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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CSA G3 喷气织机控制系统简介 

 

LCSA G3 喷气织机控制系统及 GT4 控制台是艾诺科技有限公司集多年喷气

织机电控系统研发经验基于 LCSA 最新研制开发的新一代喷气织机控制系统，具

有以下主要特点： 

 全新优化设计的线路板，集成度高，稳定可靠 

 采用先进的 CAN 通信方式，功能扩展方便 

 电箱内元器件排列更加科学合理，独立电源，抗干扰好 

 采用高分辨率彩色触摸式 LED 背光屏幕，显示清晰，触感灵敏 

 全新设计的菜单画面，参数修改更加方便 

 多达 8 色引纬 

 新加入 IC 卡钥匙功能，不同的操作人员设置相应的操作权限，防止重要参数

随意更改 

 软件升级方便快捷 

 

注意事项： 

1． 禁止带电插拔电子元器件和线路板。 

2． 插拔线路板注意对齐插口以免损坏插针甚至损坏线路板。 

3． 插拔线路板时禁止油污接触。 

4． 更换电气元件请在断电 3 分钟后进行。 

5． 电气连接请在断电后由相关电气技术人员进行。 

6． 注意伺服驱动器、变压器等高温部件。 

7． 保持电箱清洁。 

8． 非经本公司授权严禁用户在本系统上接线、扩展功能或进行改造，否则一切

后果由用户负责。 

 

二、 GT4 控制台简介 

GT4 控制台是操作者同 LCSA G3 喷气织机控制系统之间的人机对话界面，

用户通过控制台设定织机和储纬器等的工作参数，选择特定功能，分析生产报告

和检查报警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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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4 控制台具有以下特点： 

 大屏幕高清晰液晶显示，显示效果好 

 LED 背光，亮度高，寿命长 

 采用触摸式操作 

 采用 CAN 通信方式 

 可插 U 盘 

 全封闭式外壳 

 

注意事项： 

1. 禁止用尖锐物体触碰屏幕 

2. 禁止敲击、踩踏屏幕 

3. 禁止溅水 

4. 避免剧烈的撞击和震动 

5. 未经授权不得拆卸 

 

三、 GT4 运行画面 

1. GT4 运行画面 

 

 

 
 

 

主菜单按钮 

挡车工快捷按钮 

织机和织造

信息显示 

菜单信息显示 

用户卡级别信息 日期/时间 

报警信息按钮 主画面按钮 回退按钮 

存储器连接状态 

读卡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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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织机和织造信息显示 

在织机和织造信息显示区域显示的信息有： 

主轴角度：动态显示当前主轴的角度，数值不断变化。当织机停止时显示织机主

轴的停止角度。如果显示角度与主轴刻度盘的角度相差 4 度以上请重新校准编码

器。 

当前车速：显示当前织机实际的转速。 

机上布长：显示自上次落布后织机上所织造的布匹长度。 

当前班次：显示当前的班别。 

当班效率：显示当前班别的织造效率，该数值为当班的织机运行时间与当班实际

时间的比值。 

通电时间：织机电源开关上电后到现在的时长。 

织物定长：显示设定的织物定长。当机上布长到达这一设定值时织机按设定停机

或继续运行。 

落布预测：显示机上的布长到达设定布长的剩余时间，此时间根据织机效率会有

变化。挡车工可以根据预测时间提前作好落布准备。 

了机预测：显示整个经轴织完的剩余时间。此时间根据织机效率变化。 

注意：更换经轴时需要准确输入经纱的长度才能使了机预测时间更精确。 

剩余经纱：显示经轴剩余的经纱长度。由于经纱伸长等的原因，此数值与实际值

会有误差，此误差可用参数“经纱交织率”来补偿。如果更换经轴时没有输入长

度，则剩余经纱长度会显示负数。 

选纬指针：动态显示当前投纬的花型步骤序号，停车时显示所处的步骤序号。过

0 度时变化，显示即将要引纬的纬序号。 

多臂指针：当由系统来驱动多臂，并且是运行带多臂花型时显示当前投纬的花型

步骤序号，停车时显示所处的当前位置。步骤序号，停车时显示所处的步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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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画面按钮介绍 

主画面按钮。 

在任意一级菜单画面按此按钮将回到正常运行时显示的主画面。 

 

回退按钮。 

点击回到上一次操作的画面。 

 

报警信息按钮。 

图标红色表示有报警信息，灰色表示没有。按下后会显示所有的报警信息。 

 

 

 

注意：如果是严重报警，系统会锁定织机，这时需重启系统。重启请点击左下角

按钮。如果重启后报警仍然不能消除，请检查并排除故障。 

 

主菜单按钮。 

在任意一级菜单画面按此按钮将进入主菜单画面。 

 

挡车工快捷按钮 

底下一排显示的 3 个按钮是挡车工常用的功能按钮。此 3 个按钮在主菜单中也可

以找到。 

点击此处按钮重启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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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布按钮 

按下此按钮将进入落布呼叫画面。如下图。 

 

此画面可以观察当前布卷的长度（从上一次落布到当前时间）以及预计落布时间。 

当按下“落布”按钮时当前布卷长度将清零，清零方式＝当前布长-定长。也就

是说如果当前布卷已很长的话，可能需按几次才会完全清零。当前布长小于定长

的话会直接清零。 

当织机有故障时可以按下“呼叫检修”按钮，相应的信号灯闪亮，呼叫机修工进

行检修。再次按按钮信号灯熄灭。 

 

手动换班功能 

 

 

 

 

 

 

 

 

 

当操作工交接班后可以按此按钮以切换到当前班别。织造的统计数据也将从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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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别开始重新计算。 

如系统设置了自动换班功能后，此按钮变为灰色不能使用。 

 

手动送经/卷取按钮 

此按钮在上了机或需要进行织口调整、张力调整时使用。按下后画面如下图。 

 

画面上有实际张力的显示 

手动操作速度可以设定，范围为 1-10，数值越大，卷取和送经的操作速度越快。 

旁边有“经轴 1”、“经轴 2”和“卷取”的复选框，勾选到的按前进或后退按钮

才会动作，不勾选的不会动作。 

注意： 

① 按前进或后退按钮前请确认勾选的是正确的，以免选错后产生不必要的梭口移动造成坏

布。 

② 在送经卷取操作动作时请观察实际张力和设定张力的差异 

③ 手动操作速度不宜过大，仅需微量移动时请设定较小的手动操作速度值。 

此按钮在织机正常运行时无效。 

 

4.其它信息介绍 

屏幕左下角为操作者及 USB 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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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标非功能按钮，仅显示相关信息。 

表示有 IC 卡插入，并显示相应的操作者类型。 

表示没有 IC 卡，此时操作者为挡车工。 

 

操作者类型有：（权限从低到高） 

Weaver（挡车工，不需 IC 卡） 

Fixer（机修工，蓝色卡） 

Manager（生产管理者/厂长，绿色卡） 

OEM service（主机厂服务人员，橙色卡） 

ROJ service（ROJ 服务人员，粉色卡） 

Admin（系统管理员，红色卡） 

 

不同的操作者具有不同的权限，除了挡车工外都需要使用相应的卡片才能进行相

应的修改操作。 

生产管理者应严格管理 IC 卡片，限制无关人员进行数据更改。 

 

读卡器状态 

蓝色表示读卡器正常；灰色表示读卡器故障。 

 

存储设备连接状态 

图标蓝色表示 GT4 插有 U 盘且正常识别，灰色表示没有 U 盘或没有正常识别。 

 

屏幕的右下角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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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菜单说明 

按下 按钮后将出现如下主菜单画面。 

 

各种操作者所需的功能都能在主菜单内找到。 

例如管理者常用到织造报表； 

主机厂技术员常用到出厂配置、运行参数等； 

机修工常用到运行参数、花型编写等； 

挡车工常用到落布呼叫、手动送卷等。 

 

下面按使用者所需功能详细说明各个按钮。 

1． 生产管理菜单 

   织造报表按钮 

此按钮按下后

将显示如右画

面，该菜单包含

了各种织造数

据及各种操作、

系统正常异常

事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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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产数据 

当前班次 

 

当前班报表之常规画面：显示当前班的打纬次数、产量、运行时间、效率和总停

次数等。 

 

 

当前班报表之停车详细画面：显示各种原因的停车次数，总停车时间、单次平均

时间、所占百分比等。 

这个画面能充分分析出效率不高的原因，管理者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提高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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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记录 

可以比较相同品种或相同条件下各个班别之间的效率差别，也可以比较相同品种

或相同条件下机台的差别，从而找出机台效率不理想的原因。 

 

找到想要查看的记录开始点击“按班汇总”进入查看。可通过“→”和“←”向

前或向后查看此班其它时间区域内的织造报表。 

点击“按天汇总”，可查看从此记录开始的日报，可通过“→”和“←”向前或

向后查看每天的报表。 

点击“按周汇总”，可查看从此记录开始的周报，可通过“→”和“←”向前或

向后查看每周的报表。 

点击“保存记录”可以将这些记录储存到Ｕ盘上（需插入Ｕ盘）。 

 

当前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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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布卷开机报表画面：显示当前布卷的长度、效率和停车次数等，也可以了解

各种原因的停车次数和停车时间，从而可以了解品种的织造难易情况，影响效率

的主要原因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落布记录 

 

织机的每一次落布将被系统记录下来，不但可以统计整个织轴所织造的布匹长

度，也能比较每匹布的织造时间和效率情况，从而可分析出生产是否正常。 

 

② 事件记录 

事件记录 

 

