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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的腳部具有豐富的汗腺，在長時間的包覆下，容易造成腳部感到潮濕、悶熱、不舒服，故若鞋內織物
具有良好的透氣與疏水的效果，使鞋內的濕氣可被導出鞋體外，以及鞋外液態水不被吸收，可以達到腳
部舒適的效果。本實驗以聚酯針軋不織布作為基材，採用碳氟系列之撥水劑，改變壓吸壓力與含浸液固
成分，評估基材上藥後的疏水性能及觸感差異，以期能找到合適的加工條件，提供業界做為參考依據。
本實驗使用 1 、2、3、4 kg/cm2 的壓吸壓力及 2、3、4、5、6%的含浸液固成分，壓吸壓力降低，或固
成分增加都會使得上劑率增加。基材上藥後表面與水滴接觸角介於 110~120゜之間，撥水效應評級介於
2.5 與 3.5 級之間，上藥後的織物沒有虹吸現象，可見撥水劑確實使織物具有疏水效應。雖然織物上藥
後的透氣性有明顯增加，但是上劑率增加，透氣的效果卻沒有顯著差異，反而導致織物硬挺，造成手感
變差。由評估結果得知，撥水劑確實會增加織物的疏水性及透氣性，但上藥的比例則不會影響其疏水性
及透氣性。因此 2.82%低上劑率即可達到疏水及透氣的效果，且可兼顧織物的手感，並可節省成本，是
加工較佳的條件。

關鍵詞：不織布、撥水加工、含浸壓吸

ABSTRACT
Moisture disposal and thermal behavior in shoes were important factors in making comfortable shoes. The
comfort aspects of shoes we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water vapor permeability and water vapor transport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this research, the polyester needle-punched fabric were finished by fluorine containing
water-repellent agents. The optimum pressure and solid contents of finishing processes were explor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finished fabric were evaluated by det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water repellency and comforts of
handling. The pressure and solid contents of finishing processes were between 1 and 4 kg/m2 and between 2 and
6%, respectively. The take up rate of agent was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pressure and solid contents. The contact
angles were constantly between 100 and 120゜. The water repellence of fabric was measured by spray test. The
rating results of spray test were between 2.5 and 3.5. The wicking height of finished fabric was 0 cm. Therefore,
the agent was able to improve water resistance of fabrics. The permeability of fabric to air was increased by
finishing agent.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among different take up rate. High take up rate inevitably
resulted high bending repulsion and rigidity of fabric. Consequently, the effects of water repellence and
permeability of fabrics were similar between low and high take up rate of agent, therefore, low take up (2.82%)
rate was a better option because of low cost and comfort handle.

Keywords: non-woven fabric, water repellent, impregnation & pressure s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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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言
隨著社會的進步以及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於
鞋子的要求也隨著提高，穿著是否舒適是選購時重
要的考量之一。由於腳部具有豐富的汗腺會進行排
汗、調節溫度，因此在鞋子長時間的包覆下，容易造

圖 1 表面張力之作用力示意圖

成悶熱、潮濕，在過去的研究已證實具有疏水效果的

(1) 表面張力

織物，可達到較佳的舒適度，而一般會以鞋子的基材
進行疏水效果的檢測。故若是基材具有透氣性和疏

分子受到相同分子相互吸引力，使表面趨

水性，即表示鞋內可以達到乾爽效果，進而達到提升

向於收縮為最小之表面積，其所作用的功稱為

舒適感、降低細菌滋生率以及消費者購買之意願[1-

表面能。材料之表面張力大小，為決定材料表

5]。

面特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當固體表面張力小
於液體表面張力，可達到疏水效果，反之則達

一般鞋子的構造，分為鞋面與鞋底，近代運動

到親水效果。
γSG − γSL = γLG cos∅
cos∅ = (γSG − γSL )⁄γLG
γSG ：固氣之間的表面張力
γSL ：固液之間的表面張力
γLG ：液氣之間的表面張力

鞋的鞋面主要使用網眼布與針織布，為了使鞋具立
體感、保護效果，因此會在網眼布與針織布之間添加
其他布料作為襯材。但是添加襯材，造成完成品的厚
度增加，易使完成品的透氣性降低。而由於不織布具
有微孔透氣性以及優良的表面覆蓋性，且織造流程

