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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防燃劑與聚氨酯樹脂之含量與經緯向密度不同對聚酯長纖織物防燃性之研究，
本實驗使用防燃劑濃度 0%、4%、6%、8%、10%，樹脂濃度 0%、1%、2%、3%、4%及壓
吸壓力 1kg/cm2。經密每英吋 176 根，緯密每英吋 96 根，研究密度不同對熱量傳遞的影響，
使經向布上聚氨酯含量 0%到 6.56%，防燃劑含量 0%到 15.79%時，經燃燒試驗後，經向炭
化長度由 9.3cm 降低到 4.8cm，緯向炭化長度由 9.7cm 降低到 5.0cm。並取燃燒效果最好的聚
氨酯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的試片進行耐日光測試，經紫外光照射 60 小時後，經向炭化
長度由 4.8cm 增長到 8.0cm，緯向炭化長度由 5.0cm 增長到 9.7cm，測量基材上劑後的防燃性
能差異，符合 CNS10285 A4 法標準。
關鍵字：水性聚氨酯, 磷系阻燃劑, 阻燃紡織品

ABSTRACT
The research about the contents of flame and polyurethane resin adjusted the retardants of polyester
filament fabrics. In this experiment, the flame retardants concentration studied 0%, 4%, 6%, 8% and
10%. Resins used the percentage concentration of 0, 1, 2, 3and 4; the pressure was 1kg/cm². The rest
resulted an increase in the contents of the flame retardants polyester filament fabric, reducing the length
of the carbonizat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aterborne polyurethane, carbonized increased. The
contents of flame retardants and polyurethane changed after measuring the length of flame test showed
different substrate. And take the best combustion proportion which polyurethane contents of the fabric
of 1%, the flame retardants concentration studied 10% to test resistance to sunlight, ultraviolet light
after 60 hours, the length of the char to increase to 4.8cm from 8.0cm, zonal carbonization length to
increase 5.0cm to 9.7cm, anti-burning performance difference measurements on the substrate after the
test, in line with CNS10285 A4 standards.
Keywords：Waterborne Polyurethane, Phosphorus, Flame-Retardant 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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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垂直燃燒試驗法分為 1 級、2 級與級外。1 級餘焰
時間為 2 秒以下，炭化距離 10 公分以下。2 級餘

本實驗研究目的為聚酯長纖織物防燃性，期望本

焰時間為 5 秒以下，炭化距離 15 公分以下，級外

結果能應用在家用裝飾布上，如薄窗簾織物、建築用

餘焰時間為 2 秒以上，炭化距離超過 15 公分。若

裝飾布等，符合 CNS10285 A4 法標準。常用的防燃劑

遇熱產生熔融或單位在 100g/㎡下之織物，若其炭

有鹵系(氯、溴系)、磷系(有機磷酸酯和無機磷等)以

化距離超過 15 公分，但質量減損率小於 5%，餘

及無機金屬系(氫氧化鋁、氧化銻、硼酸鋅等)等[1]。

焰時間為 2 秒以下，亦屬防焰 1 級。本實驗探討磷

鹵系防燃劑自 20 世紀 60 年代起一直佔領著重要地位，

系防燃劑與水性聚氨酯黏著劑浸漬在聚酯長纖織

因為這類防燃劑防燃效率高、調配溶液時的用量少，

物上探討防燃性。本實驗結果應用在家用裝飾布

對材料的性能影響小，且價格適中，其效能／價格比

上，符合 CNS10285 A4 法標準。

非其他防燃劑所能匹敵。 但自 1986 年起，鹵系防燃
劑受到了環保問題的困擾，再加上以鹵系防燃的高分
子材料在熱裂解及燃燒時生成大量的煙塵及腐蝕性氣
體，給鹵系防燃劑的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越來越多

理論
防燃理論

的用戶特別是紡織業對溴系防燃劑持審慎態度 [2] 。
近年來，無機防燃劑嶄露頭角，其最大優點是低毒、
低煙、低腐蝕。 且價格低廉，但由於所需添加量較大，
往往會影響材料的機械性能，從而限制了它們的應用。

防燃可大致分為物理防燃以及化學防燃。物
理防燃可分為三種:
(1)

使熱能降低達到防燃功效。

磷系防燃劑為三大類防燃劑之一，因其低煙、無毒、
低鹵或無鹵等優點，在環保要求越來越高的今天，逐

(2)

(3)