在织机上进行的各种操作、更改以及所有的报警信息、正常事件等都将被记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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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存储器中。此记录不可删除。 

事件记录也可以保存到外部存储器中，以便进行远程诊断。 

管理者可以查看操作记录，有利于生产管理；设备维护人员可以重点查看设备故

障信息和报警信息，有利于织机的维护修理。 

 

③ 手动/自动换班设定 

换班设定在“织机配置”→“换班设定” 

换班设定 

 

 

客户可以根据工厂的开班情况自己设定换班时间。 

班次数量：可设定 1-10 个班次,分别用字母表示：从 A 到 J。 

自动换班：勾选时系统自动根据时间切换班别，此时手动换班按钮变为灰色。手

动设定每个班开始切换的时间，例如：“班别 A，开始: 0 时 0 分，时长:8 时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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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从 A 班从 0：00 分开始，此班工作时间为 8 小时。 

如果每天的开班情况是一样的，可以在设定好某一天的换班时间后按“复制到每

天”按钮。 

按“清除所有”按钮清除所有班别的预设换班时间。 

 

2. 织机配置菜单 

出厂配置 

按下出厂配置按钮将出现如下画面。此画面中有些参数的更改需要特定的权限，

一般用于生产喷气织机的主机厂人员进行设置。在织机出厂时已经由主机厂设定

好机器配置参数，用户不能更改。用户如果要进行配置更新或进行功能扩展，请

联系织机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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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常规配置 

常规配置 

 

常规设定画面如上图。 

 

储纬器数量： 

可选项： 2,3,4,5,6,7,8 

根据织机配备的储纬器数量进行选择 

注意：改变设定时用指尖轻触复选框下拉箭头，在选择画面上选中数字后点击

确定，点击 放弃。以下同。 

 

储纬器通讯： 

可选项： 标准通讯，Can 通讯 

标准通讯：串口通讯协议， 适用于普通储纬器。 

Can 通讯:  CAN 通讯协议，适用于 CAN 通讯专用储纬器。 

 

送经和卷取：选择送经和卷取的类型。 

可选项： 全机械，电送 1，单经轴电送+电卷，双经轴电送+电卷 

全机械：表示织机的卷取、送经机构都为机械式。 

电送 1：表示织机卷取为机械式，送经为电子式。 

单经轴电送+电卷：表示单经轴织机，卷取和送经皆为电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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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经轴电送+电卷：表示双经轴织机，卷取和送经皆为电子式。 

 

多臂的配置： 

可选项： 凸轮开口，驱动电子多臂，凸轮开口 1661 型 

根据织机开口装置的类型选择。 

凸轮开口：普通凸轮开口装置或非本系统驱动的多臂开口装置 

驱动电子多臂：本系统驱动的多臂开口装置。 

凸轮开口 1661 型：带平综装置的凸轮开口装置 

 

手刹车开关：根据手动刹车的开关类型进行选择。 

可选项： 开关，按钮 

在织机停止时打开手动刹车可以手动盘动主轴，此时系统会报警提示。正常运行

请勿打开手动刹车开关。 

 

停车按钮类型： 

可选项： 常开，常闭 

根据停车按钮类型进行选择。一般均为常开型按钮，连接时左右两边按钮用并联

的接法。如为常闭型按钮，采用串联的接法。 

 

织机编号：输入织机的编号，在联网采集信息时可以用来区别和编组。 

 

探纬板选择： 

可选项： 外接探纬板，ROJ 

外接探纬板表示使用非 ROJ 生产的探纬板。 

ROJ 表示由 ROJ 生产的探纬板，可直接插在主板上。 

 

I/O 扩展板： 

增加输入输出信号接口数量。需安装 ROJ 的 I/O 扩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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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电送电卷 

电送电卷 

电送电卷画面如图： 

 

常规 

伺服马达类型：根据选配的伺服驱动器选择正确的选项。 

可选项：松下，LotusW 

本系统标配为 LotusW（蓝色的马达）。如果错误设定为松下，则系统会中断和

LotusW 的通讯，也就是说，显示屏上无法输入马达参数以及显示马达的报警信

息。 

 

手动操作速度：可输入 1-10,缺省为 5,该数值越大则按手动卷取/送经按钮时送经

卷取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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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经 1 

张力零点校正： 

用于对张力传感器进行零点校正。方法为在经纱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在方框内输入

0，再察看此时实际张力值，将实际张力值输入张力零点校正的方框内，此时实

际张力被校正为零。 

 

织轴卷径补偿： 

单后梁时，当随着经纱的减少，引起经纱和后梁的夹角的变化导致张力传感器的

检测必须进行不断的修正才能正确反映经纱的准确张力时，需要启用此设定，对

于双后梁则不存在此情况，所以一般设定为 0，表示不启用此功能。 

 

齿轮箱减速比： 

设定送经系统的减速比，即送经马达和织轴的转速比。 

此值不可随意更改，设定错误会影响系统对织轴直径的计算及其它不可预

计后果，例如送经张力不稳定等。 

 

传感器满量程： 

此值应与所用张力传感器的额定量程一致。最大为 1000 公斤. 

 

传感器灵敏度：2.0mv/v 

此值设定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请参照张力传感器的说明进行设置，设置错误将

引起送经张力误差。标准张力器的值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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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受力比： 

此值设定传感器的实际受力与经纱张力的比例关系，与后梁位置和织机的固有设

计有关。勿改动。 

 

传感器增益： 

传感器信号放大倍数，系统会自行判断，勿改动！ 

 

Kp 张力因子： 

设定系统张力调节的积分常数，不可以更改此设定！！！错误的设定会导致系统张

力调节紊乱。 

 

Ki 张力因子： 

设定系统张力调节的微分常数，不可以更改此设定！！！错误的设定会导致系统张

力调节紊乱。 

 

马达旋转方向： 

可选项： 逆时针、顺时针 

设定送经马达正常送经时的转向。更改会引起送经马达转向相反。 

 

送经 2  

在双经轴织机时可用，菜单同送经 1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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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取 

卷取辊的直径：此值为卷取辊的直径，包括卷取辊表面的糙面橡皮。 

注意：此值禁止更改！更改数值会引起纬密错误。 

 

齿轮箱减速比：设定卷取马达和卷取辊的转速比。 

注意：此值禁止更改！更改数值会引起纬密错误。 

 

卷取马达转向： 

可选项： 逆时针、顺时针 

织机正常运行时卷取马达的转向，此值更改会引起卷取辊转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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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引纬配置 

引纬配置 

 

常规 

辅助主喷： 

根据织机实际配置进行勾选。 

 

剪切喷： 

根据织机实际配置进行勾选。 

 

辅喷： 

输入辅助喷嘴电磁阀的数量，根据实际的辅喷阀数量输入。 

 

拉伸喷： 

根据拉伸喷嘴电磁阀的数量输入，零表示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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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设定 

设定各个控制阀以及储纬器的打开和关闭延迟时间。 

设置范围：0－20 毫秒     默认值：6 毫秒 

电磁阀打开和关闭的实际动作角度相对于目标角度的延迟，系统根据这个延迟参

数进行角度校正，以保证实际动作角度就是设定的目标角度。 

 

储纬器放纱： 

设置范围：0－20 毫秒     默认值：6 毫秒 

储纬器电磁针实际动作角度相对于目标角度的延迟，系统根据这个延迟参数进行

角度校正，以保证储纬器实际动作角度和设定的目标值一致。 

 

 

自定义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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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扩展性较好，喷嘴电磁阀可通过加插电磁阀板（每块电磁阀板可控制 18

个电磁阀）进行扩充，而且插脚没有固化，用户可以自己定义输出，这使得在有

多余的控制回路时，用户可以自由分配输出做其它用途；或者在升级引纬数时节

省电磁阀板。 

 

推荐设定： 

系统根据织机配备的主喷、辅助主喷、辅喷等数量自动分配资源。 

 

清除所有： 

取消原来的资源分配，清除后需重新分配。 

 

在测试的纵栏右侧选方框，相应的电磁阀会动作，用户可测试电磁阀的好坏。按

“停止测试”按钮后动作停止。 

 

④ 主马达/刹车 

主马达刹车 

 

常规 

织布机车速：更换皮带盘（车速变化）时，设定大概的车速，系统根据车速会算

出相应的参数，保证第 1 纬引纬成功。织机运行后系统将立即测出织机的实际转

速，并自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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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找纬启用： 

勾选后织机会在纬停后自动慢速逆转，使织口内的断纬可以拉出。 

 

关闭正转计圈： 

织机停止后如果正转点动，系统会自动进行计数，在按下运行按钮后织机将自动

逆转相同的圈数再开始运行。 

勾选后关闭此功能。默认为勾选。 

 

多臂信号编码 

当纬密信号由外部设备（例如多臂）来控制，且超过 3 种纬密需要使用编码方式

表示纬密的时候勾选此处。 

 

 

刹车电流调整 

加速电流快车： 

织机正常运行时刹车电流值，一般不需更改。请根据所配的刹车的额定驱动电流

设定。设定值太大会引起刹车线圈过热，甚至烧毁刹车！ 

 

加速电流慢车： 

织机点动时的刹车电流值，一般不需更改。 

 

保持电流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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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机停车时的刹车电流值，一般不需更改。 

高压刹车时间： 

织机正常运行刹车时的瞬间高压时间，一般设定为 200 毫秒，设定值太大的话容

易引起刹车线圈过热，甚至烧毁刹车。 

 

 

编码器 

旋转方向： 

可选项: 顺时针、逆时针 

该选项与编码器安装方式有关。先使主轴机械转向正确，查看屏幕显示角度变化

与刻度盘变化一致，说明编码器方向正确，否则需改变选项。 

 

