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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的腳部會因為長時間在戶外走動，經過風吹、日曬、雨淋後造成腳部悶熱、不適，進而導致
腳部受到細菌感染，產生香港腳等腳部疾病。若鞋內織物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可使鞋內的細
菌不再繼續滋生，達到腳部健康衛生的效果。本實驗以聚酯針軋不織布為基材，採用奈米銀抑
菌劑，目的是為了尋找合適的加工條件，使不織布具有良好的抑菌效果亦節省成本，以提供業
界作為製造參考依據。經由實驗觀察，未添加壓克力樹脂之抑菌劑在室溫下會產生褐色斑，有
變色現象。本研究以金黃色葡萄球菌及肺炎桿菌測試其抑菌效果得到，60、90、120ppm 之奈
米銀抑菌劑添加及未添加壓克力樹脂之布樣上菌無大量孳生，皆有抑菌效果，但效果不明顯。
關鍵詞：不織布、抑菌加工、奈米銀

ABSTRACT
People used to have a long walk outdoors, after wind, sun, rain causing foot muggy and discomfort.
Bacterial infection leading to leg. Influence by athlete's foot or another foot`s disease. If shoes would
have great antibacterial effects, can make bacterial never ever breeding in the shoes. Measure up the
effect of health and hygiene of foots. The experiment use the Rolling Pin Non-Woven and
Nano-Antibacterial Agent to find out the best processing conditions, can make the Rolling Pin
Non-Woven have great antibacterial effects also can province mone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experiment .No acrylic resin yellowing phenomenon clear. After
adding acrylic resin to reduce the yellowing phenomenon. We use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 to find out the great antibacterial effects. Acrylic resin without adding the
antimicrobial agent 60、90、120ppm have inhibitory effect, but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n’t pretty well.
Keywords: rolling Pin non-woven、antibacterial processing、nano-Antibac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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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質。根據成份的不同，抗菌劑可以分為天然系、有
機系及無機系三大類。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生活品質提升，人們對於
鞋子的要求也隨著提高，穿著的舒適度及是否會對
腳部造成多餘的負擔是選購時重要的考量。
常時間穿著運動鞋容易引起腳部的疾病，在織
物上添加抗菌劑，使鞋材擁有抑菌的效果，降低細
菌滋生，減少腳部疾病的發生，即可達到鞋內舒適
之效果，進而達到提升消費者購買之意願。
一般鞋子的構造，分為鞋面與鞋底，近代運動
鞋的鞋面主要使用網眼布與針織布，為了使鞋有立
體感，因此會在網眼布與針織布之間添加其他布料
成為夾層。但是增加夾層，造成完成品的厚度增加，
易使完成品的透氣性降低。不織布逐漸取代一般織

