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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無撚紗、 雙股紗及單股紗分別進行飽和吸水試驗、 蕊吸試驗、 乾燥速率試驗以及強
力試驗、 並測量各試樣的撚度及外觀直徑、 進一步分析撚度直徑對吸濕性及強力之間的關係、
實驗使用皆為純棉的 A(Ne16 無撚紗)、 B(Ne16 雙股紗)、 C(Ne16 單股紗)、 D(Ne8 雙股紗)四種
布樣進行比較、 分別以改變單一變數進行探討不同組織結構或不同支數對於吸濕及強力的影響、
由實驗數據得知、 飽水試驗以布樣 A 的平均吸水率最為佳、 其平均吸水率達 742.68%、 而蕊吸
試驗也以布樣 A 為最佳、 其 10 分鐘經向蕊吸高度達 10.6 公分、 緯向蕊吸達 9.7 公分、 乾燥速
率則以布樣 D 為最佳 第 40 分鐘的殘餘水分率為 85.65% 而強力試驗也以布樣 D 為最佳
經向乾燥時的強度達 20.400kgf、 飽水後達 31.442kgf、 而緯向乾燥強力為 27.192kgf、 飽水後達
35.775kgf
關鍵字：無撚紗、吸濕功能、飽水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the untwisted yarn, doubled yarn and single yarn as a sample, were subjected on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test, wicking rate test, drying rate test and tensile strength test, and measure
the twist and diameter of each sampl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ist diameter,
hygroscopicity and strength. The four samples were express as A (Ne16 untwisted yarn), B (Ne16
doubled yarn), C (Ne16 single yarn), D (Ne8 doubled yar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or different counts on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strength. It found that water
absorption test simple A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water absorption is 742.68% in average, and
the wicking rate test to sample A is also the best, The height of wicking rate test, way of the warp is
10.6cm in 10 minutes , and the height wicking rate test, way of the weft is 9.7cm. Test of drying rate,
the simple D was the best, the residual moisture content was 85.65%when 40th minute,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test to sample D was also the best, The strength of the warp direction is 20.400kgf, 31.442kgf
after water saturation, and 27.192kgf in the weft direction and 35.775kgf after water saturation.
Keywords： Untwisted Yarn, Absorption of Moisture, Saturat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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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般對於毛巾的訴求不外乎在於吸濕性、乾燥
速度、強力、柔軟度等，市面上針對不同訴求所延生
出的毛巾種類不下萬種[1]，當中最常見的主要為合

圖 1 (A)單股紗結構圖(B)雙股紗結構圖(C)無撚紗結構圖

股紗及無撚紗。合股紗又可稱雙股紗。雙股紗在製作

毛巾布組織

的過程中會經過撚紗的步驟，目的是為了增加紗線

以圖 2 為例，毛巾織物是由經向部分的地經(a)

的強度，再將紗線織成毛巾，而為了使其達到柔軟效

和毛經(b)，與緯向部分的地緯(c)所交織而成的。僅

果，其方法之一就是對紗線採用較小的撚度，但是撚

在織物的一面起毛圈的稱為單面毛巾，而織物的兩

度過小的紗線往往會造成紡紗的困難以及織造的斷

面均起毛圈的則稱為雙面毛巾，依形成一個毛圈的

頭增多。再者無撚紗，無撚紗是經過較低撚紗的過程，
其柔軟度比傳統合股紗來的佳，也因為無撚紗採用

緯紗根數不同，可分為三緯毛巾、四緯毛巾等，在本
研究所使用的布樣皆為雙面三緯毛巾布。

了低撚紗的過程，因此外觀較經過撚紗過程的顯得
更為蓬鬆，紗線密度越鬆，其吸附的水越多，吸水性
越好，但相對的，因為所施加的撚度小，強力的部分
比起傳統合股紗就相對來的差。透過紗線的直徑及
撚度對無撚紗吸濕性影響[2]，本研究更進一步進行
不同紗結構之毛巾織物型態吸濕性的探討，也另外