校正编码器： 

松开刹车，选将织机主轴盘到 0 度（钢筘处于前死心位置），关闭手动刹车。 

机械角度＝0 度不要随意更改。 

勾选开始校正，松开编码器齿轮并转动，当快接近零度时，4 个信号灯逐渐点亮；

当信号灯全部点亮时即表明编码器已到达 0 点，旋紧编码器齿轮，校正完成。退

出此菜单编码器校正功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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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电子多臂 

当多臂的配置为“驱动电子多臂”时此按钮有效。 

 

电磁铁和综框对应： 

可选项：正序，反序 

正序表示多臂的电磁铁线圈 1 和综框 1 对应并顺序对应下去。 

反序表示多臂的电磁铁线圈 1 和综框 16（或 20）对应并按序对应下去。 

 

正在使用的电磁铁： 

按实际用到的综框数进行点选。如果某片综框的电磁铁损坏，可跳过此电磁铁，

不使用此片综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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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织机运行参数设定 

与织机运行相关的设定是运行参数菜单。此画面是用户使用最多的画面，可设定

引纬、送经卷取、织物纬密、停车档等参数。 

运行参数 

按下运行参数后显示如下画面。 

 

 

储纬器 

储纬器参数设定画面如图。 

 

常规 

放纱长度： 

根据织造门幅设定所需的放纱长度（68-501），以厘米为单位。设定之后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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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在下边的“放纱圈数”显示数字（2-12），表示每纬放纱圈数。“绕纱鼓径”

显示字母（A-E），如“D”表示鼓片需固定在刻度“D”。 

注：有些放纱长度可以有不同的放纱圈数跟绕纱鼓径组合，强烈建议使用最少圈

数和最大鼓径的组合。 

 

最高速度：设定范围为 500-7200，缺省值为 7200 转。虽然储纬器具有智能转速

调整功能，但如果由于各储纬器投纬比例差异太大超出智能调整范围而产生急加

速急停的现象，可以降低最高速度的设定，调整原则是在保证储纬器上的纱不抽

空的情况下最高速度越小越好。 

 

预绕圈数：设定在储纬器绕纱鼓上预绕的纬纱圈数，设定范围为 12-68 圈。 

推荐设置方法：根据纱的支数，设置纱圈之间的间距尽可能小，同时设置较高的

预绕圈数，注意不要使纱在止纱针部位重叠。一般储纱要达到整个绕纱鼓长度的

四分之三。 

 

马达转向：S 向，Z 向。 

根据纱线的捻向来设定储纬器转向。当改变旋转方向时，必须重新调节纱圈间距

设置。（储纬器分纱间距调节方法见储纬器说明书） 

 

加速度值：高，低，极低 

此选项是针对纬纱花型对储纬器的转速所进行的优化，以避免储纬器频繁加减速

造成制动电阻发热及纬纱退绕张力变化过大。 

 

设定好某一储纬器的参数后，如果其它储纬器设置相同或相似，可以用复制功能。 

按“复制”按钮会出现如下画面，可将当前储纬器设定值复制到任意其它储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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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 

检纱感度：可选项 低，高。 

设置储纬器纱线传感器灵敏度。仅仅当纱低于 50dtex，或者是光亮、透明的纱时

设置为高灵敏度。 

 

毛羽过滤：设定范围 40%-80%，缺省为 60%。 

在织棉纱类带有毛羽的纬纱时，为防止纱线上的毛羽和纱线上飞出的灰尘使得纬

纱计长出错，将此数值提高到 70%或 80%。当出现长纬现象（多放一圈纱时），减

少这个数值到 50%或 40%。在纬纱飞行时间不稳定时，也应减少这个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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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纱停车：可选项 关，2，3，4，5 

储纬器尾部断纱自停的设置。设置储纬器收到纬纱断头信号后通知织机停车的反

应时间。 

“关”表示筒纱断后不通知织机停车，“2”表示连续 2 圈检测到断纱后通知织机

停车，以此类推。建议设定为 2，可在筒子断纱时最快停机。 

 

外部自停：由外部断纱传感器来控制断纱自停功能。 

设定范围和参数意义同断纱停车相同。 

 

双圈检测：可选项 开，关       默认值：开 

双圈检测功能用于防止在储纱鼓末端由于纱圈重叠造成的长度计量错误。仅在出

现长纬（多放一圈纬纱）的情况下，或者非常不规则的引纬时间情况下（花式纬

纱）设为关。 

 

 

纬纱制动器 

选配型号：HP 型。喷气织机标准配置为 HP 型。 

 

工作模式：可选项 加强无拉回，普通有拉回 

此设定是针对普通类型的纬纱制动器。无拉回表示没有拉回的动作，有拉回表示

每一纬制动器自动进行拉回的动作。此拉回的动作可以消除纬纱入口处的纬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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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杆力量：可选项 关，1-9 

设定为关，纬纱制动器不作用，设定为 1-9，纬纱制动器的制动效果由弱到强。

注：纬纱制动功能使用后纬纱到达角会有延迟，如影响引纬请调整引纬参数。 

 

纬纱拉回：可选项关，低，中，高             

在纬纱被织机剪刀剪断时，拉回纬纱避免纬纱露出喷嘴。 

此设定打开或关闭纬纱拉回功能。 

注：在宽幅织机上，纬纱拉回功能要启用，一般在“轻，中，强”中选择，因为

宽幅需要拉回功能来最后将纬纱拉直。 

在窄幅织机上纬纱拉回功能不需要打开，因为窄幅一般只需要纬纱制动功能来减

小纬纱的峰值张力。 

 

制动起点：设定范围 0，0.5，1，1.5，2，……14.5，15 

设定纬纱制动器摆杆开始动作时间，设置越大，纬纱制动越早。 

 

摆动幅度：可选项 关，1，2，3，4，5 

设定纬纱制动时摆杆摆动的动作幅度，数值越大，动作幅度越大。 

 

纬纱类型：单纤细丝，低捻多股化纤，棉/羊毛，多股化纤，低捻棉/羊毛 

设定织机织造的纬纱类型。不同的纬纱类型对应不同的摆杆力量组合。 

 

摆杆力量：关，1，2，3，4，5 

设定纬纱制动器的制动力，数值越大制动力越大。 

注：针对不同的纬纱类型，摆杆力量从 1-5 的实际大小范围也不一样。所以“纬

纱类型”和“摆杆力量”两个参数的组合决定了摆杆的实际制动力量。也就是说，

针对每一种纬纱类型都可以设定 5 种不同的摆动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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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软件版本： 

显示储纬器的软件版本 

 

断纱传感器脏污程度： 

显示储纬器断纱传感器的脏污程度，正常值为 6 左右，如果数值超过 30 将会报

警。此时用户需用干净柔软的棉布擦拭断纱传感器窗和反光镜。如果数值仍旧较

大，需重新校正传感器。先确保传感器窗和反光镜已擦拭干净（纬纱拉掉），安

装位置保证正确，然后按住储纬器按钮 10 秒以上（指示灯快速闪烁后松开）以

校准传感器灵敏度。 

 

放纱传感器脏污程度： 

显示储纬器放纱传感器的脏污程度，正常值为 6 左右，如果数值超过 30 将会报

警。此时用户需用干净柔软的棉布擦拭放纱传感器窗和反光镜。如果数值仍旧较

大请校准传感器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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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圈放纱角度 

此画面可以察看储纬器放纱时每一圈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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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纬参数 

 

常规设定 

慢引纬延迟角度：设置范围：0－359     默认值：180 

设定在慢引纬的情况下各电磁阀打开的延迟角度。 

 

第一纬延迟角度：设置范围：0－359     默认值：50 

设定织机正常开车时第一纬各电磁阀延迟的角度。 

 

慢引纬 

勾选项，一般在上新轴开车时用。勾选后正点动织机，织机会按慢引纬的方式工

作，正常开车时勿勾选此项。 

 

 



无锡艾诺科技有限公司                                                             －34－ 

 

 

色 1/2/3/4/5/6/7/8 

此画面是设定储纬器、辅助主喷、主喷、剪切喷、辅喷等打开和关闭的时间。按

下方的滚动条可显示后面的其它的电磁阀。 

 

 

推荐设定: 

自动设定各电磁阀的开闭时间。在“引纬开始点”中设定好“气阀打开”和“打开

持续”，在“引纬结束点”中设定好“气阀打开”和“打开持续”，确认后系统会自

动分配各个电磁阀的开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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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复制”按钮可以方便地将当前的引纬配置复制到其它色。 

 

探纬设定 

 

常规 

短纬检测 

打开：勾选为启用 

探纬窗开：设置范围：0－359     默认设置：200 

设定探纬窗口的打开角度，即从该角度开始纬纱达到视为有效。 

推荐：用频闪仪观测纬纱到达角 Tw，探纬窗开可设定为 Tw－20. 

探纬窗关：设置范围：0－359     默认设置：310 

设定探纬窗口的关闭角度，即从该角度以后到达的纬纱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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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纬检测 

打开：勾选为启用 

检测第 1 纬：勾选表示开车后第 1 纬探测，否则第 1 纬不探测，主要用于弹力纱。 

探纬窗开：设置范围：0－359     默认设置：210 

设定探纬窗口的打开角度，即从该角度开始检测到纬纱信号视为长纬。 

探纬窗关：设置范围：0－359     默认设置：310 

设定长纬探纬窗口的关闭角度，即从该角度以后检测到的纬纱信号视为无效。用

户可根据纬纱的实际到达角来调整设定。 

织机正常织造时探纬功能应启用。在上机时或调试时可以临时关闭。短纬探测关

闭时蓝色指示灯会常亮以提醒操作者。 

 

 

探纬设定 

本页设定探纬器的检测参数。 

短纬检测： 

设定值：标准设定为6（当纬纱信号少于6个脉冲时视为短纬）. 