被防燃基材的關係可分為添加型防燃劑和反應型防燃
劑。有機磷系防燃劑包括磷酸酯、亞磷酸酯、有機磷
鹽,磷雜環化合物及聚合物酸酯等。本實驗選用焦磷酸
二胺為防燃劑，因為其用量少、效率高，相較其它助

稀釋:反應釋出的水蒸氣及二氧化碳等可稀
釋燃燒區的自由基，終止燃燒反應。

化學防燃可分為兩種:
(1)

氣相反應:干擾燃燒區的自由基反應，使自
由基濃度降至燃燒臨界值以下。

劑有良好的互溶性，不溶於水，無毒，無味[3]。防燃
劑是用在紡織品、塑料和塗料中，為了抑制或抵禦火

覆蓋:覆蓋熱屏障，阻礙熱能與可燃氣體傳
遞至高分子聚合物達到防燃。

漸受到人們的青睞。 從結構類型而言，磷系防燃劑可
分為無機磷系防燃劑和有機磷系防燃劑。 按防燃劑與

冷卻:例如:吸熱反應，可冷卻高分子聚合物

(2)

凝聚相反應:

災的蔓延所加入的化學品。紡織品除了功能性的要求
A.

外，也日益重視防燃防火的安全特性。織物燃燒性能

形成炭層，高分子聚合物的交聯、接
枝、芳構化、催化脫水等均有助於成

的測試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針對紡織品的不

炭，例如:脫除高分子聚合物的側鍵，

同用途，制定的防燃法規也由飛機內紡織品、地毯和

形成雙鍵，最後形成多芳香環的炭層。

建築材料開始，擴大到睡衣、家具沙發套、床墊和室
B.

內裝飾物[4]。為了讓防燃劑附著於紡織品上，選用水

形成膨脹保護層，高分子聚合物中加

性聚氨酯作為本實驗的黏著劑。水性聚氨酯是以水代

入膨脹型防燃劑或發泡劑，通過化學

替有機溶劑作為分散介質的新型聚氨酯體系，也稱水

反應，使表層高分子聚合物形成膨脹

分散聚氨酯、水系聚氨酯或水基聚氨酯。[5]水性聚氨

型保護層，阻隔熱能及可燃氣體。

酯以水為溶劑，無污染、安全可靠、機械性能優良、

磷系防燃劑防燃理論

相容性好、易於改性等優點。可水解，分解後產生物
下列為磷系阻燃劑理論，本實驗磷系阻燃劑

質皆無毒，符合環保特性。故選用水性聚氨酯。

主要應用理論第 1 點。

本實驗依據 CNS10285 A4 法(垂直燃燒試驗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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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O2 等自由基，其中的 PO 為含磷化合物中的
最主要的物質，在聚合物燃燒過程中猝滅燃燒
鏈式反應中產生的 H、HO、O 等活性自由基，
控制燃燒達到終止燃燒反應。
2.

磷系防燃劑受熱分解，釋放出脫水生成磷酸，
磷酸在進一步脫水成偏磷酸、焦磷酸，再聚合
成聚磷酸和聚偏磷酸等強酸，促進防燃基材脫
水成炭。

3.

磷系防燃劑持續分解生成磷酸液態膜，覆蓋在
基材表面隔絕空氣，阻礙可燃性氣體的釋放，

圖 1 實驗流程之流程圖
實驗方法

減弱熱量傳遞及火焰對基材的熱量反饋強度[6]。
1.原料檢測

實驗

(1)

測定布重。

實驗材料

(2)

使用水份分析儀測定樹脂之固成份。

(1)

水性聚氨酯：

2.樣本製作

聚醚型，化學式: C3H8N2O，pH 值 2-4，固含量

(1)

35±1%，黏度<200mPa.s((遠巧股份有限公司提

A. 防燃劑濃度：0%、4%、6%、8%、10%。

供 ROLFLEX PV-4)。
(2)

B. 聚氨酯樹脂濃度:0%、1%、2%、3%、4%。

聚酯長纖織物:

C. 壓吸條件：1 kg/cm²

布規格:(176×96)/(75D/72)×(75D/72) 1/1，布重

(2)

103.2±1.9g/㎡，聚酯，詳博公司。
(3)

實驗條件

磷系防燃劑：

實驗方法
A.

樣本裁為 11 cm×30 cm

B.

