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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係以 Nylon/PET(70/30)超細纖維紡粘長纖不織布為基布，施以水性 PU 浸漬處理，經壓
吸、烘乾、架橋等步驟，藉由添加不同濃度的水性 PU 來探討其加工布之物性研究，找出最佳
的物性包括:硬挺度、破裂強力和摩擦以及拉伸強度，結果顯示當水性 PU 濃度為 20%時對織
物的物性開始有明顯的改善，而濃度提升到 40%時，物性又有更進一步的加強。
關鍵詞: Nylon/PET 超細纖維、水性 PU、水性 PU 浸

ABSTRACT
In this study, used Nylon / PET (70/30) ultra-fine fiber spunbond non-woven fabric for the fabric
filament, Impregnated with water-based PU. The pressure absorption, drying, bridges and other steps.
By add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water-based PU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fabrics
to find the best properties include: stiffness, burst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and fri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water-based PU was 20% of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fabric began
to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to 40%, the properties hav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words: Nylon / PET (70/30) ultra-fine fiber, water-based PU, water-based PU p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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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2-2 薄膜的形成過程

近年來，由於天然資源的缺乏、動物保護聲浪
日益高漲以及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天然麂皮來源
日漸減少，逐漸被人造麂皮所取代，其中又以 PU 人
造麂皮與天然麂皮最為類似[1]。
PU 為一含有軟、硬鏈節之塊狀共聚合物，軟鏈

圖 2 和基材接觸的水分散液

節呈橡膠態使其具有彈性，硬鏈節呈玻璃或半結晶
態使其具凝交鏈構造，同時由於軟硬鏈節間的相容
性差異，形成二相分離或混合，不但手感、彈性與
舒適度皆可模擬，更可以在環保與機能上作一些調
整例如添加 TiO2 來加速分解，更可以加入發泡劑來
製作發泡材…等都是很好的應用[1]。

圖 3 當水蒸氣蒸發時聚合物顆粒逐漸靠攏

其他用途為皮革處理劑、接著劑、鞋膠、鞋漆、
玻璃用黏結劑及塑膠塗料。
PU 全名為聚胺基甲酸酯，以溶劑分類為一般
PU 與水性 PU；一般 PU 的溶劑大多為 DMF、MEK、
TOL 皆為有害物質，其中 DMF 更列為毒化物管制
品，但水性 PU 成本較高、物性較一般 PU 差且合成

圖 4 高分子顆粒緊密的堆集

技術問題皆要克服，而水性 PU 顧名思義是以水為溶
劑，故可水解，因此，生產較無污染問題，所以更
能同時兼顧環保與生態，為近期發展的趨勢[2]。

2.理 論
2-1 水性 PU 的成膜理論
圖 5 高分子顆粒凝結成一個薄膜
PU 主要是由軟、硬段相同崁段共聚合物。主要

水性 PU 是大分子量的聚氨酯均勻地分散在水

之組成原料為較高分子量之多元醇(Polyo)、二異氰

中所形成的，這些分散顆粒必須經過排列接合才能

酸塩(Diisocyanate)及鍵延長劑(Chain exlender)三類

形成一個連續的薄膜如圖 2 至圖 5[4]。

如圖 1 所示[3]。
本實驗以脂肪族醚型 PU 樹脂類多元醇為主。

2-3 架橋理論

對 N/T 紡粘長纖不織布進行浸漬及壓吸處理，可獲
得柔軟具反撥性之手感，適合人造皮革素材之加工

水性 PU 與基布乾燥後才產生架橋的作用。架

使用；會形成具有彈性之強韌薄膜，故可使耐磨耗

橋劑的效率將隨著熟成溫度及時間的延長而增

性提高[4]。

加 。加入水溶性或水分散性的架橋劑能進一步提高
水性 PU 加工布的物理性能。對於基布的黏著性、增
重進行改善，這些多功能的架橋劑，通常應用在使
用前加入到配方中[5]。
2-4 壓吸理論
圖 1 水性 PU 結構式

壓吸(Padding)主要是將織物經過浸軋槽進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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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液之浸漬，接著再以浸軋機以機械方式均一地賦