(2) 表面構造

短、生產率高、來源豐富、用途廣等特點，故逐漸取

粗糙度 f(稱為粗糙因數)定義為固體與液

代一般織物，成為襯材的主要材料之一[6]。
為使織物達到疏水效果，普遍採用的方法是對

體接觸面之間的真實表面積與表觀幾何面積的

織物進行撥水加工。撥水加工使用的撥水劑種類繁

比。在微觀條件下，水滴的直徑約等於 70μm，

多，常見的藥劑有長碳鏈烷基系、有機矽系與碳氟系。

若物體表面具有小於 200nm 尺度之粗糙表面

其中碳氟系列只需添加少量藥劑量即可達到較佳的

構造，則會在水滴與物體之接觸面形成固-氣-

加工效果，同時織物依舊保有固有特性[7]。

液三態之介面，使水滴和物體表面之間存在空

因此在本研究中利用鞋襯材的聚酯針軋不織布

氣介面產生疏水現象，此現象又稱為荷葉效應。

做為實驗基材，採用 C8 氟系之撥水劑進行撥水加工，

織物檢測接觸角度來判斷其親疏水性質。

以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控制織物所含藥劑量，探

液體於固體表面，可能具有以下兩種現象，分

討其上劑率對接觸角、撥水評級、虹吸效應、硬挺性、

別為：液體完全鋪展潤濕固體或者液體成水滴

透氣度之影響，並以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 FTIR

狀，固體表面和液體邊緣切線形成一個夾角 θ

證實撥水劑系列，再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 觀察

稱為接觸角，角度小於 90 度的親水現象，反之

加工對織物表面的影響，最後檢測疏水效果的耐水

液體會形成球珠狀，形成接觸角大於 90 度的疏

洗牢度，期望找到較適當的撥水加工之參數。

水現象。此時固體表面傾斜，則液珠可自由滾
動，具有撥水效果。

2.理 論
2-1 疏水原理
圖 2 固體與液體接觸面間形成夾角之現象(a)超親水
現象、(b)親水現象和(c)疏水現象

材料具有疏水的效果，主要受到材料的表面張
力及表面構造所影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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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 驗

3-4-2 樣本製作
將 23cm×30cm 的樣布浸漬於不同固成分之壓

3-1 實驗材料

液(2、3、4、5、6%)中，浸漬 5 秒後取出樣布，以不
(1) 針軋不織布：聚酯纖維(祖揚) 3D/51mm，布重

同壓力進行壓吸(1、2、3、4kg/cm2)，置入氣流循環

186.59±10.54g/m2，布厚 0.8~1.0mm(信織實業)

式烘箱(105℃，60min)乾燥。將上述製得之布樣進行

(2) 撥水劑：NK GUARD KT-67，C8 氟系丙烯酸

分析項目之探討。

系樹脂化合物，固成分 15%(日華化工)
3-4-3 檢測項目
3-2 實驗儀器
(1) FTIR 分析
(1) 壓 吸 機 (NEWAVELAB. EQUIPMENITS

將撥水劑進行乾燥成片狀，利用傅立葉紅
外線光譜分析儀。儀器設定紅外線波之波數為

CO.,LTD)
(2) 水份分析儀(A&D，MX-50)

650~4000cm-1，進行背景掃描後，開始測定，在

(3) 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分析儀(Perkin Elmer，

對其鋒值進行分析。
(2) 接觸角測試

C67260)
(4) 接觸角分析儀(KRÜ SS GmbH GERMANY，

取出布樣，避開皺褶取不同位置裁
70mm×25mm 之試片每組各 3 片，利用接觸角

DSA10)
(5) 噴灑法撥水度測定儀(高鐵精機，AJ7003)

分析儀測試疏水程度。將直徑 0.5mm 裝水的滴

(6) 透氣度測定儀(高逸企業有限公司，AP-360)

定針裝入機台，再將試片平貼於試樣台上，設

(7)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EOL，JSM-6335F)

定測試參數(每 1 秒測 1 次，共測 20 次)，由攝
影方式進行測試。一片試片測試 5 次，求其平

3-3 實驗流程

均值。
(3) 撥水性試驗- CNS10461 織物撥水性試驗法噴灑試驗
取出布樣，避開皺褶取不同位置裁
180mm×180mm 以上的試片每組各 5 片，將試
片夾於箍環夾上，且正面需朝箍環夾上方，將
箍環夾固定於測定儀上，迅速且平穩的將
250±2mL 試驗用水倒入玻璃漏斗內，使噴灑過
程能連續噴淋。待噴灑停止後，即將試片連同
箍環夾移開，手握箍環夾一端，先將試樣正面
朝下，用箍環夾敲硬物 3 次，在敲擊時織物表
面需近幾水平，且正面朝下，敲擊後將試樣依
標準評級[10]。

