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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 cvc 刷毛布、尼龍刷毛布及聚酯刷毛布分別進行飽和吸水試驗、蕊吸試驗、乾燥
速率試驗以及飽和吸水乾燥速率試驗，實驗使用 18 種布樣進行比較，分別以改變其布樣成分
進行探討不同材質及丹尼數對於吸濕及乾燥速率的影響。由實驗數據得知，飽水試驗以
100%Poly 單刷單搖 210 g/yard 的平均吸水率最為佳，其平均吸水率達 1051%，而蕊吸試驗以
T75D+T100D 單刷 為最佳，其 10 分鐘橫向刷毛面蕊吸高度達 15.1 公分，橫向未刷毛面蕊吸
高度達 15.2 公分，縱向刷毛面蕊吸達 14.4 公分，縱向未刷毛面蕊吸達 14.1 公分，飽和乾燥速
率則 CVC 大絨刷毛布 480 g/yard 為最佳，第 40 分鐘的殘餘水分率為 7.05%。
關鍵字：刷毛布、吸水性、爆汗褲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cvc fleece, nylon fleece and polyester as a sample, were subjected on saturated water
absorption test, wicking rate test, diffusion area test, and saturated water drying rate test. There are
eightteen cloth materia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loth material or different deniers
on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drying rate. It found that water absorption test simple of 100% Polyester
polar fleece (210g/yard) with brush and pilling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The water absorption is
1051% in average, and the wicking rate test to sample of T75D with 100D brush fleece is a the best,
The height of wicking rate test, way of the horizontal brush hair surface is 15.1cm, horizontal not
brushed surface is 15.2cm in 10 minutes, and the height wicking rate test, way of the longitudinal
brush hair surface is 14.4cm, longitudinal not brushed surface is 14.1cm. Testing of drying rate, the
simpleof CVC brush fleece (480g/yard) was the best, the residual moisture content was 7.05% after
40 minutes.
Keywords：Brushing Fleece, Absorption of Water, Sweat 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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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N/T 160D+T 150D+OP 40D(380G/Y)
NYLON+OP 磨毛(290G/Y)

爆汗褲用於運動中能保留更多的熱能，促使身

第三組

體溫度達到高點，使身體汗液劇烈的排放，同時促
使熱量更大的消耗。由於爆汗褲會使下身長期處於

T 600D 單刷(500G/Y)

濕熱的狀態，欲使爆汗褲內層具有吸濕功能[7]，本

T/CD600D+T150D 單刷單搖(380G/Y)

研究以不同圓邊針織刷毛織物，進行吸水性及乾燥
第四組

研究，選用了 CVC 刷毛織物、聚酯刷毛織物、尼龍
刷毛織物及聚丙烯刷毛織物，進行其吸濕與乾燥速

100%Polyester 單刷單搖(210G/Y)

率性實驗，分別進行吸水率、吸濕擴散面積、蕊吸

100%Polyester 單刷單搖(435G/Y)

高度、乾燥速率及飽水乾燥速率等物性實驗，用以
評估不同材質的刷毛織物吸濕性、乾燥性，以製作

第五組

爆汗褲內裡之參考。
T75D+T100D 單刷(200G/Y)
T 75D+ T 100D 磨毛(300G/Y)

理論

T150D+Bamboo75D 單刷(75G/Y)
T100D+T75D+OP40D 單刷單搖(405G/Y)

爆汗原理

第六組

爆汗褲一般是使用 NEOTEX 智慧纖維，表層的

T/CD 150D+ T 150D 單刷(390G/Y)

氯丁橡膠幾乎不透氣不吸水，進而封住汗水還有熱

T/CD110D+T75D+T150D 單刷單搖(300G/Y)

的蒸氣在褲子裡面不散熱，導致毛細孔汗腺持續出

T/CD 單刷搖粒布 (223G/Y)

汗以排熱促使爆汗[7]。

T 雙面磨毛布 (220G/Y)

吸水性

實驗儀器

收作用與織物密度有關，不管何種纖維材料，

(1). 天平(AND GX-200) 精確度至 0.001g

碼重及經緯密愈大，水愈難滲透。吸濕、擴散、放

(2). 厚度計(DT-9002)

濕等作用則與纖維本身之性質有關，親水性纖維如

(3). 電 腦 伺 服 控 制 材 料 試 驗 機

棉具有親水性基圈，所以吸濕性佳，但相對乾燥放

(Hung Ta

HT-2402BP)

濕性差[5,6]。合成纖維如聚酯纖維由於不具親水基，

(4). 織物水分擴散能力與乾燥速率檢測儀

所以吸濕性差而放濕性佳。

(5). 恆濕恆溫箱(LGJ-120QJ)