將樣本浸漬於防燃劑與聚氨酯樹脂的

H10N2O7P2，焦磷酸二胺 Diammonium pyro-

調配溶液中，10 sec，使其飽和。

phosphate，分子量 212，純度 98%以上，磷：

C.

取出樣本並壓吸。

28±1.5%，氮：13±1% ，pH 值 4.5±0.5(新合興業

D.

於氣流循環式烘箱進行乾燥 130℃，

公司 Taiflame GF-151)。

30mins。

實驗儀器

3.檢測項目

(1)

熱風循環式烘箱：ST-60B 型 Cherng Huei

(2)

電子天秤：GR-200 型精確值 0.0001g

(3)

垂直燃燒測試儀：VC-1 型 Govmark

(4)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JEOL-JSM-6510

(5)

壓吸機：Newavelab. Equipmenits CO., LTD

(6)

水份分析儀：A&D，MX-50

(7)

均質攪拌機：Hsiangtai，HD-300

(8)

紫外線 UV-B 燈管(G15T8E) ：波長 306nm，瓦

(9)

(1)

重量檢測:剪取適當大小之試片，放置電子
天平秤盤上，測量其實際重量。

(2)

傅立葉紅外線光譜分析：將防燃劑、壓克力
樹脂、原布樣及加工織物放置紅外線光譜分
析儀，儀器設定紅外線波數為 650~4000cm-1，
掃描後對峰值進行分析。

(3)

SEM 測試：剪取適當大小之試片每組各 2 片，

特數 15w

以碳膠帶貼於載台上後進行鍍金 1min，在將

色差儀：Photo Research，PR-655

其放入儀器內放大 1000 倍拍攝後進行比對。

實驗流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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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試驗法)，垂直燃燒試驗法分為 1 級、2 級與
級外。1 級餘焰時間為 2 秒以下，炭化距離 10 公
分以下。2 級餘焰時間為 5 秒以下，炭化距離 15
公分以下，級外餘焰時間為 2 秒以上，炭化距離
超過 15 公分。若遇熱產生熔融或單位在 100g/㎡
下之織物，若其炭化距離超過 15 公分，但質量
減損率小於 5%，餘焰時間為 2 秒以下，亦屬防
焰 1 級。
(5)

(6)

本實驗經由測試得壓吸壓力為 1kg/ cm²時壓吸
率為 1.88%，在壓吸壓力 1kg/ cm²，壓吸率 1.88%
下，以溶液防燃劑濃度 0%、4%、6%、8%、10%，
樹脂濃度 0%、1%、2%、3%、4%調配溶液，可得
表 1 上劑率。
表 1. 不同濃度的樹脂及防燃劑布樣上劑率
防燃劑
濃度(%)

0%

4%

6%

8%

10%

0% PU(%)

0.00

0.00

0.00

0.00

0.00

防燃劑
(%)

0.00

6.09

9.14

12.54 15.15

1% PU(%)

1.60

1.64

1.65

1.65

防燃劑
(%)

0.00

6.39

9.93

13.23 13.91

2% PU(%)

2.97

3.85

3.16

3.16

防燃劑
(%)

0.00

7.71

9.48

12.63 15.23

3% PU(%)

4.40

5.23

4.76

4.62

裁剪寬 110mm、長 300mm，放置於 23±2℃、相

PU(%)

對濕度 50±5%之環境 24 小時後進行測試。
剛軟性測試：依據 CNS12915 45°懸梁法，裁剪
長 150mm、寬 20mm 之試片經向、緯向各 5 片，
將試片置於 45°斜面之表面光滑水平台上，使試
片的一端與水平台臨斜面的一端正確地貼合，
記錄試片另一端在刻度尺上的滑行長度。
(7)

Wb：濕重

耐 日 光 測 試: 將 試 片 放 置 UV 照 射 機 以 波 長
340nm 之紫外線燈管下照射 1 2 小 時 、24 小時、
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觀察試片有無黃化

防燃劑
(%)

及測試是否影響防燃性。
(8) 色差分析：利用分光光度計測量日照後有無黃
化現象，以記錄其 Lab 值來判別其黃化差異。

結果與討論

1.39

3.05

4.72

0.00 10.45 9.48

12.33 15.79

4% PU(%)

6.65

6.35

6.26

6.20

防燃劑
(%)