灵敏度：标准设定50（仅当使用ROJ探纬板时有效）. 

到达过滤：标准设定1（表示第1个脉冲被怱略，不视为纬纱信号）. 

实际最小值：显示检测到的最小脉冲数。 

实际平均值：显示检测到的平均脉冲数。 

 

注意：发生检测错误（纬纱飞行异常织机却不停）时，请先调节探纬板上的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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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旋钮。 

一般实际最小值应在12－15左右，如果差异太大，请调节探纬板上的灵敏度旋钮

使得实际最小值保持在12－15. 

上述调节完成后，可将脉冲数（设定值）增大；发生空关车（纬纱飞行正常织机

却停车）时将脉冲数减小。 

 

长纬检测： 

设定值：标准设定为4. 

灵敏度：标准设定50（仅当使用ROJ探纬板时有效）. 

实际最大值：显示实际探测到的最大脉冲数。 

 

注意：  

发生检测错误（纬纱飞行异常织机却不停）时，请先调节探纬板上的灵敏度旋钮。

调节探纬板上的长纬灵敏度旋钮，使得最大脉冲数为1，然后稍微回旋一些。 

一般地，最大脉冲数应该显示为0－1之间。 

上述调节完成后，可将脉冲数（设定值）减小；发生空关车（纬纱飞行正常织机

却停车）时将脉冲数增大。 

 

探纬计数： 

可设定织机停车前连续探到缺纬数量，例如设定 2，表示织机要连续 2 次没有探

到纬纱才停车。标准设定为 0. 

注意：此功能多用于调试，正常运行请设定为0，否则可能出现缺纬（布面双纬

或百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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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圈放纱角度 

在本画面可以观察储纬器放纱每一圈的主轴角度。正常引纬的情况下，这些值应

当为等差数列，差值不应该太大。如果差值无规律或差异太大，可能为引纬不稳

定。 

 

 

纬纱到达 

本画面可以观察纬纱的到达角 Tw，以平均值为准。可以以此值为参考来设定短

纬探纬器的打开时间。 

采样数目：系统根据此数值来统计纬纱到达角。数值越大，平均值越准确，但刷

新时间会变长。 

 

点击分布图图标可以观察纬纱到达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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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纬纱到达的情况。如上图，在箭头数字为纬纱最早到达时间，右箭头数字为

纬纱最晚到达时间，下箭头为纬纱平均时间，蓝色区域表示采样的 10 纬纬纱到

达时间都分布在 232－243 这个区间内。如果分布图很分散，则表明纬纱飞行不

稳定。 

 

经纱检测 

 

经纱检测画面 

全部启用：勾选后全部检测功能打开，否则检测功能全部无效。 

 

停经片：经纱断纱检测功能打开/关闭 

 

左绞边：左绞边断纱测功能打开/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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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绞边：右绞边断纱测功能打开/关闭 

 

前废边：前废边纱纱测功能打开/关闭 

 

后废边：后废边纱纱测功能打开/关闭 

 

断经检测灵敏度： 

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停经片的过度跳动会引起停经装置频繁发出停经信号，严重

影响效率，这时可以稍微降低断经检测灵敏度。注意不要减小太多，以免引起真

的断经后不停车。 

 
 

送经卷取 

 

送经/卷取 

目标纬密：设定织物的纬密。设定前注意纬密单位。 

注：纬密的范围跟车速以及经轴管径有关。 

纬密单位：可选项 纬/厘米，纬/英寸 

 



无锡艾诺科技有限公司                                                             －41－ 

 

 

送经 1 

实际张力：显示当前经纱的实际张力。 

 

目标张力：设定用户所需的上机经纱张力。 

 

经交织率：此值跟所织造的织物结构有关。设定此值是为了更精确的计算剩余经

纱量。 

 

张力上限： 

设定张力高报警的上限，一般建议设定为 150%，表示实际张力超过目标张力的

150%时，系统发出过张力报警并停车。如果经纱开口过大，会导致织机点动时由

于开口过大频繁报警张力过高，但不可随意增加此上限设定。 

 

张力下限： 

设定张力报警的下限值，当经纱张力低于此下限时，系统将无法开机。不建议设

定为 0，一般设定 50%，表示当实际张力低于目标张力的 50%时，系统发出张力

过低报警，并且无法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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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停设定 

 

自动找纬 

注：分纬停和经停两种情况，所有的非纬停都算经停，全文同。 

停车角度：设定织机停止时主轴所停的角度位置。 

开车角度：设定织机启动时主轴所在的位置。 

自动综平：勾选后织机停止时会让综框处于平综位置（需开口装置支持）。 

空打纬启动：设定范围 0－3 

设定数值后，织机会先慢速逆转设定的圈数，然后正常运转启动，正转设定圈数

后再投纬。此功能一般用于稀档，布面正常时勿使用此功能。 

慢速寸动停车角： 

角度 1：设定长按 1 下反转点动时主轴的停车角度 

角度 2：设定长按第 2 下反转点动后主轴的停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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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停止 

超启动纬数（纬停）：设定纬停后织机启动时的超启动打纬数。超启动时电机扭

矩大，钢筘打纬力大，但此时电流很大，长时间会引起电机过热烧毁。设定范围

0-5，0 表示不用超启动。 

注意：织机开车布面正常或出现密档时建议“超速启动纬数”设为 0；出现稀档

时“超速启动纬数”可设为 1-5。 

 

超启动纬数（经停）：设定非纬停后织机启动时的超启动打纬数。 

 

（超启－正常）切换角：电机从超启动运行模式切换到正常运行模式的角度。建

议设定为 40 度。 

注意：星三角切换瞬间电机处于无动力状态，如果正好在打纬前切换可能会引

起布面稀档。 

 

刹车制动角度：织机运转过程中接到停车指令后开始驱动刹车盘来制动织机的角

度。通常设置为 0 度。机器最终的停车角度和刹车片的性能、机器的惯性以及车

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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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长设定 

 

此画面可直观地看出机上布长到达设定长度的百分比，并且可以知道大概的落布

时间。 

 

更改布长： 

如果机上布长由于某些原因丢失或需要手动修改布长，可以按“更改布长”按钮

来进行更改。 

注意：更改布长需要权限，挡车工和机修工无权修改。 
 
 
 
 
 
 
 
 
 
 
 
 
 
 
 
 

计长方式： 

可选项 长度，纬数 

使用长度计长方式时，可以选择“米”或“码”为计长单位，以布的长度来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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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纬数计长方式时，系统仅以引纬的次数来计长。 
 
提醒方式： 

可选项 关，仅指示灯亮，指示灯+停车 

关：布长到达设定布长后织机不提示继续运行。 

仅指示灯亮：布长到达设定布长后落布指示灯亮但织机不停车继续运行。 

指示灯+停车：布长到达设定布长后落布指示灯亮并且织机停下来。 

 

长度单位： 

可选项 米，码（仅计长方式 = 长度时） 
 
 
以纬数定长： 

此处表示布匹的长度以纬数来计长，数值为连续的成功引纬数。 
 
以长度定长： 

此处表示布匹的长度以米或码来计长，数值为所设单位的布长。 
 
下机布缩率： 

布匹在下机后由于张力解除，会产生经向或纬向的收缩，实际布长往往会比设定

布长小，可以通过实际测量来算出布的缩率。此处设定非零数值后，系统会根据

缩率来调整所需的正确布长。 

注：计长方式为纬数时无效。 

 

落布预提醒： 

机上布长将到达设定长度时，信号灯提前点亮，以便于挡车工提前做好落布准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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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多臂 

 

本菜单仅在系统使用本公司的多臂驱动板时才有效。 

使用多臂禁止区间：正常情况下应勾选。如不勾选，则在多臂禁止区间内主轴发

生转动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花型错花。 

禁止区间工作模式： 

可选项：互锁信号电缆，多臂接近开关，输入禁止区间 

互锁信号电缆：将多臂互锁信号电缆和按钮电缆串接以达到互锁目的。 

多臂接近开关：系统自动检测多臂接近开关的信号来判定织机停下来是否在禁止

区间。 

输入禁止区间：输入禁止区间的角度，系统根据织机停下来的位置来判定是否在

禁止区间。由于织机机械工艺不同，综平角度不同的话禁止区间会改变，所以此

种方法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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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加油 

设定系统的润滑时间。 

 

手动加油： 

重复次数：加油泵打油的次数。 

按“开始”键油泵开始工作，按“停止”键油泵立即停止工作。 

 

自动加油： 

勾选后油泵按设定的周期和次数自动进行打油。 

 

加油周期：油泵工作的间隔时间，此时间为织机累计运行时间，停止时间不计。 

 

单次加油时间：油泵一次工作的时间。 

 

单次加油间隔：油泵两次工作之间的停止时间。 

上图中，单次加油时间 15 秒，间隔 5 秒，重复次数为 4 次，则完成这次加油需

要 75 秒。 

 

油压过高报警下限：油泵开始工作后，正常情况下油压信号开始应为低压信号，

加油一段时间后才会转为高压信号。在此设定时间内如果系统检测到油压高压信

号则立即报警。此时需检查油管是否堵塞或油压传感器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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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设定时间应小于完成加油的时间，并小于低压报警时间。 

 