壓輥之壓力會影響壓吸率(Pick-up)，其做動方

與加工液，使能吸附在織物上。因此浸軋製程可說

式最主要是施力於壓輥之兩端。如圖 8 所示。目前

是由浸漬製程及壓吸製程兩部分所組成，如圖 6 所

多數是使用流體壓力(主要是以空氣壓 kg/cm2 為主)

示[6]。

來進行[7]。

圖 8 壓輥作動方式

3.實 驗
3-1 實驗材料
(1) 織物：Nylon/PET(70/30)超細纖維紡粘長纖染
色 不 織 布 ， 基 重 : 170g/m2 ， 纖 維 細 度 :
0.09D~0.17D。
(2) 架橋劑：NAWAN 28式丙烯亞胺三功能基 聚
1-氮雜環丙烯架橋劑。

圖 6 浸漬壓吸流程

(3) 去離子水。
浸軋製程一般須考量的因素可歸納如下四點：

(4) 水性PU：NANPAO 903 水分散型PU樹脂

(1) 織物之前處理及上水分率之均一性。

(5) 增粘劑：SUN-NEO 乳化型塗佈加工藥劑用增

(2) 浸軋後處理液的分散性、溫度控制。

粘劑。

(3) 織物浸透狀態、浸軋速度及張力均一。
3-2 實驗設備

(4) 壓棍壓力之均一性。
使用壓輥進行絞壓，而使得加工液能充分地被

(1) 壓 吸 機 ： 壓 吸 PU (LABTEC 公 司 製 造

吸收於纖維中。其目的主要是將織物間所含的空氣

PAD-MANGLE機型)

軋出，而使得加工液均一地浸透於纖維內，並且排

(2) 烘 箱：烘乾及 熱處理 (CHANNEL公 司製 造

出多餘的加工液。當進行浸軋製程時，織物之前進

PRECISION ONEN機型)

速率必須保持一定，以確保均勻壓吸，如圖 7 所示

(3) 電 子 顯 微 鏡 ： 結 構 分 析 (JEOL 公 司 製 造

[6]。

JSM-6510機型)
(4) 萬能強力試驗機：物性測試(HUNG TA公司製
造HT-2010機型)
(5) 紅外線光譜儀：結構分析(PERKIN ELMER公
司製造 SPECTRUM ONE機型)
(6) 破裂試驗機：物性測試(HUNG TA公司製造
HT-8020A/B機型)
(7) Cantilever試驗機：剛柔測試(文化大學提供)

圖 7 壓吸示意圖

(8) 耐 磨 擦 試 驗 機 ： 耐 磨 試 驗 ( 大 榮 科 技 製 造
影響壓吸效果，其最主要的是施加於壓輥之總

CAT-125 機型)

壓力、壓輥之橡膠硬度、厚度及壓輥之直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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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驗流程

4.結 果 與 討 論
4-1 水性 PU 濃度對 N/T 紡粘不織布壓吸率及增重率
之影響
由圖 10 及圖 11 可得知，經由水性 PU 的濃度
提升處理後，壓吸率及增重率均獲得改善，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當水性 PU 從 10%至 20%時其壓吸率及增
重率大幅提升，隨即穩定成長。
圖 9 實驗流程圖
3-4 實驗方法
(1) 實驗方法：
以固含量 40%的水性 PU 配置 4、8、12、16%
加工液將基布經浸軋處理後烘乾。
壓輥壓力：3.0kg
乾燥溫度：100℃，5 分鐘
熱處理：120℃，30 秒，物性測試。

圖 10 不同濃度水性 PU 加工之壓吸率

(2) 測試方法:
A. 破裂強度
依照 CNS12915 定速伸長型法
試片大於鐵圈直徑（約 8cm）各 5 片
加壓速度：10cm/min
B. 硬挺度:
依照 CNS12915 CANTILEVER 法
試片 2×15cm 經緯各 5 片
強伸度試驗:
依造 ASTMD5034-95 抓式法
圖 11 不同濃度水性 PU 加工之增重率

