化,满足市场需求.

２０１８年可以说是“纱库式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

上纱改造技术项目”亮相元年,依照上述分析和估

算,也可算为ITMA ASIA＋CITME２０１８纺机展

上棉纺装备中最受行业关注、十分具有应用价值和

行业体量的一个现实项目.
«纺织工业“十三五”科技进步纲要»提出的是先

进适用技术———细络联型络筒机和托盘式络筒机的

推广项目,以便增加这两种自动化应用程度较高机

型的市场比例,但是在没有大规模扩锭的行业背景

下,增量应用对存量市场比例的增加程度较小.«纲
要»规划目标主要针对规模以上纺纱企业,从目前行

业对纱库式自动络筒机管纱自动上纱系统改造的热

情看,无论企业规模大小,自动化替代改造方案都有

可能应用,这将会使全行业应用比例得以提升,行业

规划提出的应用比例也会提前实现,这将成为新世

纪初集聚纺纱技术项目后,“趋势超越规划”的又一

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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