油压过低报警上限：油泵开始工作后，在此设定时间内如果系统检测到油压信号

没有变化则立即报警。此时需检查油杯内油量或油压传感器是否正常。 

此处设定时间应大于高压报警时间，小于完成加油的时间。 

在油泵工作时，右侧的油壶图标会变彩色，油泵停止时油壶图标变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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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织物档子的调整 

档子调整 

LCSA G3 控制系统的织机停车档功使用比较简单，调整画面比较直观，送经和卷

取可分开设置，并且有常规设定、按时间补正、开车后补正三种方式。 

补正设置中纬停和经停可以分开设置。 

通常对于打纬前出现的档子，我们使用“开车后补正”功能；对于打纬后出现的

档子，我们使用“时间补正”功能。 

 

 

状态一览表 

全部启用： 

不勾选画面呈灰色，表示停车档功能不使用。 

勾选后停车档功能有效， 并能从小黄圆的状态看出功能使用情况。 

小黄圆暗表示不使用，亮表示使用中。 

亮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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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补正 

织机上的经纱处于有张力的绷紧状态。经纱的伸缩性由于原料不同而不同，加上

停车位置等原因，织机停止后经纱张力可能会减小也可能会增大。此时经纱张力

的变化可能跟时间有着一定的关系，例如随时间线性增大或减小；也可能是没有

规律的增大或减小。此时调整停车档就要依照张力按时间变化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补偿，需用到“按时间补正”的停车档调整功能。 

 

启用：只有勾选才能启用“按时间补正”功能，否则即使有设定也无效。 

 

动作次序先： 

可选项 前进，后退 

设定“按时间补正”功能启用时，如果补正值同时有前进有后退，卷取（送经）

马达动作的先后次序。设定是先完成前进动作还是先完成后退动作。 

 

停车时间（分）： 

点击停车时间右侧的时间 0、时间 1、时间 2、时间 3 会出现输入框，用户可根

据需要输入时间。系统根据停车的时间来对应这个时间段，并按这个时间段来确

定相应的动作量。 

注：如果“时间 0”设定为 0，后面全部为空，则织机无论停机多长时间都按“时

间 0”的设定动作来进行。如果都有设定，而停机时间超过“时间 3”的设定时

都按“时间 3”的设定来进行动作。 

注：如果“纬停启用”或“经停启用”不勾选，即使设定了参数该功能也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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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例显示依据上面图中的设置卷取如何动作 

 

 

一般地，用户先根据停车档是稀是密来确定使用“前进量”还是“后退量”，再

根据不同时间段停车档的表现来设定不同的补偿量。 

 

开车后补正 

 

开车后补正： 

“开车后补正”功能指的是在织机起动后每纬的送经卷取量可单独设定，一共可

以设定 6 纬，6 纬过后按照正常卷取送经量进行。正常情况下织机每一纬送经卷

取量为一纬的量，启用此功能后系统按照设定值来控制卷取送经马达的动作。 

注：设定值表示百分比，2＝200%，0.5＝50% 

例如，启用纬数 3 纬，则表示启用“打纬前”、“第 1 纬”、“第 2 纬”。可以输入

的范围是 0.00-4.00。例如设定为 0 表示送经卷取不动作，设定为 3.05 表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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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的卷取送经量为正常的 305%，比正常卷取送经量多出 205%。 

“－”表示没有设定，是正常卷取量（送经量）。 

如果设定值为“1”，表示和正常卷取量（送经量）一样，故显示为“－”。 

注：如果“纬停启用”或“经停启用”不勾选，即使设定了参数该功能也无效。 

 

下面图例显示了按照上面图中设置送经是如何动作的。 

 

一般情况下，如果布面为密档，则移动量设定应大于 1；如果布面为稀档，则移

动量设定应小于 1。 

注意：如果设定移动量=0，启用了此纬后，表示此纬马达停止动作。布面可能出

现严重密档！ 

 “启用纬数”设定应按照停车档的稀密程度来设定，一般最多启用 3 纬。 

 

用户在调整停车档时可同时启用上述三种功能，也可以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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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补正功能 

织口退让（纬停）：设定纬停后织口继续向前移动的纬数，此动作织机一停后马

上进行，在自动回梭前完成动作，该功能可防止织机在点动时钢筘打到织物而形

成密档。 

自动恢复：勾选后，不管织口退让设定量为多少，在织机开机前织口都会回到原

来位置，即前进多少就会回退多少。 

如不勾选，则织口在开车前不回退。 

 

织口退让（经停）：设定经停（手动停车等）后织口继续向前移动的纬数，此动

作织机一停后马上进行，在自动回梭前完成动作，该功能可防止织机在点动时钢

筘打到织物而形成密档。  

 

备注：如果送经和卷取一起设定，则停机后织口在保持张力不变的情况下向前移

动；如果只设定送经，不设定卷取，则停机后织物张力变小松弛，可以有效防止

停车时间长以后高张力引起的经纱变形和织口变形。 

 

寸动补偿（正点动）： 

设定正点动时卷取（送经）相对正常卷取量（送经量）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

假如正常情况下正点动一圈送经（卷取）前进量为 1 纬，如果设定 120%，则正

点动一圈送经（卷取）前进量为 1.2 纬。这个功能主要针对拆纬后引起的档次，

正常情况下设定为 100%，不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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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动补偿（反点动）： 

设定反点动时卷取（送经）相对正常卷取量（送经量）的比例，以百分比表示。

正常情况下反点动一圈送经（卷取）后退量为 1 纬，如果设定 80%，则反点动一

圈送经（卷取）的后退量为 0.8 纬。这个功能主要针对拆纬后引起的档次，正常

情况下设定为 100%，不需改动。 

 

智能送经： 

智能送经功能启用后用户在设定停车档功能时可不必考虑送经如何动作，动作量

是多少，织机控制系统会自动控制送经的动作和移动量，不管卷取如何动作，智

能送经可保证织机起动时张力与设定值相差在±2 ㎏以内。由于该功能需织机在

固定角度起动，故需要配合慢动功能来保证织机的起动角和停止角一致。 

 

 

6.更换经轴后的设定 

更换经轴 

 

经轴 1 

此菜单画面用于织机更换新织轴以后参数的更改。画面显示与现有织轴有关的一

些情况，例如织轴直径、剩余经纱长度等。 

在织机了机后重新上轴后需在此菜单项内进行一些数据的输入，如果不进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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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可以引起剩余经纱长度错误以及了机预测错误。 

如果不点击“更换经轴”按钮，则系统无法记录每次更换经轴的数据。 

 

按“更换经轴”按钮，出现“新的经轴 1”输入框，要输入的数据有： 

 

经纱总长： 

此数据不输或输入错误不影响织造，但会影响系统的了机预测功能。 

 

织轴直径： 

请按织轴的实际直径进行输入。如果输入数据与实际相差太大，虽然系统具有自

动纠正功能，但仍可能引起开机时上机张力的不稳。织机正常运行 1-2 分钟后系

统将自动测算出织轴的直径。 

 

经交织率： 

经纱与纬纱交织后有一定的缩率，设定此值后系统对经纱的剩余长度预测更加精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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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型编写 

花型编写为如下画面。 

 

画面中显示本机所储存的花型文件，可以看出各个文件的名称，类别、纬数等信

息。用滚动条箭头可以翻页。 

当前运行的花型文件在旁边有黄色圆点显示。 

名称：用户为花型取的名字。当前运行的花型文件在旁边有黄色圆点显示。 

 

花型类别：“选色”表示该花型仅包含纬纱花型 

    “变纬密”表示该花型为变纬密织造花型 

    “多臂”表示该花型包含电子多臂花型 

    “错误”表示该花型语句错误，需改正后才能运行。 

     “外部选色”表示由外部设备来控制选色，例如多臂机等。 

 

纬数：一个完整花型包含的总纬数。 

 

 

 

 

 

 

运行中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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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运行花型 

如果想运行一个其它花型，可选中该花型并按“运行花型”按钮。 

 

 

②新建花型 

1. 按“新建花型”按钮，出现如下画面 

 

选择“内部花型”或是“外部花型”。 

内部花型指由本系统控制选色，包括凸轮开口和由本系统驱动的多臂。 

 

 

 

 

 

选中花型后点

此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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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内部花型”后是如下画面。 

 

上图为凸轮开口花型编辑画面，下图为多臂开口花型编辑画面（由本系统驱动多

臂） 

 

2.按“增加一纬”按钮后画面如下。 

 

按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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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选色”下方的空白分格区，出现“选色”的小框，1-8 表示储纬器号，

点击该花型第 1 步想投纬的号码，按 确定。 

 

注意：不能同时选中 2 个以上号码。 

 

4.点击“引纬数”下方（第 1 行中有“×1”的地方），出现“打纬数”对话框， 

 

输入该储纬器要连续投纬的次数，最大投纬次数为 65535。如果这一步省略，则

默认打纬数为 1。 

 

5.继续按“增加一纬”按钮来编辑下一步的花型。同上面所述一样选中要使用的

储纬器号，并输入投纬次数。 

点 此 处 出

现 选 色 对

话框 

点 击 此 处

出 现 引 纬

数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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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按一次“增加一纬”来编辑下一步花型，如果花型中有多处相同的重复步

骤，可以使用循环语句。 

 

7.按“循环开始”按钮，出现循环语句，如图示第 3 行。点击“循环次数”会出

现对话框以输入循环次数，最多可循环 65535 次，默认为 2 次。 

 

