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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天然色素染色可行性之研究-以薯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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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實驗以薯榔為天然色素之材料，探討不同因素(溶劑、溫度、時間)對薯榔天然色素的影響，
也探討不同因素(溶劑、、溫度、、時間)對薯榔為天然染料染棉織物之上色程度之分析、 透過紫外
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來分析色素的主吸收波長與吸收光值多寡，透過 K/S 值來分析棉織物之
上色程度、 結果得出、，萃取薯榔色素時、，溫度越高、，時間越長、，萃出色素越多、，也就是吸收光
值越高、，不過主吸收波長變化不大、 染浴濃度越高、，UV-Vis 光譜中吸收光值越高、 染浴 pH 值
在 12 時，染棉織物之上色程度，比染浴原 pH 值時，染棉織物之上色程度好 在耐摩擦堅牢
度中，乾摩擦牢度比濕摩擦勞度好 在耐水洗堅牢度中，對棉織物的污染最大
關鍵字：薯榔、天然色素、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K/S 值

Abstract
In this experimen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natural pigment of Dioscorea rhipogonioides
Oliv was discussed by using Dioscorea rhipogonioides Oliv as a natural pigment material. The analysis
of the degree of coloring of Dioscorea rhipogonioides Oliv as a natural dyed cotton fabric was also
discussed. The color and color of the pigment were analyzed by an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meter, and
the degree of coloration of the cotton weave was analyzed by the K/S valu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extracting Dioscorea Rhipogonioides Oliv pigment,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the longer the time, the
more pigment is extracted, that is, the higher the absorbed light value, but the main absorption
wavelength does not change much. The higher the dye bath concentration, the higher the absorbance
value in the UV-Vis spectrum. When the pH of the dyeing bath is 12, the degree of coloration of the
dyed cotton fabric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dyed cotton fabric. In the rubbing fastness, the dry rubbing
fastness is better than the wet rubbing fatigue. Among the washing fastness, the cotton fabric is most
polluted.
Keywords: Dioscorea Rhipogonioides Oliv, Natural Pigment, Ultraviolet/Visible Spectrometer, K/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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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暗紅色，易溶於水呈現弱酸反應。單寧存在於所有血
管和一些非維管植物中，並且富含葉子，果實和種子
以及木材和樹皮。在中國，薯榔塊莖是產生單寧的最

在日常生活中的顏色是如何來？這些染料是什
麼？現在與過去的人們所用的染料有何不同？什麼

重要的植物之一，薯榔的塊莖富含縮合單寧。傳統上，

是植物染料？什麼是合成染料？人類為什麼要用染

從塊莖中提取的溶液用於將天然纖維染成淺棕色至

料？經由外力，將有色的物質附著於物體上，如果將

淺色[2]。

色料塗於物體表面上則可稱之為顏料或塗料，若將
色料浸滲於物體的結構或成分之中，可以概稱為染
料。染料本身就是一種有色的物質，而這物質即稱為
色素，它能夠透過一些方式使物體著色，成為該物體
新的表面色，而這有色的物質，過去是經由動物、礦
物、植物中取得，因為應用上的複雜度及量產等問題，
使得後來化學家從自然界的物質中，透過物理及化
學的方法，發明了人工的合成染料。台灣早期，常用
相思樹、薯榔、檳榔來染衣物、漁網，梔子花為黃色
麵條、黃蘿蔔的染料，蘇木的根可染黃，心材可染紅、