3-4 實驗方法

(4) 虹吸效應試驗- FTTS-FA-004 蕊吸法
取出布樣，避開布邊取不同位置裁

3-4-1 撥水劑溶液調配

200mm×25mm 之試片每組各 5 片，浸水深度
5mm，浸泡 10 分鐘後，測試其濕潤高度[11]。

以水份分析儀測定撥水劑之固成分，依照重量

(5) 剛軟度測試- CNS12915 45° 懸樑法

百分濃度調配壓液固成分(式 1)。

取出布樣，避開皺褶取不同位置裁

壓液固成分(%)=
撥水劑原液重(g)×撥水劑原液固成分(%)
壓液重(g)

20mm×150mm 之試片每組各 5 片，將試片置於

(式 1)

45°懸樑測試儀平台上，以壓板壓住試片往 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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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緩緩推進，直到布的前端貼住斜面為止，

即為布樣之壓吸率，將壓吸率再乘以壓液固成分，得

量取試片被推進之長度並記錄[12]。

到結果表示布樣上所含有之撥水劑劑量(式 2)，以重

(6) 透氣度測試- CNS5612 織物透氣度試驗法

量百分比的方式表達織物上面含有的劑量，並以此

取出布樣，避開皺褶取不同位置 20cm 以

進行特性的探討。

2

上的試片每組各 5 片，以充分張力固定於圓形

上劑率(%) =

試樣座上，啟動儀器使空氣通過布樣受測面，

壓吸後布重(g)−原布重(g)
原布重(g)

並逐步調節空氣流量達到建議壓差，在穩定狀

×壓液固成分(%)×100%

(式 2)

表 1 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對上劑率的影響

態後紀錄空氣流量，一片試片測試 3 次，求其
平均值 [13]。
(7) SEM 分析
取出布樣，剪取適當大小之試片每組各 3
片，以碳膠帶貼於載臺上後進行鍍金 1 分

由壓力與上劑率的結果可知，壓力增加，上劑

鐘，在將其放入儀器內拍照，放大倍率為 2000，

率有下降的趨勢，兩者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圖 5)，

拍照進行比對。

且在每種固成分中皆可看見相同的趨勢。壓液固成

(8) 耐水洗牢度測試- 參考 CNS15140 紡織品試

分 6%壓吸壓力 1kg/cm2 可以達到最高的上劑率

驗之家庭洗滌及乾燥程序
將布樣放洗衣機中，設定洗程(8B)後再添
加無磷一般家庭用洗衣粉開始洗滌，洗滌完畢
後進行脫水、滾乾[14]。

10.43%，而壓液固成分 2%壓吸壓力 4kg/cm2 上劑率
最低為 2.82%(表 1)。

4.結 果 與 討 論
4-1 撥水劑之 FTIR 官能基分析
採用 FTIR 所觀察的圖片，確認撥水劑上所含

圖 5 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對上劑率的影響

有之官能基，以證實此撥水劑的類型。

以壓吸壓力和藥劑固成分作為變因，固定壓力

由圖 4 可見，分別在 3356.96、2917.28、1732.54、
1079.77、657.58 cm-1 有顯著峰值。其中波數為

的情況下，藥劑固成分對於上劑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1079.77cm-1，證實此藥劑含有鹵素的官能基，可證

而在固定藥劑固成分時，壓吸壓力對於上劑率的影

實此撥水劑為碳氟系列之撥水劑。

響則較不明顯。上劑率越高，表示織物上所含的藥劑
量越多，藥劑在織物上披覆所形成的膜越厚。
4-3 織物疏水性探討
織物的撥水性質，表現出織物與水的親和性，
在此以接觸角測試法與噴灑測試法，對織物進行檢
測。
4-3-1 織物接觸角探討
織物表面水珠的接觸角大小，代表水珠與織物