實驗

實驗流程

實驗材料
第一組
CVC 毛巾刷毛布(365G/Y)
CVC 大絨刷毛布(480G/Y)
CVC 30‘S 細絨刷毛布(350G/Y)
第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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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法

散速率較快，而擴散面積較小則反之，而造成原因
可能為織物刷毛的毛絨較長水分被毛絨所吸收，使
得水分擴散面積較小。擴散面積為 0 的刷毛布，是

1.飽水重量測定[1,4]

因為毛絨有聚水的效果但施予壓力也會使水分滲入
不中，但也可能是因為織物表面有進行過防潑水加

將 5 種規格的不織布各取 5 塊試樣，置於 105℃

工，使水分不易吸收。

的烘箱 1 小時，烘至絕乾並測其重量，將試樣分別
浸置於去離子水中 3 分鐘，取出後使其水滴自然滴

表 1 混棉與尼龍織物吸濕擴散面積

落直到不滴為止(20 分鐘)，而後進行秤重並計算出平
均吸水率。
2.擴散吸濕測定[2]
依照 CNS12915 第 3 節取樣準備，校定擴散吸濕
影像處理分析儀後，將滴管滴定量設定為 0.2mL 後，
從正上方滴入並記錄 5-90 秒間液體擴散面積，並靜
置樣本數分鐘後待得測定最大擴散面積。

單位(mm ² )

3.蕊吸高度測定[3]

表 2 聚酯織物吸濕擴散面積 單位(mm ² )

依照吸濕速乾織物驗證規 FTTS-FA-004。測試環
境:溫度 20±2℃，相對溼度 65±2%R.H.，自試樣中依
經緯向取其 200x25mm 試片各 5 片，浸泡於水中 10
分鐘(浸水深度 0.5cm) ，其後測定水依毛細管現象上
升之高度。
4.乾燥速率試驗 [2]
依照吸濕速乾織物驗證規 FTTS-FA-004。測試環
境:溫度 20±2℃，相對溼度 65±2%R.H.，將天平置於

表 3 聚酯 CD 織物吸濕擴散面積

恆濕恆溫箱裡頭，並將其濕度設定於 65±2RH%溫度

單 位 ( mm ² )

20±2℃，直到恆濕恆溫箱內的濕度及溫度達到預設
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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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第 40 分鐘的殘餘水分率(%)作為評
級標準。

結果與討論
織物水分擴散能力探討
依 CNS12915 第三節製樣測定後，實驗結果如表
1，表 2，表 3，從表中能看出 CVC 混紡、尼龍及聚
丙烯之刷毛織物其擴散面積較聚酯刷毛織物小，甚
至不吸水。擴散面積大者表示水分在布水評分項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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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吸高度分析
圖 1-8 為不同織物蕊 吸 高 度 曲線圖，紀錄 30
分鐘可得到蕊 吸 高 度 曲線圖，由蕊 吸 高 度 曲線圖
可得知各樣本的蕊吸高度，而垂直吸水則以第 10 分
鐘作為評級標準(表 4-5)。從表 4-5 可以看出厚度較
厚的刷毛布(CVC 細絨、CVC 大絨、T600 單刷)其蕊
吸高度也較低甚至不吸水，而這幾組布其擴散面積
也幾乎為 0，表示布的厚度越厚，毛絨長度越長會將
圖 3 蕊吸試驗-聚酯厚重織物吸濕速率曲線圖

水分吸入毛絨內水分也較不易往其他方向滲透。而
蕊吸高度較高未刷毛面的布種(T/CD150D+T150D 單
刷 單 搖 、 T/CD600D +T150D 單 刷 單 搖 、
T/CD110D+T75D+T150D 單刷單搖)其未刷毛面也有
較大的擴散面積，而刷毛面也因為毛絨會使水分滲
透使得蕊吸高度及擴散面積較小，而蕊吸高度較高，
未 刷 毛 面 的 布 種 (T75D+100D 單 刷 、 N/T100D
+T150D+OP40D 單刷單搖)其刷毛面及未刷毛面也有
著較大的擴散面積，原因是布厚度較薄，受毛絨長
度影響較低，使得不論是刷毛面或是未刷毛面都有
較大的擴散面積。

圖1

圖 4 蕊吸試驗-聚酯織物吸濕速率曲線圖

蕊吸試驗-混棉織物吸濕速率曲線圖

圖 5 蕊吸試驗-聚酯粗細織物吸濕速率曲線圖

圖 2 蕊吸試驗-尼龍織物吸濕速率曲線圖

圖 6 蕊吸試驗-聚酯輕量織物吸濕速率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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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物飽水率
將布樣絕乾後，測得飽和吸水量並計算出吸水
率，表 6 平均飽和吸水率是由飽水重量減去絕乾重
量 後 除 以 絕 乾 重 量 後 的 平 均 。 18 種 樣 布 中
100%Polyester 單刷單搖(210G/Y)擁有最高的吸水
性 ， 次 之 是 T/CD110D+T75D+T150D 單 刷 單 搖
(300G/Y)，CVC 大絨刷毛布(480G/Y)飽水率最小。
表 6 布樣的吸水性
圖 7 蕊吸試驗-CD 織物橫向吸濕速率曲線圖

