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料、自动抬压脚部件 （ ）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挡圈
压脚升降板

A7/A7    系列
A7/A7    Series

零件手册
Parts Manual

抬压脚拉杆螺钉
抬压脚前杠杆组件
后杠杆轴位螺钉
抬压脚后杠杆
销子

形弹性开口销φ
电磁铁接头
法兰螺母
电磁铁上垫片
抬压脚电磁铁组件
螺钉
抬压脚顶杆
松线辅钉弹簧
松线辅钉垫片
挡圈 （日标）
松线辅钉
松线顶板复位簧
松线顶板连接销
螺钉SM3/16“x28 L=7
松线顶板垫片
GB/T894.1-1986挡圈6
松线顶板
螺钉SM3/16“ L=7
松线电磁铁组件
橡皮塞

上轴、挑线部件 松线油封
调压螺钉 送料部件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调压螺钉 厚料
调压螺钉组件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挑线连杆销 调压螺母
挑线连杆销(中厚料) 调压螺母 厚料 螺钉M5 L=5
上轮螺钉SM15/64"x28 L=15 调压导杆 送料轴
挑线连杆 调压簧 推力球轴承
挑线连杆(厚料) 调压簧 厚料 牙架座组件

机壳、外装部件 垫片(中厚料) 压杆导架 螺钉SM11/64"x40 L=7
GB/T 896-1986挡圈6(中厚料) 螺钉 SM1/4"x40 L=8 螺钉SM11/64"x40 L=5.5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Number
针杆曲柄护板 薄厚检测磁铁组件 送料轴挡圈
挑线杆分组件 螺钉SM9/64"×40 L=6 螺钉SM11/64"×40 L=4.5

螺钉 挑线杆组件 厚料 薄厚检测装置组件 送料轴后轴套
面板调节孔螺塞 挑线杆滚针轴承 螺钉SM11/64"×40 L=6 自锁螺母M5
面板商标牌 挑线曲柄分部件 厚薄检测橡胶塞 30228003 垫圈
面板(喷漆) 挑线曲柄分部件 厚料 压杆防油套 送料传动销
面板 挑线曲柄分部件 中厚料 压杆衬套 送料曲柄连接销
左线钩 针杆连杆 压杆 送料连杆
面板垫 螺钉 左旋 左旋 螺钉 GB/278轴承695ZZ
螺钉 螺钉 压脚组件 螺钉SM11/64"x40 L=4.5
面部防油板 螺钉 压脚组件 厚料 送料曲柄
面部防油板 厚料 针杆曲柄 螺钉M5 L=5
倒缝开关组件 三开关 针杆曲柄 厚料 牙架座螺钉垫圈
螺钉 螺钉 弹簧垫圈 5
挑线杆防护罩 上轴前轴套组件 螺栓(内六角)M5 L=20
针杆曲柄螺孔塞 螺钉 电机安装支架
挑线连杆销螺孔塞 主轴中轴套 螺栓(带垫圈)M4×14
挑线连杆销螺孔塞 螺钉 步进电机
螺钉 上轴挡圈 抬牙连杆
割线刀 挡圈 抬牙连杆轴位螺母 SM9/32"x28
螺钉 送料偏心轮 螺钉SM3/16"x28 L=14
操作屏孔塞 偏心轮（-H） 抬牙连杆轴位螺钉 SM9/32"x28
油封垫 螺钉 橡皮塞15.5
油封 上轴后轴套 抬牙后曲柄
后窗板垫 上轴后套挡油油封 送料轴后轴套密封圈
后窗板 挡圈 送料轴后轴套
后窗板(喷漆) 上轴 油封组件22
侧盖固定板 电机防尘套 抬牙轴
螺钉 螺钉 送料轴挡圈
卡簧 螺钉 螺钉SM1/4"x40 L=6
侧盖螺钉SM3/16"×28 手轮 喷漆 轴套
尼龙扎带 电机罩壳组件 配鲍麦 送料轴油线孔塞
电控罩壳销 电机光栅组件 配鲍麦 GB/T894.1-1986挡圈 15
一体机电控组件(众邦)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抬牙叉形曲柄

一体机电控组件(众邦)(+)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螺钉SM11/64"x40 L=10.5
螺栓 内六角 电机转子总成 螺钉 SM1/8"x44 L=6
螺栓 内六角 电机定子总成 针杆、竖轴、下轴部件 送料牙
垫圈 电机绝缘防护罩 牙架组件
无线通信模块(+) 弹垫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牙架组件（H）

下轴工艺孔塞 螺钉 牙架销
一体机电控面板组件(众邦)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针杆上衬套孔塞
一体机电控面板组件(众邦)(+) 内六角平端紧定螺钉 针杆上衬套
橡皮塞 双孔 螺钉组合件 针杆上衬套 厚料
螺钉 上轴孔塞 针杆
小夹线器螺柱 光电伺服电机 众邦 针杆 厚料
过线板 防油罩 针杆连接柱
小夹线板 防油罩油棉 螺钉
小夹线弹簧 螺钉 针杆下衬套
小夹线器螺母 针杆下衬套 厚料
小夹线器组件 针杆线勾
夹线器组件 针杆线勾 厚料
夹线器组件 厚料 机针(定位 )
夹线螺母 机针( )
夹线制动板 机针 厚料
夹线弹簧 针杆下衬套线勾
夹线弹簧 厚料 针杆下衬套线钩 厚料
松线板 螺钉 进口
夹线板 针杆连接柱滑块
夹线螺钉 螺钉
挑线簧 针杆接头滑块导轨
挑线簧 厚料 上轴伞齿轮
挑线簧调节座 竖轴上伞齿轮
挑线簧调节座 型圈 竖轴下伞齿轮
螺钉 螺钉
松线钉 下轴伞齿轮
螺钉 螺钉
右线勾 竖轴上轴套
螺钉 竖轴
螺母 竖轴下轴套
固定式缓线钩 下轴后轴套
螺钉 下轴挡圈
卷边器座 下轴中套
凹端紧定螺钉 下轴
电子夹线器组件 油封组件
针板螺钉 下轴前套油封 大
针板 压料、自动抬压脚部件 （ ）