圖 1 抗菌劑分類圖

物，成為夾層的主要材料之一，是因其具有微孔透
氣性以及優良的表面覆蓋性，且織造流程短、生產
率高、來源豐富、用途廣、成本較低等特點。

本研究利用聚酯針軋不織布做為基材，改變壓

銀離子具有公認的抗菌效果，可殺死 600 多種

吸條件與奈米銀濃度，探討其抑菌效果，以測試抑

細菌，再加上銀是不具毒性的物質，所以銀的使用

菌劑之大小及疏密度，了解加工的效應變化，期望

範圍相當廣且歷史悠久。

找到較適當的抑菌加工之參數。

奈米銀具有穩定的物理特性，遇水呈中性，耐
酸、耐鹼、耐鹽、耐熱，銀的殺菌能力相較於一般

2.理 論

殺菌劑擁有百倍以上的效果，對人體卻未見任何毒
害或刺激性的相關報告出現；它的物理性質穩定，
化學反應性強大，種種獨具的特質儼然已使其成為

奈米銀的抑菌原理

目前最佳的自然抗菌材料。
奈米銀的殺菌原理是基於靜電力作用，由於細

銀離子的抑菌原理為銀離子能與細菌體內蛋

菌體之細胞膜多呈負電性，奈米銀轉換態中的銀離

白上的氫硫基結合抑制細胞膜生成，使細菌死亡。

子(Ag+)帶有正電荷，二者間會因靜電吸引而牢固結

當細菌被銀離子殺死，銀離子又會重複其作用，直

合；如此作用後，銀離子可穿透細胞膜並進入細菌

至所有細菌被消滅，由此可知，奈米銀的功效是屬

體內，進而與細菌體內蛋白質上的硫醇基(-SH)產生

於長效型抗菌劑。

化學反應

因其抑菌性可達到抗菌且抑制細菌生長的效
果，我們將它添加到鞋材上，減少鞋襯上的細菌滋
生。一般廣義名稱包括滅菌、殺菌、抑菌、除菌、
H2O

消毒等均統稱「抗菌」
，其定義在於控制微生物的活
動及繁殖，創造一個清潔環境，並將其逐步消滅。
而抗菌劑是一種能夠在一定時間內，使某些微生物

圖 2 奈米銀的抑菌原理圖

（細菌）的生長或繁殖保持在控制濃度下的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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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樣本製作

細菌破壞

細菌

實驗條件
溶液調配:15、30、60ppm 以 1、3kg/m²做壓
吸使布上奈米銀含量約為 30、60、90、120ppm
壓克力樹脂稀釋為 0.25、0.5、1、2%

圖 3 銀離子抗菌原理圖

實驗步驟
針軋不織布剪裁成 23×30cm

3.實 驗

溶液調配方法:
900mL 的純水加入 100mL 奈米銀抑菌劑原

3-1 實驗材料

液，稀釋後溶液中奈米銀含量為 60ppm，將布浸漬
於溶液中，浸漬 5s 後取出樣布

(1)聚酯針軋不織布： 3D/51mm(興義邦)，布

壓吸試驗:

重 186.59±10.54g/m2，布厚 0.8~1.0mm (信織實業)

以 1、3kg/m2 做壓吸(1kg/m2 壓吸率約 2%、

(2)奈米銀抗菌劑：有效銀離子濃度 600ppm，

3kg/m2 壓吸率約 1.5%)濃縮後得到之布上奈米銀含

固成分 1.2% (龍翔公司)

量約為 30、60、90、120ppm。置入氣流循環式烘

(3)壓克力樹脂 : 固成分 40% (產協公司)

箱(105℃，60min)乾燥。
3-2 實驗設備
3-4 實驗方法
(1)壓吸機
3-4-1SEM 測試

NEWAVELAB. EQUIPMENITS CO.,LTD
(2)水份分析儀 MX-50，A&D

將奈米銀抑菌劑滴入針軋不織布後烘乾，取適

(3)SEM 電子顯微鏡 JSM-6510

當大小，裡用碳膠帶將布樣貼平於載台上，放置於

(4)抑菌實驗設備(亞東技術學院)

鍍金機鍍金 60 秒，增加其導電度，經由 SEM 放大
數倍後觀察其奈米銀抑菌劑之顆粒大小。

3-3 實驗步驟

3-4-2 處理後不織布氧化現象之觀察

3-3-1 實驗流程

將奈米銀濃度為 30、60、90、120ppm 之布樣

將上述製得之布樣進行分析項目之探討。

放置於戶外空氣中，經過長時間與空氣接觸，觀察
面積 23cm×30cm
布重 186.59 ±
10.54g/m²

其氧化、變色及 72 小時紫外線照色觀察。
3-4-3 抑菌效果測試
根據 AATCC147

105℃ 60min

(1) 使用無菌操作台，在使用前 我們必須先

奈米銀抑菌
劑含量
30、60、90、
120ppm
壓克力樹脂
0.25、0.5、
1、2%

關掉 UV 光，打開馬達和燈光，戴上無粉手套將無
菌操作台用 75%的酒精擦拭，先將酒精噴至擦手紙
上清潔操作台的外玻璃，再來是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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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酒精燈、打火機、培養皿噴上酒精放入

之含量(ppm)，得到結果表示布樣上面含有奈米銀抑

操作台，點酒精燈，將 agar 從恆溫震盪機取起，將

菌劑的含量(式 2)，以重量百分比的方式表達織物

鋁箔包覆的瓶蓋用酒精燈燒過，打開協型瓶將蓋子

上面含有的藥劑量。
壓吸率公式:

內部用火燒一遍，瓶口也用火燒過，將其 agar 倒入
培養皿，打開蓋子使其熱氣可以散出，熱氣散出後
即可蓋起，之後 agar 瓶口、內部及瓶外鋁箔部分皆
用 火 燒 。 視當 天 的溫 度 將培 養 皿 放置 在 室溫 中

(式 1)
奈米銀抑菌劑的含量:

30~50 分鐘。
(3) agar 冷卻後，將含有金黃葡萄球菌和肺炎
桿菌的培養皿，稍微噴式酒精消毒放入操作台，使
用白金棒取一個菌落，輕輕將其畫在培養皿的 agar

(式 2)

上畫三條約 2 公分寬，之後我們要將白金棒燒紅放

表 1 為聚酯針軋不織布在不同壓吸壓力下做 5

置，之後用鑷子將其測試(此測試物在測試前必須先

次試驗後之壓吸率(%)及平均壓吸率。表 2 為經由

照上 24 小時的 UV 光殺菌)夾起，貼至三條線的正

(式 2)計算出壓吸後聚酯針軋不織布上之奈米銀抑

中間部分，測試物的四個角必須貼平，而三條線必

菌劑有效銀之含量(ppm)

須都要通物測試物，之後我們要用火烤鑷子殺菌，
蓋上培養皿的蓋子，將其拿至到 37 度培養箱培養

表 1 壓吸壓力對聚酯針軋不織布壓吸率(%)的影響

18~24hr，使用完後，將其菌種放回冰箱，酒精燈、

壓吸壓

打火機拿出酒精滅菌，之後清潔操作台，使用完後

壓

力

關閉電源跟光線，打開 uv 燈光。配置 8g/L 之 NB

藥劑 吸

溶液並取 9mL 至試管中至高壓滅菌鍋進行滅菌，再

濃度

1

2
2

3

4

kg/cm

2

kg/cm

2

kg/cm

kg/cm2

率

取一顆菌落至 9mLNB，放置恆溫培養箱以 37℃培

60ppm

184%

155%

134%

129%

養 18~24 小時。

120ppm

191%

165%

153%

131%

180ppm

202%

173%

139%

128%

240ppm

197%

154%

158%

139%

300ppm

215%

173%

156%

157%

(4)取出觀察樣本周圍之抑菌圈現象。
3-4-4 奈米銀抑菌劑添加壓克力樹脂抑菌效果測試
在有效銀為 30、60、90、120ppm 之抑菌劑中

表 2 壓吸後針軋不織布上奈米銀含量

分別添加，0.25%、0.5%、1%、2%之壓克力樹脂，
測試其抑菌效果。
3-4-5 不同濃度壓克力樹脂之透氣度及柔軟度測試

壓吸後布中奈米銀
含量(ppm)

30

60

90

120

壓吸壓力(kg/cm2)

1

1

3

1

197

196

148

197

29.55

58.8

88.55

118.2

壓吸率(%)
計算後溶液奈米銀
含量(ppm)

4.結 果 與 討 論

4-2 奈米銀抑菌劑變色觀察
將奈米銀抑菌劑稀釋成濃度 30、60、90、

4-1 加工條件之上藥率檢測

120ppm 壓吸在白色聚酯針軋不織布上放置於室溫

上藥率是以壓吸後的布樣重減去布樣原重，求

下觀察其是否變色。奈米銀含量越低其變色現象越

得布樣上所含有的壓液重量，再除以布樣原重，結

不明顯，長時間放置於室溫中其效果到達飽和後將

果即為布樣之壓吸率(式 1)，再乘以奈米銀抑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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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變色。奈米銀抑菌劑經壓吸加工在白色聚酯針
軋不織布上放置於室溫中，觀察後得知，在烘乾的
過程中因加熱及銀與空氣接觸，使銀氧化，產生褐
色斑點。為了使銀與空氣的接觸減少，在 30、60、
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中添加 0.25、0.5、1%之
壓克力樹脂，觀察其變色現象。得知，添加壓克力
樹脂後，銀被壓克力樹脂包覆住，使銀無法與空氣
接觸，無變色現象。
表 3 奈米銀抑菌劑未添加壓克力樹脂之變色現象
奈米銀
含量

30
ppm

60
ppm

90
Ppm

12
0ppm

1天

無

無

無

有

3天

無

無

有

有

9 天.