0.00

6.35

9.39

12.41 15.70

6.28

FTIR 分析

上劑量

本實驗測定原布、聚氨酯樹酯、防燃劑、添

本實驗測量試片加工前後布重，推算聚氨酯樹脂

加聚氨酯樹脂的試片、添加防燃劑的試片以及添

及防燃劑在試片上實際含量。將壓吸壓力及防燃劑固

加聚氨酯樹酯及防燃劑的試片的紅外線光譜，觀

成分兩種變因結合，以上劑率表示，上劑率為加工後

察試片上是否添加防燃劑以及聚氨酯樹脂。

之布樣中所佔有的固體藥劑比率，如公式：
W(%) =

𝑤2 −𝑤1
𝑤1

× 𝑤𝑠 × 100%

由圖 2 可看出在波數 1750 cm-1 附近有一強特
(式1)

性吸收峰，此為 C=O 官能基，在波數 1096 cm-1 附

W：上劑率(%)

近有特性吸收峰，此為 C-O 官能基，在波數 1250

W1：原布重

cm-1 附近有特性吸收峰，此為 C-O 官能基，由於

W2：壓吸後布重

六環碳上 C-H 基的數目較多，因此可發現於波數

WS：固成分

2850~3000 cm-1 間的 C-H 基伸展吸收峰。綜合以
上資訊顯示此為聚酯聚合物。

由壓吸理論得知，壓吸目的在將藥劑均勻分散於
樣本，並且使多餘溶液去除，如公式：
W𝐹 (%) =

𝑤𝑏 −𝑤𝑎
𝑤𝑎

× 100%

(式2)

WF：壓吸率(%)
Wa：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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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原布 FTIR 分析
由圖 3 可得，3194 cm-1 附近為 NH4+ 的不對稱伸
縮振動吸收峰，1436 cm-1 為 NH4+ 的彎曲振動吸收峰，
1072 cm-1、1018 cm-1、886 cm-1 (即 1100~850 cm-1)為
P—O—P 的伸縮振動吸收峰，801 cm-1 為 P—O—P 的
彎曲振動吸收峰。由此可知此為含磷的磷系防燃劑。
由圖 4 可得，在 3331 cm-1 附近為 N-H 基，2941 cm-1

圖 4 聚氨酯樹脂及添加聚氨酯樹脂後布樣 FTIR 分析

為 CH2 基， 1630 cm-1 為 C=O 官能基， 1725 cm-1 為

由圖 5 可得，3194 cm-1 附近為 NH4+ 的不對稱

C=O 官能基， 1162 cm-1 為 C-O-C 官能基顯示為酯基。

伸縮振動吸收峰，1436 cm-1 為 NH4+ 的彎曲振動吸
收 峰 ，1072 cm-1、1018 cm-1、886 cm-1 (即
1100~850 cm-1)為 P—O—P 的伸縮振動吸收峰，
801 cm-1 為 P—O—P 的彎曲振動吸收峰，可得知試
片上含有防燃劑。1750 cm-1 附近有一強特性吸收
峰，此為 C=O 官能基，在波數 1096 cm-1 附近有
特性吸收峰，此為 C-O 官能基，在波數 1250 cm-1
附近有特性吸收峰，此為 C-O 官能基，由於六環
碳 上 C-H 基 的 數 目 較 多 ， 因 此 可 發 現 於 波 數
2850~3000 cm-1 間的 C-H 基伸展吸收峰。綜合以
上資訊顯示此為聚酯聚合物。可知聚酯織物上確
實有附著磷系防燃劑以及聚氨酯樹脂。

圖 3 防燃劑及添加防燃劑後的布樣 FTIR 分析

圖 5 防燃劑與聚氨酯後的布樣 FTIR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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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比例之聚氨酯樹脂與防燃劑濃度之 SEM 測試
本實驗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測定原布、聚氨酯樹
酯、防燃劑、添加聚氨酯樹脂的試片、添加防燃劑的
試片以及添加聚氨酯樹酯及防燃劑的試片，比較不同
添加物的表面觀察，觀察布上是否附著聚氨酯樹脂及
防燃劑，比較其分佈狀態。
圖 6 為未添加聚氨酯樹脂與防燃劑之原布。由圖
可見，未加工之原布纖維表面光滑。圖 7 為添加聚氨
酯樹脂濃度 4%的試片相較於未加工的原布，聚氨酯

