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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电子提花机控制器只能与特定的提花机匹配使用，不具备通用性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自适应电子提花机控
制系统的设计方法，使得控制器能够适应织机之间的差异性、装造的差异性及用户需求的差异。 该控制系统的应用
层提供了丰富的参数设置接口，可以兼容各种文件格式、用户样卡、通丝装造和织机，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添加新
的配置信息，具有通用性和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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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前提
电子提花机提花速度快、提花差错率低、花型设计

方便 ［１］ ，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 国外的主要生产厂家
有法国 ＳＴＡＵＢＬＩ 公司、英国 ＢＯＮＡＳ 公司、德国 ＧＯＲＳ⁃

ＥＳ 公司等。 近年来，我国提花织机的发展速度较快，
国内生产厂家有中国长方集团、杭州奇汇电子提花机

通用提花机控制系统体系结构分为控制层、应用
层和用户层 ３ 个层次。 控制层根据应用层传来的参数
控制提花机硬件，监控织机状态，反馈给应用层；用户
层将用户的不同需求送至应用层处理；应用层根据用
户的需求生成相应的控制参数，传递给控制层，接收织
机状态并显示。

有限公司、淄博丝绸机械厂等。 目前市场上的电子提

各种型号的提花机控制电路不同，用户的装造方

花机控制器只能与特定的提花机匹配使用，因为控制

法也有多种，导致提花机传输数据的顺序不同，另外，

器的装造文件格式是固定的，而大型企业通常同时使

不同的织机对功能针的传输要求也不同，这就需要提

用多种提花机，而设备控制器软件不通用，维护和升级
均很麻烦，造成公司内部的生产和仓库管理复杂，也导
致用户在控制器发生故障后的停机时间加长。 若有一
种控制器能同时应用在不同的提花机上，就能解决上
述问题，但对于提花机的控制系统却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本文在总结各种提花机型号和配套使用不同条件
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具有良好通用性和扩展性的提花
机控制系统设计方案，提高了控制系统的开发效率。

２

自适应控制系统设计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２

基金项目：杭州企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项目（２０１１１１３１Ｐ１６）
作者简介：赵益民（１９７７－） ，男，工程师，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工业控制
系统研究。

花机控制器有不同的算法来适应机器的变化。 为满足
控制器的通用性，提花机的控制系统必须能够适应织
机之间的差异性、装造的差异性及用户需求的差异。
在汇总了各种提花机硬件电路结构和装造工艺的
基础上，本文提出的 ＱＨＣ８６ 控制系统为用户提供了 ３

个界面来描述提花机、装造和织机的配置情况，界面上
的参数大多以列表的形式供用户选择，操作快捷。 控
制器数据流图见图 １。 软件的架构允许各列表的选项
可以在不修改代码的情况下增减或修改。 软件通过用
户输入的配置信息，既可以调用专用算法来生成任务
数据文件，也可以通过花型数据映射文件（ ∗． ｄｍ） 来
处理数据。 花型数据映射文件中的数据与提花机设置
项、装造 ／ 样卡和织机接口的各个设置项一一对应（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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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３） ，提花机类型由选针器组件的排列和控制驱动

公司都有自己的文件格式。 最常用的几种织造文件格

板上的各个信号引脚与花型文件中的各功能针建立对

文件 格 式， ｇｒｄ 是 万 国 提 花 笼 头 文 件 格 式， ｊｃｘ 是

电路的设计决定。 织机接口输出映射用于将织机接口
应关系，以保证花型文件中的数据送到指定的引脚。

式有 ｅｐ、ｇｒｄ 和 ｊｃ５ 等，ｅｐ 是 ＢＯＮＡＳＳ 公司提花笼头的
ＳＴＡＵＢＬＩ 公司的格式。 一些厂商的 ＣＡＤ 系统的文件
格式并不是常见的标准格式，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
提花机用来生产经纬纵横交织的提花织物，经线
的上下由提花机执行，纬线的选择和密度由织机执行。
控制经纱和纬纱的数据都存在于花型文件中。
ＱＨＣ８６ 控制系统对各种格式的花型文件实现透

明支持，不需要用户特别操作。 对于文件格式，主要关
心 ３ 个数据：文件头的长度 Ｌ Ｈ ，总纬数 Ｎ，每一纬的长
图１

控制器数据流图

度 Ｌ Ｐ 。 一般一个花型文件总长度 Ｌ ＝ Ｌ Ｈ ＋Ｌ Ｐ ×Ｎ。

２．２

兼容各种用户样卡

样卡是提花织物 ＣＡＤ 设计系统中的一种文件，它

描述提花机上的各种纹针的数量与分布，以及功能针
配置。 样卡是花型文件每一纬数据的模板，ＣＡＤ 软件
根据一个指定的样卡将用户设计的织物意匠图处理成
适用于对应提花织机的上机文件，即花型。
图２

装造 ／ 样卡设置界面

由于早期提花机控制软件的硬性要求，造成用户
样卡的设计不一定与提花机纹针排布一致，ＱＨＣ８６ 提
供了一组参数用来配置描述用户的样卡。 这样老用户
在换用新控制器时可以保留之前的设计。 装造样卡设
置界面如图 ２ 所示。 对于特殊的装造和样卡，常规设
置无法描述，此时按“ 花型数据映射…” ，显示“ 花型数

图３

据映射” 窗口，创建或选择花型数据映射文件。
提花机设置界面

考虑到发展的需要，各种参数和提示信息等可变
信息统一放在配置信息库里，软件代码根据需要调用，
从而使得参数的配置可以在不改变软件代码的情况
下，随时增减和修改，并容易实现多语言版本。 根据配
置参数进行的花型数据解析与转换工作则由动态链接
库完成，同样在不影响原软件稳定性的情况下，只需修

图４

织机接口设置界面

ＱＨＣ８６ 控制系统的应用层提供了丰富的参数设

改动态链接库就可以不断适应外部变化。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了自适应提花机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置接口，从而可以兼容各种文件格式、用户样卡、通丝
装造和各种织机。

适用于不同的提花机，改变了一个控制器对应一种提

２．１

兼容各种提花织物的 ＣＡＤ 文件

花机的现状，并可根据实际情况新增提花机种类而不

提花织物图案的设计一般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影响原软件稳定性，具有良好的扩展性。

（ ＣＡＤ） 软件进行。 设计人员在绘制好需要的图案和
文字后由软件导出成织造文件，再由织机织造。 由于
电子提花控制设备采购自不同的厂家，很多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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