8.按前述方法编辑要循环的花型。 

9.按“循环结束”按钮结束要循环的花型。 

10.按“增加一纬”继续编辑下面的花型。 

11.如果整个花型编辑已结束，可按“→”按钮，画面如下。 

按循环开始 

按循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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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按“保存花型”按钮，出现“花型名称”对话框，输入花型名称并按 确认。 

 

花型名称可以是数字、字母、数字字母组合，用户可按自己的命名习惯来确定名

称。 

保存后的花型会在“花型文件夹”中出现，用户可对它进行运行、编辑、删除等

操作。 

 

 

 

 

 

 

 

按此按钮保

存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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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臂花型的编辑 

 

按“增加一纬” 

选色操作按前面所述。 

 

点击多臂花型的空白处。 

 

点击空白处 

点选第 1 步要上升的综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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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框中，1－20 代表相应的综框，选中的数字表示综框抬起。 

选好后按 确认。 

注意：传统的纹板图花型步骤是从下往上，最底部是第 1 步，所以此处多臂花型

的编辑第 1 行对应纹板图的花型第 1 步。 

确认后按“增加一纬”进行下一步编辑。 

 

按上述方法编好纬纱花型和多臂花型，编辑好后保存。 

 

③变纬密织造 

LCSA G3 喷气织机控制系统支持织造中纬密变化功能，可最多设置 10 种不同纬密

进行织造。 

功能使用如下。 

1. 按“花型编写”画面底部“纬密区间”切换到如下画面。 

 

点击”纬密区间”选项卡, 
进入纬密区间编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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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某一行并按“编写纬密”按钮，出现小输入框，输入所需的纬密并按 确

定。所在的行号就是纬密区间号。每个区间号对应本行的纬密，如果需要，

也可以对应张力和车速。 

 

 

点击“纬密’’下方相应的空白区域即可直接输入纬密数值。如果需要，也可以同时

定义“张力”和“车速”。纬密之前的序号就是该纬密的代码。 

 

3. 回到“花型编辑”画面。 

 

 

4. 在需要不同纬密的纬数点击“纬密区间”，跳出输入框，输入纬密区间号，这

个区间号对应前面“纬密区间”中的行号，也就是对应行号中的纬密。 

点击空白区域

可直接修改 

此处输入你想

要使用的纬密

的代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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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纬密区间”设定完成。 

6. 保存花型。 

注意： 

1. 纬密区间设定的纬密差异不能太大，如差异太大会由于卷取送经马达频繁急

加速急减速而导致发热严重。 

2. “纬密区间”设定的纬密优先级大于“运行参数→送经/卷取”中设定的纬密，

如不用纬密变化功能，请不要在“纬密区间”设定纬密以免人为出错。 

 

如果用户对所编辑的花型不能确认是否正确，可在编辑中点击画面下方的“信

息”，系统会自动检查花型并给出关于花型的信息。在按“保存花型”后如果花型

有错误，会自动弹出对话框提醒用户，按“显示细节”会告诉用户错误的地方。 

 

请重新检查花型并改正，然后可以保存并运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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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外部花型”后出现如下画面。 

 

可点击纬密输入框输入纬密。 

 

 

输入后按“保存花型” 

注：如此处不输入，则纬密按照“运行参数”中“送经卷取”中的纬密设定。 

 

④编辑已有花型 

进入花型文件夹，如果想对某一花型进行修改，可选中该花型并点击“编辑修改”

按钮，打开花型后按前述方法进行选色、打纬数、纬密区间等的修改，修改完成

后保存。 

注：运行中的花型不能修改，如需修改，请选中花型并按“解除运行”按钮后再

按“编辑修改”进行。 

 



无锡艾诺科技有限公司                                                             －67－ 

 

⑤ 删除花型 

 

选中某个花型，按“删除花型”即可删除。运行中的花型须先解除运行才能删除。 

 

⑥多臂选色 

对于由非本系统驱动的多臂机构，如果想用电子多臂来控制储纬器投纬，请按“多

臂选色”按钮，此时纬纱花型由多臂信号来控制。 

 

注：由于软件版本原因，“多臂选色”按钮在某些版本中可能没有，直接运行外

部花型就表示由外部设备来控制选色。 

 

⑦转移到纬数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导致运行花型步骤错乱或停车后重新按了“运行花型”，那么在

织机开车前花型可能不从原来停止处接下去，造成花型错乱。使用“转移到纬数

此 处 “EXTERN”
表示由多臂来

控制投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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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能避免这种情况。设定时参考当前纬序数的显示数值与织物实际所处纬序

数是否符合。 

 
可按“→”按钮后出现“转移到纬数”按钮 

 

 

输入与当前布面实际花型步骤数并确认。 

按此处 

点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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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存储器 

利用外部存储器进行花型的复制或上传（见 USB 功能） 

 

复制花型 

“复制花型”功能是为了方便新建一个与已有花型相似的花型。例如已有一个复

杂的花型，需新建的花型与之相差只有几个步骤，这时可以先复制一个相同的花

型，再对复制的花型进行编辑修改存储，大大节约时间。 

按“复制花型”如下图 

 

 

 

直接确认后花型文件夹多了个与原花型相同名称不同的花型文件，可以对它进行

编辑修改后存为其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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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车工用菜单（请同时参考第 5 页挡车工快捷菜单） 

落布/呼叫 

 

 

落布后请及时按“落布”按钮并确认以便清零，否则机上的实际布长会与系统的

显示布长不一致。 

 

 

手动换班 

 

点击相应的班别系统就切换到指定班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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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送/卷 

 

在新换织轴开车时可以快速的前移或后退经纱。勾选相应选项按前进后退按钮相

应机构进行动作。参见第 5 页挡车工快捷菜单。 

 

 

高级功能 

高级功能 

 

高级功能一般由 ROJ 开发人员或主机厂服务人员使用，需要较高的权限。本说明

书不对每个功能一一说明，仅说明相关的测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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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测试工具 

LCSA G3 喷气织机控制系统具有较为方便的测试功能。用户在生产、修理、维护

过程中如果不能确定某硬件是否工作正常，或者相关设备电缆线是否插错，可进

行测试。 

 

点击“测试工具”按钮，画面如图。 

 

储纬器 

马达 1/2/3/4/5/6/7/8： 可测试储纬器马达是否运转正常，勾选后相应储纬器马达应

转动 

转速：设定储纬器马达转速，默认值为 5。 

 

电磁针 1/2/3/4/5/6/7/8：可测试挡纱针是否正常，勾选后相应储纬器的挡纱针应有

规律的上下运动。 

点击“停止”按钮所有测试动作停止。 

 

点击画面底部“电子多臂”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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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多臂 

此画面用来测试多臂的提综功能是否正常，也可以用于修理或保养时让综框按要

求动作。 

 

选项： 

无：点动织机后综框按花型动作 

所有综框升起：正点动后所有综框抬至最高点 

所有综框下降：正点动后所有综框降至最低点 

单个依次上升：正点动后综框从 1 开始逐次上升 

自定义综框升起：正点动后综框按下方自定义综框动作进行升降。选中的综框为

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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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画面底部“喷嘴”页面 

 

喷嘴 

喷嘴：勾选后相应的电磁阀应该动作，建议测试时压缩空气打开，相应的喷嘴内

应有气喷出。 

点击“停止”按钮所有测试动作停止。 

 

点击画面底部“I/O 扩展板”页面 

 

I/O 扩展板 

在装有“I/O 扩展板”时，可通过此页面测试相应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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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画面底部“开空车模式”页面 

 

开空车模式 

该功能用于主机厂出厂前调试或用户新装机时开空车。 

勾选此功能后，系统将不检测储纬器、经纱张力、经纱检测功能等，织机在没有

引纬和没有织轴的情况下可以运行。 

注意：由于在开空车模式下没有停车检测功能，所以开空车前请保证机械部件是

否可靠，润滑是否到位，以免运行中松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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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检测 

硬件检测功能可以观察硬件的工作状况是否正常，例如可以查看主板的工作电压

是否正常，电源等的电压是否正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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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设定 

 

终端设定中可以设定语言、日期时间等。 

更改显示语言 

语言：可选项 中文，英文 

直接点击语言显示框。语言的更改需机修工以上权限。 

 

更改系统时间 

 

点击日期时间框中的“更改”按钮可以更改时间。在对话框中输入正确的日期和

时间，按“ ”后系统更新日期时间。 

 

 

按此处更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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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返回主页： 

启用：勾选表示功能开启，任意画面在设定时间内无任何触屏动作时将会回到主

画面。 

 

延长屏幕寿命： 

此功能启用后可在设定的的延迟时间后自动降低屏幕亮度，不但降低能源消耗，

还可以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建议用户使用此功能。 

延迟时间用户可以设定。例如设定为 5，则屏幕没有操作 5 分钟后立即暗下来，

此时点击屏幕则立即恢复亮度。 

 

触摸屏校正 

 

触摸屏经长时间使用后有可能出现触摸位置偏离现象，这时需要进行触摸屏校正

功能。 

 

 

 

 

 

 

 

 

点此开

始触摸

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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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触摸屏校正”开始校正程序，按“是”确认开始： 

此时屏幕为空白，并依次在屏幕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右上角、中心出现带

“十”字绿色方框，请用指尖依次轻触“十”字的交叉点，完成后确认，校正完

成。 

 

 

软件信息 

软件信息是用来查看当前织机的系统版本以及外围设备的软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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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功能 

利用 U 盘能进行织机参数的保存和上传、花型文件的复制和传输以及进行系统

软件的升级。 

 

在 GT4 的 USB 口插上 U 盘，在主菜单下点击 USB 功能按钮，出现如上画面。 

根据想要进行的操作选择想相应的功能按钮。 

 