圖 4 C8 氟系撥水劑之光譜

的親和性，接觸角越小，表示撥水性越差，在定義上，
接觸角大於 90∘即表示達到疏水效果。

4-2 加工條件之上劑率分析

由圖 6 發現，壓吸壓力為 1kg/cm2 時，不同的固
上劑率是以壓吸後的布樣重減去布樣原重，求

成分其接觸角差異不大；壓力在 2kg/cm2 以上，不同

得布樣上所保有的壓液重量，再除以布樣原重，結果

固成分才表現出差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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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加工過後，撥水評級最高達 3.5 級，然而隨著上
劑率的增加，撥水評級接皆介於 2.5 至 3.5 級之間，
表現出織物上所含藥劑量與撥水評級間無相關性。
由於撥水評級乃為人眼觀察，因此所得到的等級易
受個人主觀影響。

圖 6 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對接觸角的影響
壓吸壓力在 2kg/cm2 以上時，不同的壓液固成
分，其對接觸角的影響提升，卻無一定趨勢，壓力越
高，各固成分之間接觸角的差異越大，最大差異達到
圖 8 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對撥水評級的影響

6∘，此結果屬誤差可接受範圍。因壓力改變而使接
觸角產生差異的原因為壓吸壓力增大，所造成加工

如圖 9 所示，加工後撥水性皆明顯提升，接觸

的不均勻越明顯。

角最大可達 121.48∘，而撥水評級最高可至 3.5 級。
然加工前發生聚酯織物超親水的現象，推測原因為
梳理時所添加的親水油劑所導致，而含浸壓吸的加
工方式使得撥水劑在纖維表面形成完全披覆的狀態，
而達到降低表面張力以及消除油劑的作用效果，因
此在完全披覆的情況下，不論披覆的厚度，只要達到
完全披覆的狀態就可達到織物的撥水性。

圖 7 上劑率對接觸角的影響
未加工前，織物呈現超親水現象(接觸角為 0∘)，
加工以後，織物均呈現疏水現象，介於 110~120∘範
圍之間。由圖 7 可發現，上劑率與接觸角間無明顯的
相關性，得知織物上含有藥劑量不會對對接觸角造
成影響。
圖 9 上劑率對撥水評級的影響

4-3-2 織物撥水效果探討

4-4 織物虹吸效應探討

噴灑法測定織物的撥水評級，判斷織物表面於
一定作用力下的撥水能力，具有承受力較高的織物，

藉由測定織物主動吸收水分的的虹吸現象進行

水於表面成水滴狀，如在荷葉上一般，但承受力較低

判斷，虹吸的高度越高表示毛細現象越顯著。

的，表面則會有局部濕潤的現象，評級越高(5 級)表

原布樣在經過 10 分鐘之後，虹吸現象的高度達

示織物再經過水噴灑一定時間後，表面上濕潤以及

到 111mm，而觀察經過加工過後的布樣，從最低固

水滴附著情況越不明顯，反之(0 級)則濕潤與水滴附

成分到最高的固成分，虹吸高度皆為 0mm，再次證

著情況明顯，普遍以 3 級作為合格標準。

實在本實驗條件範圍內，疏水效果與加工條件無關，

如圖 8 所示，發現 2%與 6%的評級差異不大，

而是受到撥水劑本身特性的影響。

整體而言介於 2.5 至 3.5 之間，但由於撥水評級乃為
人眼觀察，因此所得到的等級會受到個人主觀影響。
探加工前織物的撥水評級為 0 級，表面完全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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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的虹吸現象

維間相互黏結，使得纖維自由移動的能力降低，導致
織物硬挺。

圖 11 上劑率對剛軟度的影響
4-6 織物透氣度之探討

4-5 織物硬挺性探討
懸垂法測定織物剛軟度，以剛軟度表示織物硬
挺性，織物懸空造成下垂的長度做為單位，數值越大，
代表懸垂所需的織物長度越長，表示織物越硬挺。

圖 12 壓吸壓力與藥劑固成分對透氣度的影響
織物的透氣程度影響實用上的舒適感，以測是

手原布樣剛軟度為 7.2，由圖 10 可以得知，壓

織物透氣度，探討織物經加工過後的實用性。

力的增加，對於剛軟度的影響微乎其微；改變壓液固

圖 12 顯示，經過加工之後透氣度提升，不受固

成分所得到的結果較有顯著影響。

成分與壓吸壓力影響，加工前織物的透氣度為

以圖 5、10 比較，在固成分為 4%與 5%時，在

0.82m/sec，加工過後，透氣度均提升，最大值為上劑

高壓力的情況下，有低的剛軟度，但此時上劑率卻沒

率 5.83%時，可達 1.12m/sec，上劑率與透氣度的關

有明顯的差異，這此結果的範圍，位於誤差範圍內，

係呈曲線關係(圖 13)。然而經過加工過後，透氣度皆

而造成誤差的原因為不織布本身之不均勻性。

較佳，推測可能原因為撥水劑造成纖維間的黏著，使
得織物毛羽下降，而導致孔隙增加，達到透氣度提升；
或因加工施加的壓力，而導致織物被拉伸，造成孔隙
增加。

圖 10 壓吸壓力與固成分對剛軟度的影響
壓力與固成分的改變，會造成上劑率的改變，
由圖 11 可見，上劑率與剛軟度之間明顯有正相關。
圖 13 上劑率對透氣度的影響