無

有

有

有

21 天.

無

有

有

有

放置
時間

圖 6 奈米銀抑菌劑壓吸在聚酯針軋不織布上之表面
觀察(15000 倍)

4-2SEM 奈米銀抑菌劑外觀顆粒觀察
圖 7 壓克力樹脂在聚酯針軋不織布上之表面觀察
(5000 倍)

圖 4 聚酯針軋不織布之表面觀察(6500 倍)

圖 8 奈米銀抑菌劑 120ppm + 壓克力樹脂濃度 1%之
表面觀察(5000 倍)

圖 5 奈米銀抑菌劑壓吸在聚酯針軋不織布上之表面

圖 9 奈米銀抑菌劑 120ppm + 壓克力樹脂濃度 2%之
表面觀察(5000 倍)

觀察(65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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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針軋不織布在上藥劑前利用 SEM 觀察其表
面，放大 6500 倍後得知其表面平滑無顆粒(圖 4)；
將聚酯針軋不織布浸漬在奈米銀抑菌劑原液後烘
乾，利用 SEM 放大 6500 倍後觀察其表面得知有抑菌
劑之附著，其顆粒可能為抑菌劑中之樹脂或銀之顆

(a)

粒亦可增加不織布之抑菌效果(圖 5)；將含有抑菌

(b)

劑之針軋不織布放大 15000 倍觀察其表面，其表面

圖 10 奈米銀抑菌劑 600ppm 對(a)肺炎桿菌及(b)金

上之顆粒大小不均，可能為樹脂凝結或此藥劑無達

黃色葡萄球菌之抑菌效果

到完全的奈米等級而導致(圖 6)。為增加奈米銀抑
菌劑之黏著度，在溶液中添加 0.25%、0.5%、1%、

將抑菌劑稀釋成 30、60、90、120ppm 不經加工

2%之壓克力樹脂，觀察其藥劑之黏著度。圖 7 為純

滴在試紙上測試其對肺炎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之

水加壓克力樹脂之表面觀察，和圖 4 相比增加了樹

抑菌效果，觀察其抑菌圈。(圖 11、12)

脂顆粒，但表面上還算平滑。奈米銀抑菌劑添加 1%
壓克力樹脂壓吸後表面較圖 7 粗糙(圖 8)，奈米銀
抑菌劑添加 2%壓克力樹脂壓吸後表面較圖 7 粗糙卻
比圖 8 平滑，其原因可能為壓克力樹脂濃度提升後
將奈米銀包覆在其中，而導致表面較平滑。
30

60

4-4 不同濃度壓克力樹脂之柔軟度及透氣性測試
壓克力樹脂濃度越高其柔軟度越差，濃度從
0%增加至 2%其柔軟度從 7.5 公分增加至 14.03 公
分。壓克力樹脂之濃度對布樣之透氣度無明顯之影
響。
90

120

圖 11 30、60、90、120ppm 抑菌劑滴在試紙上對金
表 4 不同濃度壓克力樹脂之柔軟度及透氣度
壓克力樹脂濃度

柔軟度(cm)

(%)

黃色葡萄球菌之抑菌效果

透氣度
(cm/sec)

0

7.5

60.916

0.5

10.46

64.056

1

10.71

64.998

2

14.03

61.23

30

60

90

120

4-5 抑菌效果之觀察
將奈米銀抑菌劑原液 600pppm 滴在試紙上測試
其對肺炎桿菌及金黃色葡萄球菌其是否含有抑菌效
果，將抑菌劑滴在試紙後放置於畫有菌的 agar 上，
觀察得知有明顯之抑菌圈，由此可知其抑菌劑含有