圖 8 防燃劑濃度 8%之 SEM 測試

樹脂加入水溶液前為乳液狀，擴散到水中，分散為乳

由圖 9-11 可觀察，添加聚氨酯樹脂濃度與防

液粒子。纖維的表面明顯有物質披覆的情況，且為顆

燃劑濃度之試片之 SEM 測試。由圖可見，纖維上

粒狀物質，可得知其為聚氨酯樹脂的乳液粒子。

附著披覆著防燃劑以及顆粒狀的聚氨酯樹脂。且

圖8為防燃劑濃度8%的試片，相較於未加工的原
布，纖維的表面一樣明顯有物質披覆的情況。圖7可

隨聚氨酯樹脂與防燃劑濃度增加纖維上的披覆物
逐漸增加。

見，純添加防燃劑的試片纖維上有顆粒顯示聚氨酯樹
脂。相較於圖8纖維上的附著物較不定形，是由於防
燃劑加入水溶液是晶體分解為較小的分子分散於水中
為不定型，聚氨酯樹脂為乳液分散於水中為乳液粒子
較偏顆粒狀。

圖 9 聚氨酯樹脂濃度 1%與防燃劑濃度 6%之 SEM 測試

圖 6 加工前之原布 SEM 測試
圖 10 聚氨酯樹脂濃度 3%與防燃劑濃度 8%之 SEM 測試

圖 11 聚氨酯樹脂濃度 4%與防燃劑濃度 10%之
SEM 測試

圖 7 聚氨酯樹脂濃度 4%之 SEM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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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為聚氨酯樹脂濃度 4%與防燃劑濃度 10%之

由圖 14 可知，添加防燃劑不添加聚氨酯時，

單根纖維放大 SEM 測試。由圖可見，防燃劑包覆纖

可得防燃劑濃度為 0%、4%、6%、8%、10%時，

維且上面附著乳狀顆粒樹脂幫助防燃劑的黏著，維持

緯向炭化長度分別為 8.1 cm、7.7 cm、7.4 cm、6.2

牢度。

cm、5.0 cm，添加聚氨酯不添加防燃劑時。可得
聚氨酯濃度為 0%、1%、2%、3%、4%時，緯向
炭化長度分別為 8.1 cm、8.6 cm、9.0 cm、9.3 cm
及 9.7 cm，故聚氨酯濃度的提升而炭化長度隨之
增長且防燃劑濃度的提升而炭化長度隨之減短。
而緯向炭化長度均比經向炭化長度要長。

圖 12 聚氨酯樹脂濃度 4%與防燃劑濃度 10%之單根纖
維放大 SEM 測試
不同比例之純聚氨酯樹脂與純防燃劑濃度之經緯向垂
直燃燒炭化長度
本實驗測量試片單純添加不同比例的聚氨酯樹脂
或防燃劑後，炭化長度的變化。觀察聚氨酯樹脂與防
燃劑對試片防燃效果的影響。

圖 14 不同比例之純聚氨酯樹脂與純防燃劑濃度
之緯向垂直燃燒炭化長度
改變聚氨酯樹脂、防燃劑濃度或經緯向之垂直燃
燒炭化長度

由圖 13 可知，在添加聚氨酯不添加防燃劑情況下。
炭化長度在聚氨酯 0%、1%、2%、3%、4%時，經向
炭化長度是 7.3 cm、7.5 cm、7.6 cm、8.5 cm 及 9.3 cm。
在添加防燃劑不添加聚氨酯情況下，炭化長度在防燃

本實驗測量試片添加不同比例的聚氨酯樹脂
與防燃劑後，炭化長度的變化。觀察聚氨酯樹脂
與防燃劑對試片防燃效果的影響。

劑濃度為 0%、4%、6%、8%、10%時，經向炭化長度

由圖 15 可觀察出，聚氨酯濃度與防燃劑濃度

為 7.3 cm、7.0 cm、6.0 cm、5.0 cm、4.8 cm。經向炭

皆為 0%時，經向炭化長度為 7.3cm，緯向炭化長

化長度隨著聚氨酯濃度的增加而增長，經向炭化長度

度為 8.4cm。相同防燃劑濃度與相同聚氨酯濃度時，

隨著防燃劑濃度的增加而減短。

經向炭化長度較緯向炭化長度短。由圖 16 可觀察
出，聚氨酯濃度皆為 0%時，防燃劑濃度由 0%提
高到 8%，實 際 經 向炭 化 長度 由 7.3cm 降 低到
5.3cm。不同比例防燃劑濃度，相同聚氨酯濃度時，
防燃劑濃度越高，炭化長度越短。由圖 17 可觀察
出，防燃劑濃度皆為 0%時，聚氨酯濃度由 0%提
高到 4%，實際經向炭化長度由 7.3 cm 提升到到
9.3 cm。不同比例聚氨酯濃度，相同防燃劑濃度時，
聚氨酯濃度越高，炭化長度越長。