下轴前轴套组件
针板 厚料 油封组件
针板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下轴限油芯

底板支柱 下轴限油螺钉
螺钉 压脚扳手螺钉 薄料旋梭(精品)
推板簧 压脚扳手螺钉垫圈 德盛有尾巴厚料旋梭（方德款）（-CH) 1
推板 压脚扳手 广濑厚料旋梭 新 有尾巴 厚料
螺钉 型圈 梭心

压脚扳手凸轮分部件 梭壳
前杠杆螺纹销 旋梭定位钩
螺纹销橡胶垫圈 旋梭定位钩 厚料
抬压脚前杠杆分部件 螺钉
抬压脚拉杆 螺钉

挡圈 螺钉

2

3

5

1



机头附件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机头连接钩部件
机头座垫
机头连接钩座钉
机头连接钩座钉
螺丝刀（小）
螺丝刀（中）
螺丝刀（大）
机头连接钩座
机头支架
螺钉
机头支柱
机针
机针（定位14#）
机针 （厚料）
漏斗
梭芯
油壶组件
油盘托盘
防尘罩
过线柱
塑壳调速器(平缝A2)

20730335 拉杆 pull rod 1
线架组件
线架杆顶防护橡皮
平垫圈
螺栓
螺母
上线架过线杆
过线圈（内）
过线圈（外）
线架杆上节
线架杆接头

绕线部件 线架杆下节

润滑、油量检测部件 橡胶垫圈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平垫圈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螺母

绕线器组件 螺栓
螺钉M4 L=6 油窗 螺母
垫圈4 油窗 形圈 弹簧垫圈
压线控制板 上轴供油管 下线架过线杆
绕线衬垫 下轴供油管 线盘
绕线器装置主座 油泵安装板 线盘垫
开口挡圈5 油泵连接螺柱 线托棒
复位板拉簧 弹垫 线团防松垫
调节板 螺钉 " "
绕线凸轮 螺钉
螺钉M5 L=5 柱塞簧
绕线器连杆组件 回油柱塞
满线复位簧 油泵体衬套
弹簧 油泵体
开口挡圈4 螺钉
绕线器主轴 油泵叶轮

切线部件 绕线凸轮轴 油泵叶轮托板
螺钉M4 L=4 油泵盖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绕线轮 螺钉
O型圈 油泵组件

螺钉 密封垫 供油管接头
定刀 螺钉SM3/16"×28 L=10 过线勾
螺钉 底线夹线器 弹垫
护针片 夹线螺母 螺钉
螺钉 小夹线弹簧 铝油管
螺钉 夹线板 尼龙扎带
牙架座螺钉垫圈 夹线过线板 油管
刀架压板组件 夹线螺钉 油管卡簧
刀架压板 螺母SM11/64"×40 油盘油嘴
短套 绕线器驱动轮 回油嘴
螺钉 螺钉M6 L=8 油管卡簧
活动刀 薄料短槽 油线
活动刀 厚料短槽 供油嘴
剪线刀架 送料轴前孔塞
剪线连杆偏心销 型圈
连杆螺钉 油量调节螺钉
连杆 铝油管
螺母 铝油管压板
螺钉 螺钉
驱动曲柄止动块 回油毡夹
螺钉 回油毡
切线曲柄 螺钉
剪线复位簧 回油管夹

孔接线器 回油管组件
切线轴套 回油管
驱动曲柄轴衬套 油线固定板
螺钉 螺钉
扭簧端盖 油线
弹簧 油窗
切线凸轮曲柄轴 油标组件
剪线驱动组件 油量检测装置组件
螺钉 螺母
滚柱 弹性垫圈
螺母 拉簧固定板
螺钉 油量检测装置固定板
凸轮顶柱 螺钉SM15/64"x28  L=9
剪线凸轮 油量检测罩壳
剪线凸轮 厚料 导向支柱
切线驱动轴 浮子

挡圈 开口挡圈
针杆曲柄护板
电磁铁缓冲片
孔塞8.5
剪线电磁铁组件 油盘、膝抬压脚部件电磁铁橡胶垫
螺母

序号 公司件号 名称 零件描述 数量
切线电磁铁支架组件
切线电磁铁顶销 油盘

弹簧垫圈 油盘密封垫
螺母 开口挡圈 日标
螺钉 垫圈
弹簧 顶帽弹簧
切线杠杆 尼龙扎带
针杆曲柄护板 顶帽组件

卡簧 顶帽防护帽
孔接线器 螺钉

油盘磁铁
抬压脚双向曲柄组件 公司地址 ）：
抬压脚双向曲柄 中国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东海大道东段 号
双向曲柄扭簧 ，

挡圈 邮编 ：
抬压脚轴组件 国内销售部 ：
螺钉 电话 ：
螺母 传真 ：
螺钉 国贸部 ：
螺钉 电话 ：
油盘放油垫圈 传真 ：
螺钉 服务热线：
后电线压板
螺钉M4 L=8 资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以实物为准。

前电线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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