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纺纱解决方案
YarnMaster PRISMA



开创新纪元 
新一代电清PRISMA 

洛菲引领崭新技术，呈献全球首创产
品

全新一代电子清纱器 

YarnMaster PRISMA其创新的融合双技术

检测在电子清纱器领域定义新检测基

准。

+ 获利丰厚+ 全球首创

洛菲一直以来都是电子清纱器行业的领先者。

我们怀着挑战、创新的精神并承诺致力为自动络
筒机研发一个全面性的质量控制工具。

随着我们融合了非常规性的新检测方法与 
Yarn Master PRISMA理念的结合，智能质量控制
的新时代已经开启，现在可用于纺纱行业。

YarnMaster Prisma电子清纱器的理念是为纺纱从
业人员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多层面的途径来全面地
解决与材料和纺纱工艺相关的质量问题。

YarnMaster PRISMA 电子清纱器利用创新的双技
术清纱，拥有四个传感器检测纱线，为全球所有
纱线制造商提供纺纱行业日常质量控制的管理以
及支援。

传感器技术的融合为自动络筒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提供了提供前所未有的双重检测的可能性。

智能传感器检测技术产生的质量数据为广泛的质
量分析奠定了基础。同时为用户提供建议优化清
纱工艺设定的选项。

欢迎来到智能清纱新时代！我们诚意邀请您在
这“全功能合一”的清纱理念中探索和获益；聚
焦打造专属于您的全面纱线生产质量监察控制。



+  当下是彩色世界 
 红绿蓝三原色异纤检测头 覆盖色谱 
 全部波长范围, 全方位增强照明检测.

万众瞩目的电子清纱器
全球始创 

+ 全球首创 
 双重技术测量检测头 –两种检测原理       
 创建双重技术检测的基本型清纱器  

+ 独一无二的检测领域 
 聚丙烯/PP检测——P4传感器 
 将不可见变为容易可见

+ 全球专利 
 智能与技术融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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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主要的传感器检测技术融合在一个检测头
内。

 ➜突破传统技术, 将光电和体积比重两种测量
技术融合在一个检测头内, 完美和谐相互配合
运作，提供前所未有, 实现梦寐以求的双重检
测的可能性, 更精准地为清纱检测标准重新定
义。

 ➜随着这两种检测技术的智能融合，PRISMA 电
子清纱器内置两种检测技术的优势, 检测标准
将全由您掌控，自由发挥. 并根据您的需求加
以整合优化. 

 ➜YarnMaster PRISMA电子清纱器配套双重检测
传感器技术——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挑战，绝不
向质量妥协, 确保最佳生产效益！

 ➜YarnMaster PRISMA再次在清除异纤方面发挥
领导角色

 ➜ 全新的RGB红绿蓝三原色异纤检测头可在色谱
全部波长范围内, 全方位增强照明检测纱线.

 ➜ 能识别出任何类型的纱线和颜色及其混合物
中最小的色差及光泽度差异。

 ➜ 按现今在自动络筒过程中为异纤检测重新定
义新基准。

 ➜提供前所未有的精准,稳妥和可靠的异纤检测
效果。

以往在纱线中检测白色和透明的聚丙烯PP并将其
清除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需要一个创新可靠的解
决方案！

 ➜➜由摩擦静电效应来监控

 ➜ 评估不同原材料在自动络筒过程中产生的电
荷差异的信号

 ➜➜YarnMaster PRISMA电子清纱器与新一代P4
传感器的结合，以独一无二的检测方法突破界
限, 为自动络筒机提供完全质量监控方案

 

组合四种高端检测技术, 智能交互，确保前所未
有的故障和数据质量的可视性。

YarnMaster Prisma电子清纱器首次将所有已建立
的传感器技术融合在一只检测头内

 ➜红外线光电直径检测 基本纱疵

 ➜体积比重检测重量  基本纱疵

 ➜光学三原色全色谱  异纤

 ➜静电摩擦检测聚丙烯 聚丙烯

全球首创唯一质量检测标准，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检测技术双重 蓝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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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nMaster®