①参数文件管理 
点击“参数文件管理”，系统会将 U 盘中的织机设定参数文件都显示出来。 

 

如果想保存当前织机的配置和参数到优盘，按“保存”后出现如下画面：

点此保

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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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自己设定文件名并按 保存。 

如果想用 U 盘内的参数文件恢复系统的参数设定： 

选中某个文件后,按”上传”按钮,可以将参数文件上传到织机系统。 

 

注意：不同的配置用相同的参数会导致系统报警，上传前请确认织机配置相同。

如不同，请上传后修改。 

 

不要的参数文件可选中文件后按“删除”。 

 

② 花型管理 

使用 U 盘管理纬纱或者多臂花型文件，可与 GT4 进行互相传输。 

 

点此上

传参数 

点此删

除 U 盘

内参数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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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左侧的花型，再点击“→”可将 GT4 内花型复制到 U 盘。点击“X”可删除

花型。选中右侧的花型，再点击“←”可将 U 盘中花型复制到 GT4 内。点击“X”

可删除花型。 

 

③软件升级： 

点击“软件升级”按钮后出现如下画面。 

 

升级主板 

将存有主板升级程序的 U 盘插入 GT4 USB 口，点击“主板”按钮，出现画面如

下图，系统会自动识别主板升级软件，点击选中想要升级的版本，再按“开始升

级”按钮，下方会有进度条显示升级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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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升级前请勾选“升级前自动保存参数”，以确保升级后织机参数不丢失。

由于升级时会重写数据，此功能不能保证在升级过程中 100%的可靠性，强烈建

议先在 U 盘上保存参数。 

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断电后系统将不能启动！ 

 

软件升级完成后系统会自动重启。 

 

升级触摸屏 

将存有终端升级程序的 U 盘插入 GT4 USB 口，点击“升级终端”按钮，出现画

面如下图，系统会自动识别终端升级软件，点击选中想要升级的版本，再按“开

始升级”按钮，下方会有进度条显示升级进度。（图略） 

终端程序升级完成后会提示拔出 U 盘重新启动以完成终端升级。 

终端程序升级完成后会自动重启。 

 

其它如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等的软件升级同上述一样。 

 

 

 

 

无锡艾诺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改变用户手册内容或技术规

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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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错误代码 

1-3 右绞边断纱 正常原因停车 

1-4 左绞边断纱 正常原因停车 

1-5 前废边断纱 正常原因停车 

1-6 后废边断纱 正常原因停车 

1-7 经纱断(停经片) 正常原因停车 

1-8 手动停车，手动按钮被按下 正常原因停车 

1-9 筒纱%1 断 停车 正常原因停车 

1-12 定长到停车 正常原因停车 

1-13 呼叫维修人员 友情提示 

1-14 色%1 短纬停车 正常原因停车 

1-15 色%1 长纬停车 正常原因停车 

1-50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1 报警 

1-50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1 报警 

1-50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1 报警 

1-50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1 报警 

1-50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1 报警 

1-50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1 报警 

1-50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1 报警 

1-50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1 报警 

1-50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1 报警 

1-50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1 报警 

1-51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1 报警 

1-51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1 报警 

1-51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1 报警 

1-51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1 报警 

1-51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1 报警 

1-51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1 报警 

1-51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1 报警 

1-51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1 报警 

1-51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1 报警 

1-51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1 报警 

1-52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1 报警 

1-52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1 报警 

1-52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1 报警 

1-52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1 报警 

1-52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1 报警 

1-52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1 报警 

1-55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2 报警 

1-55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2 报警 

1-55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2 报警 

1-55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2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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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2 报警 

1-55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2 报警 

1-55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2 报警 

1-55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2 报警 

1-55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2 报警 

1-55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2 报警 

1-56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2 报警 

1-56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2 报警 

1-56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2 报警 

1-56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2 报警 

1-56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2 报警 

1-56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2 报警 

1-56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2 报警 

1-56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2 报警 

1-56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2 报警 

1-56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2 报警 

1-57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2 报警 

1-57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2 报警 

1-57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2 报警 

1-57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2 报警 

1-57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2 报警 

1-57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2 报警 

1-60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3 报警 

1-60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3 报警 

1-60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3 报警 

1-60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3 报警 

1-60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3 报警 

1-60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3 报警 

1-60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3 报警 

1-60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3 报警 

1-60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3 报警 

1-60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3 报警 

1-61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3 报警 

1-61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3 报警 

1-61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3 报警 

1-61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3 报警 

1-61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3 报警 

1-61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3 报警 

1-61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3 报警 

1-61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3 报警 

1-61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3 报警 

1-61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3 报警 

1-62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3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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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3 报警 

1-62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3 报警 

1-62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3 报警 

1-62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3 报警 

1-62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3 报警 

1-65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4 报警 

1-65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4 报警 

1-65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4 报警 

1-65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4 报警 

1-65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4 报警 

1-65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4 报警 

1-65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4 报警 

1-65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4 报警 

1-65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4 报警 

1-65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4 报警 

1-66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4 报警 

1-66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4 报警 

1-66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4 报警 

1-66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4 报警 

1-66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4 报警 

1-66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4 报警 

1-66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4 报警 

1-66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4 报警 

1-66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4 报警 

1-66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4 报警 

1-67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4 报警 

1-67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4 报警 

1-67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4 报警 

1-67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4 报警 

1-67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4 报警 

1-67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4 报警 

1-70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5 报警 

1-70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5 报警 

1-70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5 报警 

1-70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5 报警 

1-70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5 报警 

1-70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5 报警 

1-70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5 报警 

1-70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5 报警 

1-70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5 报警 

1-70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5 报警 

1-71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5 报警 

1-71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5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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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5 报警 

1-71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5 报警 

1-71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5 报警 

1-71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5 报警 

1-71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5 报警 

1-71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5 报警 

1-71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5 报警 

1-71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5 报警 

1-72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5 报警 

1-72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5 报警 

1-72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5 报警 

1-72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5 报警 

1-72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5 报警 

1-72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5 报警 

1-75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6 报警 

1-75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6 报警 

1-75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6 报警 

1-75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6 报警 

1-75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6 报警 

1-75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6 报警 

1-75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6 报警 

1-75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6 报警 

1-75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6 报警 

1-75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6 报警 

1-76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6 报警 

1-76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6 报警 

1-76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6 报警 

1-76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6 报警 

1-76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6 报警 

1-76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6 报警 

1-76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6 报警 

1-76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6 报警 

1-76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6 报警 

1-76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6 报警 

1-77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6 报警 

1-77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6 报警 

1-77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6 报警 

1-77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6 报警 

1-77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6 报警 

1-77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6 报警 

1-80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7 报警 

1-80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7 报警 

1-80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7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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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7 报警 

1-80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7 报警 

1-80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7 报警 

1-80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7 报警 

1-80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7 报警 

1-80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7 报警 

1-80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7 报警 

1-81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7 报警 

1-81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7 报警 

1-81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7 报警 

1-81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7 报警 

1-81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7 报警 

1-81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7 报警 

1-81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7 报警 

1-81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7 报警 

1-81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7 报警 

1-81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7 报警 

1-82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7 报警 

1-82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7 报警 

1-82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7 报警 

1-82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7 报警 

1-82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7 报警 

1-82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7 报警 

1-850 储纬器数据被重置 储纬器 8 报警 

1-851 清洁储纬器传感器 储纬器 8 报警 

1-852 储纬器 100V电压瞬间跌落，检查主电源容量 储纬器 8 报警 

1-853 储纬器马达不能转动 储纬器 8 报警 

1-854 储纬器 100V电压过高，检查制动电阻 储纬器 8 报警 

1-855 储纬器电压过低，检查 24V 储纬器 8 报警 

1-856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8 报警 

1-857 储纬器放纱传感器异常，需执行校准 储纬器 8 报警 

1-858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储纬器 8 报警 

1-859 储纬器系统故障 储纬器 8 报警 

1-860 储纬器在开车时未提前收到选色信号 储纬器 8 报警 

1-861 纬纱飞行不正常，检查引纬设定 储纬器 8 报警 

1-862 主板无法和储纬器通讯 储纬器 8 报警 

1-863 纬纱制动器摆杆动作异常 储纬器 8 报警 

1-864 纬纱制动器摆杆位置需要校准 储纬器 8 报警 

1-865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未校准 储纬器 8 报警 

1-866 储纬器马达编码器报警 储纬器 8 报警 

1-867 储纬器储纱量传感器异常，需要校准 储纬器 8 报警 

1-868 第一次通电后开车，请按储纬器放纱一圈 储纬器 8 报警 

1-869 储纬器软件不支持纬纱制动器手动模式 储纬器 8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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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储纬器普通报警 储纬器 8 报警 

1-871 储纬器马达过电流 储纬器 8 报警 

1-872 储纬器电子电位计未校准 储纬器 8 报警 

1-873 储纬器数据错误，恢复到出厂设定 储纬器 8 报警 

1-874 储纬器传感器检测超时 储纬器 8 报警 

1-876 储纬器按钮异常 储纬器 8 报警 

1-1002 手动停车 普通报警 

1-1032 多臂禁止正转！ 友情提示 

1-1033 多臂禁止反转！ 友情提示 

1-1034 多臂传感器时序错误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035 未检测到多臂电磁铁%1 线圈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036 多臂移动方向不对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037 多臂接近开关工作不正常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060 报警太多溢出 1 普通报警 

