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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實驗是利用熱定型處理的拉伸率來提高 T+OP 混紡織物顏色的對色率，由實驗結果顯示
在未拉伸時三種灰色的一次對色率只有 59%，經由熱定型拉伸之後可以提高整體顏色一次對
色率到達 75%，可以得知用熱定型拉伸率可以提高 16%對色率的效益，亦即可以顯著降低修
色的比率與生產成本。
關鍵字：混紡織物、色外觀、拉伸率、對色率

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is to use the stretch ratio of heat-setting treatment in improving the color-matching
ratio of T + OP blended fabrics during dyeing process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ree
kinds of gray specimen after heat-setting stretched have the color-matching ratio reaching to 75%
while those non-stretched ones only 59%. It obviously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heat-setting
stretch ratio on the color-matching ratio for the T+OP blended fabrics can be raised by about 16%.
And according to this result, an inference can be drawn that the re-dyeing ratio of the T+OP blended
fabrics examined as well as production costs all would b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Keywords: Blended Fabrics, Color Appearance, Stretch Ratio, Color-Matching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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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以聚酯纖維耐熱性及化學穩定性佳，有較高的機
械強度、形狀穩定性及乾濕抗皺性好，所以被廣泛
使用於紡織衣料上。

染色過程包含著染色化學及色彩工學上許多問
題，尤其是敏感色系或是灰色，打色時對染料的選

以聚酯纖維做成的短纖維、普通長纖維和強力

擇，染料各自間的組合，染色時再現性良好與否，

長纖維去研究，發現強力長纖維在乾燥和濕潤時，

染色結果布面色彩的表現，以及染色堅牢度，染料

其纖維強度較佳；短纖維在乾燥和濕潤時，其纖維

價格和因後處理加工導致變褪色的情況等，皆不能

伸度較佳；而普通長纖維在 3%的伸長回復率較短纖

忽視[1]。

維佳[3]。

現今的客戶很要求顏色的準確性，一般染色完
的染料配方都是依據各個配色人員及染整廠日久累
積的經驗與直覺並且反覆不斷的進行覆色已先求出
視覺上與樣布等色的染料配方而後藉著化驗室與現
場互相間染色條件之差別的關係因素予以作修正。

圖 1 聚酯纖維分子結構式示意圖

決定了現場染色配方之後，方能進行染色，若此時
分散性染料染聚酯纖維之染色原理

再有色差則作適宜之修正而完成染色配方。由這種
方法可以想像，在勞力、物料及時間上造成相當程

分散性染料是分子比較小，染料結構中不具有

度的浪費，尤其是在碰上難染或敏感的色系亦或是

親水性基團，染料微粒難溶於水，呈現懸浮狀，必

選擇不當的染料時更是如此。另外，因個人因素之

須藉由分散劑，使染料均勻分布在染浴中。經由分

觀測判斷或光學現象所引起之色差、色變等問題，

子運動理論得知，在非結晶區中的分子鍊結構會因

在客戶與染整廠間，也不時致發生無謂的爭執[2]。

受高溫而產生熱運動，此分子鏈的熱運動會隨著溫

在染 T+OP 織物敏感色系或灰色時現場一次對

度上升而漸趨激烈，當溫度升高超過聚酯纖維之 Tg

色率難度比較高，可能需要利用追、套色的方法來

點時，其分子鍊的熱運動現象，由凍結狀態趨向激

達到客戶需求，可是在追套色同時偶爾會出現助劑

烈運動，使纖維本身受熱運動而膨脹，導致纖維裂

斑或者是缸差對不上的問題，進而造成時間成本的

隙的擴張，此時分散性染料分子得以進入緊密的纖

提高和工廠用水及染料上的浪費，藉由熱定型拉伸

維分子間；當溫度降低時，亦即除去外力時，孔隙

對色外觀的影響，提高顏色準確性。對於往後染

恢復原狀，染料分子則固著於纖維內部[4]。

T+OP 織物敏感色系或灰色時色樣是否可在客戶要
求的色差值範圍內的技術，有助於本公司提升成品
出貨效率與減少時間成本、染料及用水的浪費以及
減少修色的現象。
圖 2 聚酯纖維與分散性染料形成鍵結級凡德瓦爾力

理論

熱定型原理

聚酯纖維

熱定型機是印染工程的重要設備，主要由進步

聚酯纖維是由對苯二甲酸與乙二醇進行直

裝置、預熱乾燥區、高溫定型區、冷卻區和初步裝

接酯化法，經縮合反應而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其分

置組成如圖 3，版緩慢送入以達到先烘乾後熱定型的

子結構式如下圖 1 聚酯纖維是由對苯二甲酸與乙二

要求。定型機中的熱空氣經循環風機送入噴嘴，吹

醇進行直接酯化法，經縮合反應而成的高分子聚合

到布面上，乾燥織物並使其達到所需溫度。其中部

物。聚酯纖維是由多數酯基、末端氫氧基及羧基所

分被排風機送出室外，被帶走的有部分水分、揮發

組成，因鍵結中含有苯及酯基，相互以反位配置，

的化學助劑、少許染料其餘熱風在烘箱中繼續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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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同時補充一部分的新鮮空氣[5]。