圖 2 雙面三緯的毛巾組織結構圖(a)地經(b)經圈(c)地緯

針對其乾燥速率以強力進行分析[3] [4] [5]，更細部去
探討紗線直徑撚度對於吸濕及強力的所造成的影響。

實驗

理論

實驗材料
(1)

布樣 A (成品毛巾布，經圈規格:Ne16 純棉精梳
無撚紗，外頭為 Ne60 純棉包繞紗，進行實驗前

吸濕織物

無再進行前處理。)
水分吸收作用與織物密度有關，不管何種纖維

(經:30 根/in 緯:45 根/in 撚度 5.766 twist/in)

材料，碼重及經緯密愈大水份愈難透過。吸濕、擴散、

○

放濕等作用則與纖維本身之性質有關，親水性纖維

╳
╳

如:棉由於具有親水性基圈，所以吸濕性佳，但放濕

○

性差。

╳
╳

紗結構

○
○

╳

○
○

╳

圖 3 布樣 A 組織圖(╳為地經○為經圈)

單股紗結構如圖 1-A 是指只有一股纖維束撚合
的紗。可以由一種原料紡成純紡紗，由此構成純紡織

(2)

布樣 B (成品毛巾布，經圈規格:Ne16 純棉精梳

物，也可以由兩種或兩種以上原料構成混紡紗，由此

雙股紗，進行實驗前無再進行前處理。)

構成混紡織物。雙股紗結構如圖 1-B 是由兩根的單

(經:36 根/in 緯:50 根/in 撚度 13.685twist/in)

紗撚合而成的線。其強力、耐磨好於單紗。無撚紗結

╳

○

構如圖 1-C 是由兩條純棉紗線為芯紗(a)，芯紗幾近

╳

無撚度，紗外再分別包繞不同的包繞紗(b)，如下圖，

╳

芯紗省略撚紗過程，具有豐厚蓬鬆感，吸水性優。

○
╳

╳

○
○

╳

○
○

圖 4 布樣 B 組織圖(╳為地經○為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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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方法

布樣 C (成品毛巾布，經圈規格:Ne16 純棉精梳
單股紗，進行實驗前無再進行前處理。)

(1)

(經:32 根/in 緯:48 根/in 撚度 8.131twist/in)
╳

A.

○
○

╳

撚度測量

9 個點，並分別於 9 個點上測得 1 個撚迴

╳

的長度平均。

○

╳

○
○

╳

B.

╳

撚度定義為 1 英吋所含的撚迴數量。將 1
英吋除以平均 1 個撚迴的長度，即為平均

○

撚度。

圖 5 布樣 C 組織圖(╳為地經○為經圈)
(4)

使用 X-CAM 顯微鏡下於紗線上隨機取出

(2)

布樣 D (成品毛巾布，經圈規格:Ne8 純棉精梳

直徑測量
A.

雙股紗，進行實驗前將布樣浸泡於沸水中 1 小

使用 X-CAM 顯微鏡下觀察室溫下紗線的
直徑。

時。)
(經:34 根/in 緯:51 根/in 撚度 7.420twist/in)

B.

╳ ○
╳

於紗線上隨機取 9 個點，並測其直徑，最
後再除以平均即可得到平均直徑。

○ ╳

(3)

○
○ ╳

飽水重量試驗
A.

四種規格的布各取 5 塊試樣進行試驗。

B.

將試樣置於 105℃的烘箱 1 小時，烘至絕

╳ ○
╳

○

乾並測其重量。

圖 6 布樣 D 組織圖(╳為地經○為經圈)
C.

實驗儀器

出後使其水滴自然滴落 20 分鐘直到不滴

(1)

恆濕恆溫箱(LGJ-120QJ)

(2)

純水製造裝置(RDI-20)

(3)

烘箱(Binder ED Series)

(4)

天平(AND GX-200) 精確度至 0.001g

(5)

顯微鏡(X-CAM 05)

(6)

電腦伺服控制材料試驗機(Hung Ta HT-2402BP)

為止。
D.