圖 8 蕊吸試驗-CD 織物縱向吸濕速率曲線圖
表 4 厚重織物第 10 分鐘蕊吸高度
織物乾燥速率
圖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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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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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作為評級標準
(表 7-8)。表 7-8 中可以發現幾乎所有的布樣的殘餘
水分率都在 40 分鐘時低於 5%，而其中有三個布樣
(CVC 大絨刷毛布、T600D 單刷、100%PP)的殘餘水
分率較高是因為其滴落 0.2mL 水後期吸收的量較低，
所以在 40 分鐘時殘餘的水分率相較而言較高。
表 5 輕量織物第 10 分鐘蕊吸高度

圖 9 滴落 0.2mL 水後混棉織物乾燥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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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滴落 0.2mL 水後尼龍織物乾燥速率圖

圖 14 滴落 0.2mL 水後聚酯 CD 織物乾燥速率圖
表 7 布樣 A 乾燥速率

圖 11 滴落 0.2mL 水後厚重織物乾燥速率圖

表 8 布樣 B 乾燥速率
圖 12 滴落 0.2mL 水後聚酯織物乾燥速率圖

圖 13 滴落 0.2mL 水後聚酯粗細織物乾燥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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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物飽和乾燥速率
圖 15-20 皆為乾燥速率曲線圖，在單位面積下
(5x5cm2) 其 溫 度 條 件 皆 設 定 在 20±2 ℃ ， 濕 度 為
65±2%，紀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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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分鐘作為評級標準(表 9)。
斜率=第 120 分鐘布重-第 0 分鐘布重(滴落 0.2mL 水
圖 17 厚重織物飽和乾燥速率圖

時布重)/12 (10 分鐘)，
從表 9 能發現在第 120 分鐘時，很多的布樣都
已經達到平衡，而有些布樣卻還有 30%以上的飽水
率，因為這些的布樣的飽水率比較高，吸的水量比
較多所以在相同時間所殘餘的水分也比較高，而這
些布樣都能夠在 12 小時候都達到平衡，其殘餘水分
率都在 1%以下。

圖 18 輕量與厚重織物飽和乾燥速率圖

圖 15 CVC 織物飽和乾燥速率圖

圖 19 聚酯粗細織物飽和乾燥速率圖

圖 16 尼龍織物飽和乾燥速率圖

圖 20 聚酯 CD 織物飽和乾燥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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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布樣飽和乾燥速率

搖)和最低(CVC 大絨刷毛布)，每 1 分鐘水分乾
燥速率差了 1.62g 並沒有相差甚遠。
3.

吸濕擴散面積越大者(T 75D+ T 100D 磨毛)其
乾燥速率也越快，表示水分有越大面積可以排
出其乾燥的速率也越快，則吸濕擴散面積越大
者(T 600D)則反之。

參考文獻
1.

CNS12915,L3233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一般織物
試驗法(2010)

2.

FTTS-FA-004,吸濕速乾織物驗證規範,機能性
暨產用紡織品認證與評議委員會(2010)

3.

FTTS-FA-167,紡織品吸水性能試驗法,機能性
暨產用紡織品認證與評議委員會(2010)

4.

CNS13905,L3246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纖維製品
吸水性試驗法(2010)

結論

5.

楊博丞，邢文灝，無撚紗之毛巾織物吸濕功能
研究，華岡紡織期刊，Vol.24, No.7, 447-452

1.

吸濕擴散面積、蕊吸高度較小者，其飽水率不
一定就小，吸濕擴散面積是水平方向水分的傳

6.

導，蕊吸高度則是垂直高度水分傳導，而飽水

物的性能研究，華岡紡織期刊，Vol.24, No.9 ,

率是布樣的吸水能力，水平及垂直方向會因為
布樣的毛絨長短而影響水分的傳導，但也因為

2.

(2016)
陳韋廷，楊博丞，邢文灝，不同紗結構毛巾織

7.

590-596 (2017)
李忠憲, 邢文灝，爆汗褲複合內層之吸濕耐磨

毛絨長度較長能夠吸收較多的水分，其飽水率

性評估研究，華岡紡織期刊，Vol.25, No.1 ,

也較高。

16-24 (2018)

水分飽和乾燥速率會因為飽水率的高低，造成
在相同時間內所殘餘水分率高低，但其水分的
乾燥速率最高(T100D+T75D+OP40D 單刷單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