圖 1 縮合丹寧結構式

莢果可染黑。
萃取原理

薯榔是天然染料的一種，是中國最早被利用為
織物的天然樹脂。過去曾利用薯榔之汁液刷塗在絲

是有機化學實驗中用來提取和純化化合物的手

綢表面，當與空氣氧化後之液成一層褐紅色後再與

段之一。通過萃取，能從固體或液體混合物中提取出

含有鐵鹽的黑泥塗覆，於是綢面會成褐黑色，當擁水

所需要的化合物。兩個物體之間，我們要把某一個目

沖洗後表面變得由刃污涼，背面保留褐紅色，纖維因

標物或某一個成分把它給提取出來，稱之為萃取[3]。

被薯榔的膠膜包覆著，穿起來部會年皮膚，且感覺涼

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測定原理

爽又舒服，因此廣東人又稱金剛板。書中又說在廣東
曾經出土晉朝太寧二年的一塊麻布，一面成紅另一

物質分子吸收紫外光或可見光後，會使電子受

面呈黑褐色，推算在四世紀時中國南方已懂得使用

到激發，改變振動及轉動能階，進而產生獨特的吸收

薯榔染色了[1]。薯榔色素是從薯榔塊莖提取出來，薯

光譜，藉由此特性分析出分子的性質、種類或含量[3]。

榔塊莖提取物富含有豐富的縮合單寧。單寧通常分

實驗

為兩類：可水解的或非水解的。單寧已經在一系列領
域得到應用，在紡織工業中，單寧在歷史上被用作紡
織品染色的天然染料[2]。本實驗，首先探討薯榔萃取

實驗材料

液的光譜分析，再探討薯榔萃取液染布和染布的質
感及其他染布方法。

理論
薯榔天然色素結構原理
薯榔的生物學名為 Dioscorea rhipogonioides Oliv，
葉對生三出脈。生物學分類上，屬於薯蕷科多年生的
草本植物，根莖肥大，外觀與番薯極為相似。薯榔的
塊莖含有單寧。液態的單寧有焦糖味，在空氣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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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Meterteksp-870，祥

(3)

調配不同濃度染浴 pH 值：配好的染浴，滴入
10%NaOH，使染浴 pH 值為 12。

泰儀器

染布：將棉織物 2 克數，放入染浴，25 度下浸

(4)

恆溫震盪槽，新瑞開發科技公司

(5)

pH 測試器，PH6000

(6)

分光測色儀，X-rite 8200

(5)

測 K/S 值：利用分光光譜儀，測出 K/S 值。

(7)

耐磨試驗機，天祥科學儀器有限公司

(6)

測堅牢度：使用 CNS 1499 L3032 之規範，測耐

(8)

紅外線試色機，H-24M，新瑞開發科技公司

(4)

染 1 小時。

摩擦堅牢度。使用 CNS1494 A-2 之規範，測耐
水洗堅牢度。

實驗流程

結果與討論

圖 2 是實驗流程，首先以不同因素（溶劑、溫度、
時間）萃取薯榔色素，萃出的色素經由稀釋後，利用

不同因素對薯榔萃取色素 UV-Vis 光譜分析

紫外線/可見光分光光譜儀測出光譜，予以分析。再
來是把不同克數薯榔切丁榨成泥，擠成汁液加水配

不同時間與溫度對薯榔 UV-Vis 光譜分析

成 100mL 的染浴，經由稀釋後，利用紫外線/可見光
圖 3 是以水為溶劑，在 25 度下，1 小時、2 小時

分光光譜儀測出光譜，予以分析。最後是把不同克數

間萃取薯榔，所產生的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在

薯榔切丁榨成泥，擠成汁液加水配成 100mL 的染浴，

1 小時下，主吸收波長為 508nm，在兩小時下主吸收

配成染浴與棉織物以一定比例，常溫（25 度）染 1 小

波長為 509nm。

時，測Ｋ/S 值和堅牢度。

薯榔

萃取色素

製成染浴

UV-Vis 光
譜分析
染布

圖 3 以水為溶劑 25 度下不同時間萃取薯榔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
圖 4 是以水為溶劑，在 40 度下，1 小時、2 小時

測堅牢度

間萃取薯榔，所產生的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在

測Ｋ/S 值

1 小時下，主吸收波長為 513nm，在 2 小時下主吸收
波長為 511nm。

圖 2 實驗流程
實驗方法
(1)

萃取色素：使用一定比例的薯榔和溶劑，在不
同因素（溶劑、溫度、時間）下萃取色素。

(2)