最後將飽水的試樣進行秤重，並計算出其
平均吸水率。

(4)

乾燥速率試驗 (FTTS-FA-004)
A.

將天平置於恆濕恆溫箱裡頭，並將濕度設
定於 65±2RH%溫度 20±2℃，直到恆濕恆

實驗流程
將布樣裁取
各試樣大小

將試樣分別浸置於去離子水中 3 分鐘，取

溫箱內的濕度及溫度達到預設值。
實驗試樣
1. Ne16 無撚紗毛巾
2. Ne16 雙股紗毛巾
3. Ne16 單股紗毛巾
4. Ne8 雙股紗毛巾

B.

取 5x5cm2 正方型試樣於微量天平上，並
於正中間處滴落 1mL 的水，並開始記錄
100 分鐘布樣的重量變化。

C.

最後以第 40 分鐘的殘餘水分率(%)作為
評級標準。
殘餘水分率(%)=(Wi-Wf)/(Wo-Wf)x100%

進行各
項試驗

試驗項目
1.飽水重量試驗
2.乾燥速率試驗
3.蕊吸試驗
4.強力試驗

(5)

蕊吸試驗 (FTTS-FA-004)
A.

試樣中於經向及緯向取 200x25mm 大小
各 5 塊，並將試樣浸至水深 5mm 進行試
驗。

實驗結果分析
(以撚度及直徑
作為輔助分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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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 分鐘後止，並將數據紀錄後平均即
為吸濕速率曲線，以第 10 分鐘蕊吸高度
作為蕊吸試驗標準。
(6)

強力試驗 (CNS12915)
A.

試樣中於經向乾燥和飽水試驗及緯向乾
燥和飽水試驗各取 200x25mm 大小布樣 3
塊，分別置於強力試驗機上，夾距為
100mm，並以定速率(100mm/min)進行強
力拉伸試驗。

B.

圖 7 布樣 D 紗乾燥狀態外觀圖

試驗開始後每隔 1 秒鐘紀錄一次拉伸強
度，至布斷裂為止將數據紀錄後平均即為
強力拉伸曲線。

結果與討論
直徑測試
表 1 為各試樣紗平均直徑。以同為 Ne16 的試樣
A、B、C 進行直徑的分析，試樣 A 為無撚紗，僅有
外頭的包繞紗帶有撚度，故撚度小紗線較為蓬鬆直
徑也最為大飽水後其直徑變化率也最為大達

圖 8 布樣 D 飽水狀態外觀圖

29.565%，試樣 B 為雙股紗其帶有的撚度比試樣 C 的
單股紗來的大，單紗之間也更為緊密，抱合性也比試

飽水重量

樣 B 來的大，透過直徑變化率可發現試樣 B 的直徑
表 2 各布樣的平均飽和吸水率

變化率僅有 2.957%，造成此現象是由於過大的撚度

布樣

平均飽和吸水率(%)

再者比較同為雙股紗的試樣 B、D，試樣 D 為 Ne8 其

A

742.68

直徑變化率為四者唯一呈現負成長，透過圖 7 及圖 8

B

443.63

可發現飽水後的直徑比乾燥時的直徑來的小，造成

C

578.90

此原因為其兩條單紗較粗在進行加撚時並無緊密的

D

235.28

使紗緊密的抱合，故吸水後其直徑才無明顯的變化。

扭轉抱合，紗與紗之間的抱合性較差，因此透過顯微

表 2 的平均飽和吸水率是由飽水重量減去絕乾

鏡下的觀察會有較直徑粗的現象，而吸水後單紗之

重量後除以絕乾重量後的平均。由表 2 得知，以同為

間較能緊密貼合，其間隙變小因此測得的直徑會比

Ne16 的試布樣 A、B、C 進行吸水率的比較，以布樣

乾燥時來的小。

A 表現最佳，其次為布樣 C 最後為布樣 B。布樣 A

表 1 各試樣紗平均直徑

為無撚紗具有最小的撚度，直徑較大且直徑變化率

布
樣

乾燥平均直徑
(mm)