經緯向取 10×15 cm 各 5 片
夾距：7.5cm

4-2 不同濃度水性 PU 之 SEM 差異

拉伸速度 30±2 cm/min
C. 耐磨試驗

由圖 12 可以看到水性 PU 些微的附著在纖維

依造 ASTM D3886 平面耐磨試驗 A 法

上，圖 13 包覆程度隨著濃度變化上升而提升，圖 14

試片大於鐵圈直徑（約 12 cm）各 5 片

濃度 12%時不僅僅對纖維產生包副作用，還可以發

負載重量：1 磅

現纖維有相互黏結的現象，圖 15 纖維之間的粘結現

試驗空氣壓力 0.0276Mpa

象有所增加，這些附著在纖維上的水性 PU 粒子數量

磨擦台往復速度：125±5 回/min

多寡及包覆程度也影響到織物之後的物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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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水性 PU 濃度對 N/T 紡粘不織布抗拉強力之影響
由圖 16 可得知，經過水性 PU 加工過後的 N/T
紡粘不織布在抗拉強力上有所改善，，這是因為水
性 PU 高分子包覆及填充纖維間的孔隙，對於纖維有
補強作用，當水性 PU 濃度為 16%時抗拉強力獲得大
幅提升，其原因如 SEM 所示，不僅水性 PU 高分子
包覆著纖維，纖維間也因水性 PU 高分子產生粘結作
用導致纖維互相黏結而強力上升。
圖 12

PU 4%之 SEM 外觀（×2000）

圖 13

PU 8%之 SEM 外觀（×2000）

圖 16 添加不同濃度水性 PU 之抗拉強力圖
4-4 水性 PU 濃度對 N/T 紡粘不織布耐磨強力之影響
由圖 17 可以得知，水性 PU 的添加與否對耐磨
次數有很大的影響，其原因為水性 PU 粒子包覆著
Nylon/PET(70/30)超細纖維紡粘長纖導致加工布具
有此水性 PU 的耐磨特性，水性 PU 濃度為 8%開始，
耐磨次數的成長曲線開始呈現較有規律的成長，其
原因可能係因為水性 PU 濃度 4%時水性 PU 高分子
無法均勻的包覆著 Nylon/PET(70/30)超細纖維所致。

圖 14

PU 12%之 SEM 外觀（×2000）

圖 17 添加不同濃度水性 PU 加工之耐磨次數
4-5 水性 PU 濃度對 N/T 紡粘不織布破裂強力之影響
由圖 18 可以得知，本實驗水性 PU 的添加與否
圖 15

PU 16%之 SEM 外觀（×2000）

對 N/T 紡粘不織布的破裂強力有加強的效果，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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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不容易受到外力影響變形而破裂，具有此水性 PU

的包覆及填充纖維間的孔隙，對於纖維有補

的強韌性。

強作用。
(3) 當水性PU濃度為16%時抗拉強力獲得大幅提
升，其原因如SEM所示，不僅水性PU高分子
包覆著纖維，纖維間也因水性PU高分子產生
粘結作用導致纖維互相黏結而強力上升。
(4) 水性PU濃度的提升對於耐摩擦有良好的補強
作用，其原因為包覆在纖維外的水性PU高分
子具有耐摩性。
(5) 由 SEM 觀 察 可 以 發 現 當 水 性 PU 濃 度 8% 開
始，纖維間開始有相互黏結的現象，此現象
是造成纖維物性提升的原因之一。
(6) 水性PU的濃度對於基布的破裂強力有加強的

圖 18 添加不同濃度水性 PU 之破裂強力圖

作用，使其不容易受到外力影響變形而破
4-6 水性 PU 濃度對 N/T 紡粘不織布硬挺度之影響

裂，具有強韌性。
(7) 水性PU對於硬挺度有改善作用，使布手感較

藉由添加水性 PU 可以使布更像皮革，由圖 19

硬挺並具有水性PU的彈性。

可以得知，水性 PU 的添加與否對硬挺度產生很大的
影響，其原因為水性 PU 粒子包覆著 Nylon/PET(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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