PRISMA DMFP

YarnMaster®

PRISMA DM

YarnMaster®

PRISMA DMF

+

聚丙烯PP

清纱

摩擦静电法检测透明

白色合成异纤PP、涤

纶等  
异纤清纱

独立的RGB红蓝绿三原色异纤检

测分级，可用于偏暗及偏亮的异纤分

级 • 有机纤维过滤 • 

色偏功能（选项）

通过多面的角度光源来检验

纱线的颜色的偏差

双技术清纱

NSLT清纱通道D分级表 • 独立的捻

结分级清纱• 独立的4个NSLT疵群通道• 色

偏和短粗检测曲线 • 精准的检测包芯纱缺芯和偏

丝功能 •   异常管纱报警快速处理 • 分级警报

图像界面

  简易组群处理 • 品种分类及管理 • 纱线工艺参数设定建议 •  

动态修改工艺设定 •  生产数据优化 

MM TOP 2.0
集中监控批次和物品管理 • 提供各种不同的报告(班次、组别、批次、单

锭、错支等) •  最多连接7200锭 • 清纱器助手• 报告表配置编辑器 • 

云端备份一年 • 远程支援至机台层面 • 数据库存取(选项)• 实验室套

包功能趋势图（选项） • 生产计划显示板（选项） 

实验室套包功能（选项）

常规性疵点检测,常规性疵点检测报警 •  SFI-D表面指数——

直径曲线设定

+

+ 全球都需要简易操作 
 PRISMA GUI软件-简易直观图 
 像软件

 

万物互联
更简易操控 

+ 全球数字化 
 MILLMASTER TOP 版本2.0— 
 — 连接与汇报信息

 

+ 应用范围 
 YARNMASTER PRISMA –  
 DM, DMF AND DMFP

有效的在线质量管理是当下络筒机和气流纺纱机
成功的关键因素。

洛菲让用户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地分析纱线质量及
数据进行单独评估。

 ➜借助智能设定助手设定参数，您可以借助"智
能建议模式"不断实时优化流程获取更高绩效

 ➜我们为用户提供简易操作的数据管理平台。 
效益持续直观

 ➜简单直观全新的PRISMA操作系统

 ➜易于操作和设有导航控制, 确保用户能掌控和
提高生产力。➜

 ➜崭新的YarnMaster Prisma操作理念提供全面信
息, 由智能向导提示菜单指引. 可以更直接, 
更直观地操作

洛菲的MillMaster TOP 2.0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是
YarnMaster PRISMA系列组成的一部分，是每一
台洛菲电子清纱器的可选配置。

 ➜ 由电子清纱器100%在线监测所产生的质量数
据可减少常规实验室测试，提高了效率并降低
了成本。

 ➜简单的、根据客户要求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
响应，启动合适的检测及对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长时间的数据对比，可以进一步提高纱线
的质量 和纺纱流程的效率。

 ➜➜一个检测头涵盖全部

 ➜适用于所有纤维纱线（棉、合成纤维、混纺纱）

 ➜支线范围：Ne 2.4 - Ne 320, Nm 4.1 – Nm 540

 ➜适用于所有捻接头

 ➜适用于所有的花式纱



Loepfe Brothers Ltd.
8623 Wetzikon 
Switzerland
www.loep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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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pfe是Savio Group集团辖下的
一间在纺织行业里处于世界先进
水平的专业电子在线质量控制系
统制造商。
世界各地的纺织机械制造商及纺
纱厂和织布厂极信赖瑞士产品制
造的质量及处于高端水平和创新
技术能力。

纺纱解决方案
精准细微的监察

织造解决方案
掌握控制技术

Connect with the Loepfe world

YarnMaster 和 MillMaster 是Loepfe Brothers Ltd的注册商标。保留技术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