與原布樣進行比較，織物剛軟度伴隨著上劑率的增

4-7 加工條件之 SEM 圖分析

加而增加，最小值為 7.4 公分最大到 10.8 公分，推測

利用 SEM 所觀察纖維表面加工前後的差異。

造成織物硬挺的主要原因為，撥水劑造成纖維與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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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含浸液固成分 2%壓吸壓力 4kg/cm2 代表
加工過後之表面情況，對圖 14、15 可見，未加工的

圖 16 水洗後樣布接觸角現象

纖維表面光滑，而加工過後的纖維表面明顯有物質

由圖 17 的量測角度得知，水洗 30 次後，織物

披覆，以及纖維黏結的情況。

仍然保有良好的撥水性質，接觸角為 110.18∘。因水
洗過後的布樣，表面毛羽現象嚴重，導致測試基準線
無法定位，造成接觸角度差異甚大。

圖 17 水洗次數對接觸角的影響

圖 14 加工前之纖維表面
以 SEM 圖進行比對，發現加工過後，撥水劑確

圖 18 表示噴灑法測試的布樣實際現象，圈選的

實是以完全披覆的模式，披覆於纖維表面，達到提升

部位明顯有小水珠的存在，且分布範圍廣，顯示出水

纖維表面張力，因此對應圖 5、6 以及表 2 的結果，

洗 15 次後，仍具有良好撥水性。

撥水劑完全披覆於纖維表面的含量對撥水性與虹吸
效應呈無相關，表示僅以少的藥劑量就可以達到良
好的加工效果。
加工後撥水劑對纖維造成黏著現象，對映圖 7，
因黏結造成纖維自由移動能力降低，使織物成硬挺
狀，對映圖 8，毛羽減少使得織物透氣度較加工前佳。

圖 18 水洗後樣布撥水現象
圖 19 的撥水評級表示，水洗 30 次後，撥水評
級略降為 2.5 級。
圖 15 加工後之纖維表面
4-8 織物耐水洗牢度之探討
以水洗的方式對加工的耐久性進行檢測，在此
以最低的上劑率 2.82%進行水洗，分別進行 5、10、
15、20、25、30 次水洗，檢測織物的接觸角及撥水評
級，檢視其差異。圖 16 為織物上的水珠實際情況圖，
可以發現水洗 15 次後，織物上的水珠仍然保有良好
圖 19 水洗次數對撥水評級的影響

的珠狀，顯示其撥水性良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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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圖 17 與圖 19 結果，水洗過後造成撥水性

水評級為 2.5 級至 3.5 級間，加工過後皆無

些許下降，然仍在疏水的範圍，可見此撥水劑之耐久

虹吸現象，證實上劑率對於疏水性沒有相關

性良好。

性。

觀察圖 20 的結果，經過水洗後，織物明顯較柔

(4)

上劑率由 2.82%增加至 10.43%，剛軟度由最

軟，最低達到 4.9 公分，且水洗 30 次後，維持在 4.9~5.5

小 7.4 公分增加為 10.8 公分，此有明顯差異，

公分之間，無破裂或散開之現象。造成水洗後織物剛

知上劑率對於剛軟度有明顯正相關。

軟度明顯下降的原因為，水洗時的搓揉，破壞織物結

(5)

構以及纖維間的黏結，造成纖維自由移動能地增加。

加工前透氣度為 0.82m/sec，加工後，其最大
值為 1.12m/sec 最小值為 0.85m/sec，因加工
後毛羽減少，使透氣度提升。

(6)

水洗 30 次後，接觸角下降 15∘，撥水評級
降 0.5 級，疏水效果些微下降，證實耐久性
之良好。

(7)

水洗 30 次後，剛軟度降為 4.9 公分，透氣度
為 1.07 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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