配置不同濃度染浴：使用不同克數（20g、40g、
80g、160g）薯榔所擠出來的薯榔汁液，加水配
成 100mL。

圖 4 以水為溶劑 40 度下不同時間萃取薯榔色素之
180

Journal of the Hwa Gang Textile, 2020.07, Vol.27, No.3

UV-Vis 光譜分析

染浴 UV-Vis 光譜分析

圖 5 是以水為溶劑，在 60 度下，1 小時、2 小時

不同濃度薯榔汁液之染浴 UV-Vis 光譜分析

間萃取薯榔，所產生的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在

圖 8 是以 20g、40g、80g、160g 薯榔各別的汁

1 小時下，主吸收波長為 509nm，在兩小時下主吸收

液，加水配成 100mL 染浴，所產生的染浴之 UV-Vis

波長為 510nm。

光譜分析。在 20g 薯榔擠出來的汁液，配成的染浴，
主吸收波長為 464nm。在 40g 薯榔擠出來的汁液，配
成的染浴，主吸收波長為 464nm。在 80g 薯榔擠出來
的汁液，配成的染浴，主吸收波長為 464nm。在 160g
薯榔擠出來的汁液，配成的染浴，主吸收波長為
462nm。

圖 5 以水為溶劑 60 度下不同時間萃取薯榔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
圖 6 是以丙酮為溶劑，在 25 度下，1 小時、2 小
時間萃取薯榔，所產生的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
在 1 小時、2 小時下主吸收波長皆為 442、446、476nm。
圖 8 不同濃度原 pH 值薯榔汁液染浴 UV-Vis 光譜
不同濃度薯榔汁液對棉織物染色之上色程度分析
圖 9 為不同濃度原 pH 值下染浴的 K/S 值。

圖 6 以丙酮為溶劑 25 度下不同時間萃取薯榔色素
之 UV-Vis 光譜分析
圖 7 是以丙酮為溶劑，在 40 度下，1 小時、2 小
時間萃取薯榔，所產生的色素之 UV-Vis 光譜分析。
在 1 小時下主吸收波長為 442、446、476nm，在 2 小
圖 9 原 pH 值不同克數 K/S 值之分析

時下主吸收波長為 442、444、476nm。

圖 10 為不同濃度 pH 值 12 下染浴的 K/S 值。

圖 7 以丙酮為溶劑 40 度下不同時間萃取薯榔色素
之 UV-Vis 光譜分析
圖 10 pH 值 12 不同克數 K/S 值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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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榔染料對棉織物染色堅牢度之分析

結論

耐摩擦堅牢度分析
(1)

萃取薯榔色素時，溫度越高，時間越久，萃取

薯榔染料對棉織物染色耐摩擦堅牢度分析是使

出來的色素越多，也就是吸收光值越高，不過

用 CNS 1499 L3032 之規範。測試結果如下表，由表

主吸收波長變化不大，以水為溶劑時，主吸收

中得知，乾摩擦牢度比濕摩擦勞度好。

波長在 508~513nm 間，以丙酮為溶劑時，主吸

表 1 耐摩擦堅牢度測試結果
堅牢度
耐摩擦
項目
乾
濕
變褪色
3~4 級
1~2 級
污染
4級
1~2 級

收波長一個在 422nm，一個在 444~446nm 間，
另一個在 476nm。
(2)

染浴濃度越高，UV-Vis 光譜中吸收光值越高。

(3)

染浴 pH 值在 12 時，染棉織物之上色程度，比

耐水洗堅牢度分析

染浴原 pH 值時，染棉織物之上色程度好。

薯榔染料對棉織物染色耐水洗堅牢度分析是使

(4)

用 CNS1494 A-2 之規範。測試結果如下表，由表中

在耐摩擦堅牢度中，乾摩擦牢度比濕摩擦勞度
好。在耐水洗堅牢度中，對棉織物的污染最大。

得知，對棉織物的污染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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