1-1061 报警太多溢出 2 普通报警 

1-1062 报警太多,系统无法承受 普通报警 

1-1063 错误记录重置失败 普通报警 

1-1300 1 号槽电路板插错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1 2 号槽电路板插错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2 3 号槽电路板插错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3 4 号槽电路板插错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4 1 号槽电板和系统设定不匹配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5 2 号槽电板和系统设定不匹配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6 3 号槽电板和系统设定不匹配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7 4 号槽电板和系统设定不匹配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8 1 号板没有插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09 2 号板没有插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0 3 号板没有插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1 4 号板没有插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2 储纬器系统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3 储纬器系统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4 找不到送经卷取驱动狗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5 未找到电送电卷驱动器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6 5 号板没有插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7 5 号槽电板和系统设定不匹配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8 5 号槽插错电路板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19 你的允许使用时间即将到期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73 多臂%1 号线圈输出过载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74 多臂%1 号线圈开路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75 多臂%1 号线圈对地短路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376 多臂驱动器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10 花型数据丢失 普通报警 

1-1411 没有指定纬纱花型 普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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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2 没有指定多臂花型 普通报警 

1-1413 纬纱花型(%1)运行失败 普通报警 

1-1414 多臂花型(%1)运行失败 普通报警 

1-1415 花型中指定的多臂电磁铁不存在 普通报警 

1-1450 开车角度错误(智能送经要求) 普通报警 

1-1451 系统没有进入综平状态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52 系统没有退出综平状态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53 空打纬状态未结束，系统禁止反转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70 终端和系统通讯中断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71 软件版本不兼容 普通报警 

1-1472 通讯协议版本不兼容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73 电源/刹车板工作不正常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74 LotusW 马达和系统失去通讯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75 储纬器 CAN接口板失去通讯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90 通电初始化超时 (%1)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91 织机停车时序异常(0x%1)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492 纬停动作时序不正常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0 通电后送经 1'伺服准备好'信号未到达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1 送经马达无法自行停止，请按停车按钮强行停止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2 通电后卷取'伺服准备好'信号未到达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3 要求的转速超过送经马达的最高极限 普通报警 

1-1504 送经 1 目标张力超出系统计算出的设定张力 普通报警 

1-1505 送经 2 目标张力超出系统计算出的设定张力 普通报警 

1-1506 送经 1 马达未按指令动作,检查'定位完成'信号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7 送经 2 马达未按指令动作,检查'定位完成'信号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8 通电后送经 2'伺服准备好'信号未到达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09 送经 1 张力超出张力传感器最高工作范围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10 送经 1 张力低于张力传感器最低工作范围 普通报警 

1-1511 送经 2 张力超出张力传感器最高工作范围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512 送经 2 张力低于张力传感器最低工作范围 普通报警 

1-1513 开车角错，智能张力恢复失败 普通报警 

1-1520 开车时经纱断 普通报警 

1-1600 卷取马达未完成指令动作,检查'定位完成'信号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601 卷取未动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602 卷取处于故障状态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610 加油时油压过高 普通报警 

1-1611 加油时油压过低 普通报警 

1-1700 电源/刹车板通讯故障(%1)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1701 LotusW 马达和系统通讯故障(%1）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2000 系统数据被重置 普通报警 

1-2001 数据无法校验,突然断电或 CPU出错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2002 储纬器系统故障 普通报警 

1-2003 调试模式 普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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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 开空车模式运行中 友情提示 

1-2005 各班记录不能保存,疑存储器故障 普通报警 

1-2006 落布记录不能保存,疑存储器故障 普通报警 

1-2007 事件记录不能保存,疑存储器故障 普通报警 

1-2008 FRAM checksum error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2009 FSM post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2100 主板 CPU 看门狗保护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2101 Software trap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3000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01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报警导致停机 

1-3002 主马达未转动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03 主马达未转动 报警导致停机 

1-3004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05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报警导致停机 

1-3006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07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报警导致停机 

1-3008 紧急停止按钮被按下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09 紧急停止按钮被按下 报警导致停机 

1-3010 主马达电流过大报警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11 主马达电流过大报警 报警导致停机 

1-3012 机械过张力保护开关动作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13 机械过张力保护开关动作 报警导致停机 

1-3014 刹车过热保护动作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15 刹车过热保护动作 报警导致停机 

1-3016 织机刹车松开,危险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17 织机刹车松开,危险 报警导致停机 

1-3018 多臂油位报警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19 多臂油位报警 报警导致停机 

1-3022 未知报警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23 未知报警 报警导致停机 

1-3026 送经 1 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27 送经 1 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报警导致停机 

1-3028 送经 1 张力过高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29 送经 1 张力过高 报警导致停机 

1-3030 送经 1 张力过低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31 送经 1 张力过低 报警导致停机 

1-3032 多臂紧急报警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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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3 多臂紧急报警 报警导致停机 

1-3034 送经 2 张力过高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35 送经 2 张力过高 报警导致停机 

1-3036 送经 2 张力过低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37 送经 2 张力过低 报警导致停机 

1-3038 送经 2 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39 送经 2 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报警导致停机 

1-3040 卷取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41 卷取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报警导致停机 

1-3042 电源/刹车板报警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43 电源/刹车板报警 报警导致停机 

1-3044 主马达(自带)热保护动作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45 主马达(自带)热保护动作 报警导致停机 

1-3046 电子绞边报警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47 电子绞边报警 报警导致停机 

1-3048 主马达过载(电流过大)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49 主马达过载(电流过大) 报警导致停机 

1-3050 请勿进入安全光幕区域 故障报警还未解决 

1-3051 请勿进入安全光幕区域 报警导致停机 

1-3100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02 主马达未转动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04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06 
RCS 安全继电器动作，主电机没有通电，检查

AC1-5 回路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08 紧急停止按钮被按下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10 主马达电流过大报警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12 机械过张力保护开关动作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14 刹车过热保护动作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16 织机刹车松开,危险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18 多臂油位报警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22 未知报警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26 送经 1 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28 送经 1 张力过高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30 送经 1 张力过低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32 多臂紧急报警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34 送经 2 张力过高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36 送经 2 张力过低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38 送经 2 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40 卷取马达驱动器报警,检查驱动器报警代码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42 电源/刹车板报警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44 主马达(自带)热保护动作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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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6 电子绞边报警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48 主马达过载(电流过大)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3150 请勿进入安全光幕区域 非运行期间的报警 

1-4000 编码器故障,类型 1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4001 编码器故障,类型 2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4002 编码器故障,类型 3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0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1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2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3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4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5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6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7 织机无动作，主马达不转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8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09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0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1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2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3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4 编码器方向错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5 无指定花型，无法开车 普通报警 

1-5016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7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8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5019 LCS 主板 CPU故障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000 电压跌落停车 报警导致停机 

1-6001 电压跌落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00 喷嘴自定义不完整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03 短路故障诊断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11 1 号阀驱动板,阀(1-0x%1)短路报警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12 1 号阀驱动板,阀(2-0x%1)短路报警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21 2 号阀驱动板,阀(1-0x%1)短路报警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22 2 号阀驱动板,阀(2-0x%1)短路报警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31 3 号阀驱动板,阀(1-0x%1)短路报警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6532 3 号阀驱动板,阀(2-0x%1)短路报警 严重报警，但不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7000 按钮故障(上电时发现按钮被按下)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1-7001 按钮故障(上电时发现按钮被按下) 严重报警,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2-100 控制台和主板无法联系 普通报警 

2-101 主板失去通讯 普通报警 

2-102 主板失去电源 普通报警 

2-9000 Error test (extra=0x%1) 普通报警 

2-9001 Error test (extra=0x%1) 普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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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0 24V 主电源故障 (%1) 电源/刹车板报警 

3-4501 水阀驱动 48V 电源故障 (%1) 电源/刹车板报警 

3-4502 储纬器 100V电源故障 (%1) 电源/刹车板报警 

3-4503 刹车 100V 驱动电源故障 (%1) 电源/刹车板报警 

3-4505 织机刹车线圈开路 电源/刹车板报警 

3-4510 系统刹车指令故障 (%1) 电源/刹车板报警 

3-4520 储纬器 CPU看门狗保护(多为电气干扰) 电源/刹车板报警 

16-1 马达电流过载(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2 马达接地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4 马达电源故障,无 enable(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8 马达温度过高(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16 交流变换器故障(16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32 电压太高,超出 380VDC(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64 电压太低,低于 200VDC(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128 交流电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256 电路板温度过高(16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512 I2T 保护(16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1024 马达轴锁死(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2048 马达方向错(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4096 控制电压超出范围(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8192 马达电压超过规定范围(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16384 马达通讯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6-32768 马达电源模块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卷取马达(lotus)报警 

17-1 马达电流过载(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2 马达接地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4 马达电源故障,无 enable(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8 马达温度过高(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16 交流变换器故障(16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32 电压太高,超出 380VDC(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64 电压太低,低于 200VDC(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128 交流电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256 电路板温度过高(16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512 I2T 保护(16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1024 马达轴锁死(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2048 马达方向错(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4096 控制电压超出范围(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8192 马达电压超过规定范围(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16384 马达通讯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7-32768 马达电源模块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1 马达(lotus)报警 

18-1 马达电流过载(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2 马达接地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4 马达电源故障,无 enable(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8 马达温度过高(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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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6 交流变换器故障(16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32 电压太高,超出 380VDC(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64 电压太低,低于 200VDC(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128 交流电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256 电路板温度过高(16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512 I2T 保护(16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1024 马达轴锁死(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2048 马达方向错(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4096 控制电压超出范围(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8192 马达电压超过规定范围(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16384 马达通讯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18-32768 马达电源模块故障(16 卷取 17,18 送经) 送经 2 马达(lotus)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