圖 13 不同比例之純聚氨酯樹脂與純防燃劑濃度之經
向垂直燃燒炭化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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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隨著防燃劑含量的增加而減短。且相較於
圖 16，則在相同聚氨酯與防燃劑含量時，緯向布
樣的垂直燃燒的炭化長度較經向布樣長。本實驗
經緯向的布樣各方面條件都相同，只有密度不同，
經緯密是 176×96。由此可知，在條件相同下，密
度低的織物的炭化長度相較於密度高的織物長，
因為其熱量傳遞較佳。

圖 15 相同比例防燃劑濃度與聚氨酯濃度之經向與緯
向炭化長度

圖 16 不同比例防燃劑濃度與相同比例聚氨酯樹脂濃
度之經向炭化長度

圖 18 不同比例之聚氨酯樹脂與防燃劑濃度之經向
垂直燃燒炭化長度

圖 17 相同比例防燃劑濃度與不同比例聚氨酯濃度之
經向炭化長度
由圖 18 可觀察出，當防燃劑濃度是 0%，聚氨酯
的濃度從 0%提升到 4%時，炭化長度從 7.3 cm 增加到
9.3 cm，可得知聚氨酯具助燃效果。阻燃劑的濃度從
0%提升到 10%時，炭化長度從 7.3 cm 降低到 4.8 cm。
添加防燃劑後的炭化長度則隨著防燃劑的增加而減短，
炭化長度隨著聚氨酯的濃度增加而增長。
由圖 19 可觀察出，經向布樣聚氨酯濃度 0%時，
防燃劑濃度是 0%、4%、6%、8%、10%時，炭化長度
是 7.3 cm、7.0 cm、6.0 cm、5.0 cm、4.8 cm，緯向布
樣的垂直燃燒的炭化長度是 8.1 cm、7.9 cm、7.5 cm、
7.2 cm、5.8 cm。炭化長度隨著聚氨酯含量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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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不同比例之聚氨酯樹脂與防燃劑濃度之緯向
垂直燃燒炭化長度
不同比例防燃劑與聚氨酯濃度對織物經緯向剛軟
性之影響
本實驗測量試片添加不同比例的聚氨酯樹脂
或防燃劑後，滑行長度的變化。觀察聚氨酯樹脂
與防燃劑對試片剛軟性的影響。由圖 20 可觀察出，
防燃劑濃度皆為 0%時，聚氨酯濃度由 0%提高到
4%，滑行長度由 2.8 cm 提升到 3.5 cm。聚氨酯濃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17.02, Vol.24, No.2

度皆為 0%時，防燃劑濃度由 0%提升到 10%，滑行長
度由 2.8 cm 提升到 3.5 cm。聚氨酯濃度越高，滑行長
度越長，剛性越好。防燃劑濃度越高，滑行長度越長，
剛性越好。

耐日光測試
本實驗以 防 燃 效 果 較 好 的 聚 氨 酯 樹 脂 濃 度
1 %防 燃 劑濃 度 1 0 % 的布 樣進 行 1 2 小 時、24 小
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的耐日光測試，並
觀察照射前後炭化長度的變化。觀察紫外光照射
對試片炭化長度的影響。
本實 驗 使用 紫外線 UV-B 燈管(G15T8E)照射
試片 1 2 小時 、24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小
時模擬全日日光照射 53 日、106 日、159 日、212
日、265 日，以台北日照時數為標準(西元 1981 年
~2010 年統計)，平均一天日照時數為 3.90 小時，
約為耐日光 326 日、652 日、978 日、1304 日、
1630 日。
由圖 22 可得，以 防燃 效 果 較好 的 聚氨 酯 樹

圖 20 不同比例防燃劑與聚氨酯濃度經向滑行長度

脂濃 度 1 % 防 燃劑 濃度 1 0 %的 布 樣進 行 1 2 小

由圖 21 可觀察出，防燃劑濃度皆為 0%時，聚氨

時、24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的耐日光

酯濃度由 0%提高到 4%，緯向滑行長度由 2.8 cm 提升

測試，布樣的經向炭化長度隨日照長度增加而增

到 3.3 cm。聚氨酯濃度皆為 0%時，防燃劑濃度由 0%

長。 例如 : 布樣 在 照射 紫 外光 1 2 小 時到 6 0 小

提升到 10%，緯向滑行長度由 2.8 cm 提升到 3.0 cm。

時後 的 經向 炭 化長 度 分別 為 : 6.4 cm、7.1 cm、

聚氨酯濃度越高，滑行長度越長，剛性越好。防燃劑

7.5 cm、7.9 cm、8.0 cm。緯向 炭化 長 度分 別 為 :