飽水平均直
徑(mm)

也較大，因此其纖維間能有較大的空間吸收較多的

直徑變化率
(%)

水分，而 B、C 樣布分別為 Ne16 的雙股紗及單股紗，

A

0.460

0.596

29.565

雙股紗具有較大的抱合性，其撚度較大直徑則較小

B

0.372

0.383

2.957

單位面積內所吸收到的水分也較小，故單股紗的吸

C

0.423

0.531

25.532

水率會比雙股紗的吸水率來的大。再者比較皆為雙

D

0.617

0.421

-31.767

股紗布樣 B 及布樣 D，布樣 D 在加撚時兩條單紗無
緊密抱合，其抱合性較小，導致紗與紗之間的間隙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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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至於水分難以吸附於纖維之間，故飽和吸水率
最為差。
乾燥速率
圖 9-12 皆為乾燥速率曲線圖，其溫度條件皆設
定在 20±2℃，濕度為 65±2%，紀錄 100 分鐘可得到
乾燥速率曲線圖，由乾燥速率曲線圖可得知各樣本
的乾燥速率，而殘餘水分率則以第 40 分鐘作為評級
圖 9 布樣 A 滴落 1mL 水後乾燥速率曲線圖

標準(表 3)。圖 9 可以發現布樣 A 原先乾燥時的重量
為 1.555 克，而滴落 1mL 水後開始紀錄其乾燥速率
曲線，滴落後 0 分鐘至 40 分鐘的布重量由 2.462 克
下降為了 2.332 克，其殘餘水分率為 85.67%。圖 10
得知布樣 B 原先乾燥時的重量為 1.305 克，而滴落
1mL 水後開始紀錄其乾燥速率曲線，滴落後 0 分鐘
至 40 分鐘的布重量由 2.294 克下降為了 2.194 克，
其殘餘水分率為 89.89%。圖 11 得知布樣 C 原先乾
燥時的重量為 1.625 克，而滴落 1mL 水後開始紀錄

圖 10 布樣 B 滴落 1mL 水後乾燥速率曲線

其乾燥速率曲線，滴落後 0 分鐘至 40 分鐘的布重量
由 2.520 克下降為了 2.413 克，其殘餘水分率為
88.04%。圖 12 得知布樣 D 原先乾燥時的重量為 2.240
克，而滴落 1mL 水後開始紀錄其乾燥速率曲線，滴
落後 0 分鐘至 40 分鐘的布重量由 3.202 克下降為了
3.064 克，其殘餘水分率為 85.65%。
由上述可得布樣 A 到 D 各 40 分鐘的殘餘水分
率，依序為 85.67%、89.89%、88.04%、85.65%。以
同為 Ne16 布樣 A、B、C 進行乾燥速率的分析，布

圖 11 布樣 C 滴落 1mL 水後乾燥速率曲線

樣 A 無撚紗具有最大的飽和吸水率，卻也擁有最低
的殘餘水分率，表示雖吸附較大量的水但卻乾燥的
快，具有此現象是因為無撚紗之間帶有的撚度小，纖
維之間的具有較多空間可以使水分進出，故水分才
能快速帶入並快速帶出，因此具有最好的吸水速率
以及乾燥速率，布樣 B 則帶有最高的撚度，其單紗
之間靠的最為緊密，因此使得水分較難進入，而進入
後的水分被緊緊的包圍在纖維之間，所以造成其殘
餘水分率來的比其他兩者高。再者比較布樣 B 和布

圖 12 布樣 D 滴落 1mL 水後乾燥速率曲線

樣 D ，布樣 B 在上述提到，其紗與紗之間因為高撚

表 3 各布樣第 40 分鐘殘餘水分率

度造成單紗緊密抱合而難以將纖維間的水分排除，

布樣 A 布樣 B 布樣 C 布樣 D

不同於此，布樣 D 其支數低有著較粗的纖維，在加
第 40 分鐘殘餘
水分率(%)