圖 12 30、60、90、120ppm 抑菌劑滴在試紙上對肺
炎桿菌之抑菌效果

抑菌效果(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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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90、120ppm 之奈米銀抑菌效果之測

由於奈米銀抑菌劑加純水稀釋後之抑菌效果不

試得知，30ppm 之不織布上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

明顯，其原因可能為抑菌劑之固含量低，導致抑菌

桿菌皆沒被消滅，60、90、120ppm 之抑菌效果皆不

劑不易吸附在織物上而抑菌酵過不明顯，所以在稀

明顯。其可能原因為其銀氧化或是壓吸後奈米銀吸

釋好的溶液中添加壓克力樹脂，觀察其抑菌效果是

附效果不均，使得只有 60ppm、90ppm、120ppm 含有

否提升。

抑菌。(圖 13、14、15)

奈米銀抑菌劑添加壓克力樹脂後，抑菌效果明
顯，布樣上皆無菌 類產生，90 和 120ppm 之布樣皆
可明顯看出抑菌圈。
在 30、60、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添加 2%、
1%、0.5%、0.25%壓克力樹脂測試其金黃色葡萄球
菌(STA)及肺炎桿菌(KP)之抑菌效果。

金

肺

圖 13 30ppm 奈米銀抑菌劑之抑菌效果

金

肺

圖 14 60ppm 奈米銀抑菌劑之抑菌效果
圖 17 30、60、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加壓
克力樹脂 2%之抑菌效果

金

肺

圖 15 90ppm 奈米銀抑菌劑之抑菌效果

圖 18 30、60、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加壓克力
樹脂 1%之抑菌效果
金

肺

圖 16 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之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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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30、60、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加壓克力

30

60

90

120

圖 21 30、60、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紫外光照

樹脂 0.5%之抑菌效果

射 72 小時後之抑菌效果

5.結 論
綜合本次實驗後得之下述結果 :
(1)經由柔軟度測試後得知，壓克力樹脂濃度
0%時 柔 軟 度 為 7.5cm， 添 加 到 2%時 柔 軟 度 為
14.03cm。手感太硬，本實驗將壓克力樹脂定在 0.5%
及 0.25%。
(2)以電子顯微鏡觀察由前述相片圖 4 到圖 9
可看出，織物添加奈米銀抑菌劑後，表面有顆粒產
生，顯現出奈米銀抑菌劑附著在織物上。
(3)經由實驗觀察，未添加壓克力樹脂之抑菌

圖 20 30、60、90、120ppm 奈米銀抑菌劑加壓克力

劑在室溫下會產生褐色斑，有變色現象(像片無法呈

樹脂 0.25% 之抑菌效果

現)。

實驗後得知，添加壓克力樹脂後抑菌劑被壓克

(4)經由抑菌標準試紙檢測不同濃度奈米銀抑

力樹脂包覆，使抑菌劑無法與菌類產生反應，布樣

菌劑，發現 60ppm 以上即有抑菌效果。

上皆有些微的菌類產生，此加工布有抑菌效果，但

(5)本抑菌實驗中得知，未加壓克力樹脂之奈

無明顯之抑菌圈，由此可知，此加工布有抑菌效果，

米銀抑菌劑 60ppm 以上皆有抑菌效果。

但效果不明顯。

(6)60、90、120ppm 之奈米銀抑菌劑添加及未
添加壓克力樹脂之布樣上菌無大量孳生，皆有抑菌

4-6 紫外光照射 72 小時後之抑菌效果

效果，但效果不明顯。
將添加 0.25%壓克力樹脂加工後之布樣連續

(7)經由圖 10 到圖 12 觀察，本抑菌劑對肺炎

照射 72 小時紫外光觀察其抑菌效果，發現長時間紫

桿菌之抑菌效果較明顯。

外光照射後在紫外光的照射下加強氧化效果，布樣
上有褐色斑點產生。抑菌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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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依圖 21，樣品在紫外光下照射 72 小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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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光加強氧化效果，導致布上有褐色斑點產生。

醣於不織布應用之研，台灣幾丁質幾丁聚醣

抑菌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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