濃度越高，滑行長度越長，剛性越好。當聚氨酯濃度

7.2 cm、8.2 cm、8.4 cm、8.4 cm、9.7 cm。相較於

為 4%與防燃劑濃度為 0%、4%、6%、8%、10%時，

照射前經向炭化長度 4.8 cm，緯向炭化長度 5.0 cm，

經向滑行長度為 3.5 cm、4.0 cm、4.0 cm、4.1 cm、4.4

依日照時數增加而增長。相較於照射前經向炭化

cm，緯向滑行長度為 3.3 cm 、3.5 cm、3.7 cm、3.9 cm、

長度 4.8 cm，緯向炭化長度 5.0 cm，可得炭化長度

4.0 cm，經向滑行長度皆較緯向滑行長度長。所以當

依日照時數增加而增長。

聚氨酯與防燃劑濃度相同時，經向滑行長度較緯向滑
行長度長。

圖 22 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經緯向
布樣照射紫外光前後差異
由圖 23~27 可觀察出，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
圖 21 不同比例防燃劑與聚氨酯濃度之緯向滑行長度

燃劑濃度 10%的布樣在經過 12~60 小時紫外光照
射後，比較照射紫外光前的原圖觀察出纖維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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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覆的聚氨酯樹脂與防燃劑產生龜裂、脆化與變質，
且照射時數越久越明顯，可得知紫外光會影響聚氨酯
樹脂以及防燃劑安定性，進而影響炭化長度。

圖 26 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布樣照
射紫外光 48 小時後 SEM 圖

圖 23 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布樣照射紫
外光 12 小時後 SEM 圖

圖 27 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布樣照
射紫外光 60 小時後 SEM 圖
表 2. 不同紫外光照射時數的 lab 值

圖 24 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布樣照射紫
外光 24 小時後 SEM 圖

L*

a*

b*

照射紫外光前

137.1

-0.1779

-3.834

照射紫外12小時

137.6

-0.1494

-2.238

照射紫外24小時

137.4

-0.4473

-1.674

照射紫外36小時

132.7

-0.8415

-1.361

照射紫外48小時

131.3

-0.9800

-1.134

照射紫外60小時

130.2

-1.2745

0.2204

表 3 不同紫外光照射時數的色差值
∆E

圖 25 聚氨酯樹脂濃度 1%防燃劑濃度 10%布樣照射紫
外光 36 小時後 SEM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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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b*

照射紫外12小時 1.6749

+0.5

+0.0285 +1.596

照射紫外24小時 2.1973

+0.3

+0.2694 +2.160

照射紫外36小時 5.0908

-4.4

+0.6636 +2.473

照射紫外48小時 6.4477

-5.8

+0.8021 +2.700

照射紫外60小時 7.8660

-6.9

+1.0966 +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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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為 不 同照 射 紫外 光 時 數的 試 片 Lab 值 ，

3.

經緯密會影響炭化長度，在聚氨酯樹脂

以照 射 完 1 2 小時 、24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含 量 為 0 %， 防 燃 劑 含 量 從 0%提 升 到

小時紫外光的試片與尚未照射的試片以色差計測量

15.15%時，經 密 1 7 6 根/ 吋的 炭 化長 度 為

L*a*b*值，算出色差值比較照射紫外光前後的差異。

7 .3 c m 降低到 4.8cm，緯密 76 根 /吋，炭化

如公式:

長度為 8.1cm 降低到 5.0 cm。

∆E ∗ = √(∆𝐿∗ )2 + (∆𝐿∗ )2 + (∆𝐿∗ )2

(式 3)

4.