撚時兩條單紗無緊密抱合在一起，紗與紗的間隙較
大，因此能將吸附到的水分快速排出，故具有較低的
殘餘水分率。

吸濕速率-蕊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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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7

89.89

88.04

8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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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透過圖 13 至圖 16 可看出布樣 A、B、C 其 20
分鐘內的吸濕曲線。分析同為 Ne16 的布樣 A、B、
C，其試樣的組織結構，經向皆以一地經一經圈做排
列，而緯向部分僅有地緯，布樣 A 為無撚紗具有最
小的撚度，直徑較大，表示其纖維間能有較大的空間
能有利於毛細現象的作用，促使水分更快速進入因
此具有最大蕊吸高度，布樣 B 其經向蕊吸高度為三
者最差，且是三者唯一緯向蕊吸高度比經向來的高，

圖 13 布樣 A 蕊吸試驗-吸濕速率曲線

因為布樣 B 帶有最高的撚度，其單紗之間靠的最為
緊密，因此使得水分較難進入，且透過直徑大小變化，
可得知飽水後的直徑變化率僅有 2.957%，表示進入
纖維內的水分相當少所以造成爬升的高度為三者最
低，也因為毛圈的撚度過高使得緯向爬升來的比經
向值大。而布樣 D 由於紗與紗間的間隙過大，造成
毛細現象無法作用，因此無法有效的將水分吸附上
來，使得經緯向蕊吸高度皆為 0 公分的現象。
斷裂強度

圖14 布樣 B 蕊吸試驗-吸濕速率曲線

表 5 各布樣斷裂強度數據
單位
(kgf)

經向

緯向

乾燥

飽水

乾燥

飽水

布樣 A

14.250

18.200

16.983

18.450

布樣 B

20.008

26.475

25.750

30.585

布樣 C

15.400

21.892

20.217

30.333

布樣 D

20.400

31.442

27.192

35.775

透過表 5 可發現無論乾燥狀態或飽水狀態，緯

圖 15 布樣 C 蕊吸試驗-吸濕速率曲線

向的強力皆比經向強力來的大，在進行強力拉伸試
驗試時，從斷裂的部分去分析可得知經向斷裂的部
分並非是經圈而是地經，緯向斷裂的部分則為地緯，
透過經緯密(布樣 A:30x45、布樣 B:36x42、布樣
C:32x48、布樣 D:34x51)證實緯向於 1 英吋內所含的
緯紗根數明顯比經向來的多，故緯向強力皆比經向
強力來的大。再以皆為 Ne16 的布樣 A、B、C 進行
分析，依撚度大到小分別為布樣 B、布樣 C 最後為
布樣 A，且布樣 B 的經緯密較其他兩者高，單位面

圖 16 布樣 D 蕊吸試驗-吸濕速率曲線

積內有著最多的紗根數，因此布樣 B 的強力為三者

表 4 第 10 分鐘蕊吸高度
布樣 A

布樣 B

布樣 C

布樣 D

經向

10.6cm

4.0cm

5.7cm

0cm

緯向

9.7cm

5.9cm

4.8cm

0cm

之最，布樣 A 的撚度最小且經緯密最低，故強力為
三者最差。最後比較同為雙股紗的布樣 B 及布樣 D，
雖然布樣 D 的撚度較布樣 B 來的低，但其紗直徑及
經緯密皆比布樣 B 來的大，因此強力也比布樣 B 來

透過表 4 可得知各試樣經緯向 10 分鐘的蕊吸高

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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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殘餘水分率，
40 分鐘的殘餘水分率僅剩 85.67%，
但具有最差的經緯強力，經向乾燥時的強度為

1.

單紗的緊密抱合與否所造成單紗間的間隙大小

14.250kgf，飽水後為 18.200kgf；而緯向乾燥強

會直接影響織物的吸水性，間隙過小不利於水

力為 16.983kgf，飽水後為 18.450kgf。

分的進入，且進入後的水分也較不易排出，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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