三種灰色，分別為冷酷灰、石灰、隱形灰，再分別
把三種灰色各染 10 次的布塊準備好總共是 120 塊布
樣，再利用化驗室的三種灰色配方利用滴定機滴液，
加入固定助劑，浴比設定 1：20，將織物放入滴好的
溶液中，設定染程，放入高溫高壓滾輪式打色機
130℃×30 分鐘，等時間到了以後把織物取出，並將

圖 3 定型機示意圖

織物脫水後進行還原洗以確保布面無殘留剩餘染
料。 織物還原洗後烘乾放在小型定型機上設定我所

熱定型的過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1.

需要的拉伸率，分別是未拉伸、拉伸 1%、拉伸 3%、

初步加熱：織物進入定型機內，使纖維表面達到

拉伸 5%，設定好以後每一塊都放入小型定型機烘

定型溫度。
2.

3.

140℃×90 秒，烘乾之後等冷卻回潮再來做後續的測

熱平衡：熱能滲入纖維內部中，使纖維內外溫度

色，觀察未拉伸、拉伸 1%、拉伸 3%、拉伸 5%分別

達到定型溫度。

對標準樣的差異。

轉變及分子調節：纖維處於應力作用下，當定型

結果與討論

溫度達到之後分子結構中較弱的次價鍵會被破
壞，使纖維組織在新的排列狀態下固定。
4.

三種灰色樣本製作未拉伸之顏色分析

冷卻：織物離開定型機之後快速冷卻，使纖維組
織在新的排列狀態下固定。

由於灰色的染色程序較一般顏色難度來的高，
所以在染色的同時會考慮到染色的再現性，而我們

延展性

可以從表 1 看出三種灰色分別染色 10 次的結果，可
延展性，是物質的一種機械性質，表示材料在

知冷酷灰在還未拉伸時最大和最小 ΔE 的差距有

受力而產生破裂之前，其塑性變形的能力。延展性

0.85；石灰的變化比冷酷灰稍微小一些，未拉伸時最

是由延性、展性兩個概念相近的機械性質合稱。

大和最小 ΔE 差距有 0.79；隱形灰在未拉伸時最大和
最小 ΔE 差距有 2.83，可以得知在染三種灰色後未經

實驗

過拉伸冷酷灰和石灰是比較不穩定的而隱形灰是非
常不穩定。

實驗器材
1.

LA-600 滴定機

2.

LA-620 泡藥機

3.

滾筒式甘油打色機

4.

烘箱 型號:FD115。廠商:Binder

5.

小型定型烘乾機

6.

分光儀 Datacolor 600 一台

7.

個人電腦一台

8.

.電腦軟體

表 1 T+OP 織物未拉伸染三種灰色之對色率分析

（1）色票系統管理
（2）Excel
（3）POWERPOINT
9.

冷酷灰樣本製作拉伸後顏色分析

T+OP 針織布

實驗方法

經由拉伸 1%、3%、5%後可以發現冷酷灰、石
灰、隱形灰三種灰色的 ΔE 值有明顯的變化，表 2 可

開始先選擇工廠比較常生產且再現性比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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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T+OP 織物拉伸染隱形灰之對色率分析

以得知對於冷酷灰這種淺灰色來說拉伸 1%的效果就
可以達到比客戶要求的標準還嚴格的 ΔE：0.5 以內。
表 2 T+OP 織物拉伸染冷酷灰之對色率分析

三種灰色樣本製作未拉伸和拉伸後之對色率分析
由表 1 可以知道經由染色出來後不透過拉伸的
一次對色率只有 60%，從表 2、3、4 可以得知經過

石灰樣本製作拉伸後顏色分析

拉伸率 1%、3%、5%拉伸之後可以提升整體對色率
到 71%，由此可見可以透過拉伸率來達到客戶所要

表 3 可以得知對於石灰這種中灰色來說拉伸
1%、3%、5%的 ΔE 值都在 1 以內但還是有些會落在

求的 ΔE：1 以內。

1 以外，所以中灰色也適合用拉伸率做調整來達到客

結論

戶所要求的範圍內。
表 3 T+OP 織物拉伸染石灰之對色率分析

1.

1..利用拉伸率可以使染色 10 次的染色樣本樣本
控制 ΔE 逐漸變小，從不穩定到穩定。

2.

三種灰色在未拉伸以前整體的一次對色率只有
60%。

3.

三種灰色在拉伸後整體的對色率提高到 71%比
未拉伸以前提高了 11%。

4.

利用這個方法來提高染色後的對色率，一是為了
減少布面下缸修色造成對 T+OP 混紡織物中彈
性纖維的損傷，二可減少在染色時需要的時間、
水、助劑的成本及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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