防燃 劑 濃度 皆為 0 % 時， 聚氨 酯 濃度 由 0 %
提高 到 4 %， 經 向滑 行 長 度由 2 .8 c m 提

色差值表示法:L*值為正數時，表示試片亮度較

升 到 3 .5 c m。 聚 氨 酯濃 度皆 為 0 % 時，

原布高。L*值為負數時，表示試片亮度較原布低。a*

防 燃 劑 濃 度 由 0 %提 升 到 1 0 % ， 經 向 滑

值為正數時，表示試片相較於原布偏紅。a*值為負數

行長 度由 2 .8 c m 提 升 到 3 .5 c m。 防 燃劑

時，表示試片亮度相較原布偏綠。b*值為正數時，表

與聚氨酯濃度越高，使織物滑行長度越

示試片相較於原布偏黃。b*值為負數時，表示試片亮

長， 剛 性越 好 。

度相較原布偏藍。
因此由表 3 可得知，照射紫外光 12 小時、24 小

5.

當聚 氨 酯濃 度 為 4 % 與 防 燃劑 濃 度為 0%、
4%、6%、8%、10%時 ， 經 向 滑 行 長 度 為

時候的 L*值變化為+0.5 及+0.3，與原布相差不大，照

3 .5 c m、4 .0 c m、4 .0 c m、4 .1 c m、4 .4

射 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紫外光後 L*值由-4.4 降

c m， 緯 向滑 行 長度 為 3 .3 c m 、3 .5 c m、

低到-6.9，可得知照射 36 小時紫外光後，照射紫外光

3 .7 c m、3 .9 c m、4 .0 c m， 經 向 滑 行 長

時數越長，亮度越低。

度較 緯 向滑 行 長度 長 ，剛 性更 好 。
照射完 1 2 小 時、24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紫外光後的 a*值從+0.0285 增加到+1.0966，可得

6.

紫外光照射會影響試片的防燃效果，增加炭
化長度。在紫外光照射時數為 12 小時、24

知照射時數越長，試片相較於原布越偏紅。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的經向炭
照射完 1 2 小 時、24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化長度為: 6.4 cm、7.1 cm、7.5 cm、7.9 cm、

小時紫外光後的 b*值從+1.596 增加到+3.613，可得知

8.0 cm，緯向炭化長度為 7.2 cm、8.2 cm、

照射時數越長，試片相較於原布越偏黃。

8.4 cm、8.4 cm、9.7 cm。隨紫外光照射時數
增加而增長。

綜合以上結論可得，照射完 1 2 小時、24 小時、
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紫外光後，會影響試片的

7.

色差及亮度。

L*值由-4.4 降低到-6.9，照射紫外光時數越
長，亮度越低。照射完 1 2 小時 、24 小時、

結論

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紫外光後的 a*值
從+0.0285 增加到+1.0966，可得知照射時數

綜合本次實驗結論結果如下:
1.

越長，試片相較於原布越偏紅。照射完 1 2

防燃劑上劑量 0%到 15.79%，聚氨酯樹脂上劑量

小時 、24 小時、36 小時、48 小時、60 小時

0%到 6.56%。經向炭化長度由 9.3 cm 降低到 4.8

紫外光後的 b*值從+1.596 增加到+3.613，可

cm，緯向炭化長度由 9.7 cm 降低到 5.0 cm，防

得知照射時數越長，試片相較於原布越偏黃。

燃劑 含 量越 高 ，炭 化 長度 就越 短 。
8.
2.

照射 36 小時、48 小時及 60 小時紫外光後，

CNS10285 A4 法符合標準為炭化距離 15cm

當防燃劑上劑量是 0%，聚氨酯上劑量從 0%提

以下，餘焰時間 2 秒以下。綜合以上實驗結

升到 6.56%時，經向炭化長度是 7.3 cm 增加到

論得到結果為:聚氨酯樹脂濃度為 1%防燃劑

9.3 cm。可得知聚氨酯具助燃效果，改變防燃劑

濃度為 10%時，經向炭化長度為 4.8 cm，緯

濃度時，炭化長度依然隨聚氨酯含量增加而增

向炭化長度為 5.0 cm，炭化長度最短，防燃

長。

效果較佳，且經耐日光測試後，經向最長炭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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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長度為 8.0 cm，緯向最長炭化長度為 9.7 cm 仍

3.

王錦成、陳月輝，新型聚氨酯防火塗料的防

符合 CNS10285 A4 法標準。故本實驗得聚氨酯

燃原理，高分子材料科學與工程，第二十

樹脂濃度為 1%防燃劑濃度為 10%時為較佳濃度

卷，第 4 期，51-54(2005)
4.

比例。

陳昭瑋，改善聚氨酯薄膜材料防燃性質之研
究，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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