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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織布用於範圍廣泛的工業應用，包括農業和園藝、汽車、建築和建設施工、纜

線包覆材料、土木工程和地工織物、過濾材料、醫療和衛生保健、包裝材料和濕

紙巾。此外，它們在成衣、行李箱、鞋類、家用紡織品、居家用品和個人護理方

面之應用也越來越多，這為製造商提供了商品創新與增加附加價值之範疇。 

在不織布應用於成衣和家用紡織品方面，其織物可設計成提供特定功能，例如吸

水性、緩衝性、過濾性、阻燃性、防水性、回彈性、柔軟性、拉伸彈性、強韌度

和耐洗性，並提供細菌防護屏障和無菌性。不織布應用於成衣之範圍十分廣泛，

包括：圍裙；整容牙科和餐廳所使用之披肩和覆蓋材料；手套和手套襯裡；成衣

襯裡和接縫襯片；醫療和外科手術成衣；軍服；戶外運動成衣和泳裝；防護成衣；

睡衣以及內衣。不織布應用於家用紡織品之範圍也十分廣泛，包括：床單；地毯

底襯；床墊；熨燙板墊；燈罩；床墊套；墊枕；被褥；窗簾網布；桌布；被套襯

布以及家飾襯墊材料。 

在生產成衣和家用紡織品不織布之公司中，有四家特別傑出，他們是 Ahlstrom、

DuPont、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以及 Sandler。他們在成衣和家用紡織品

之領域分別為：Ahlstrom 生產醫療應用和壁紙用不織布材料；杜邦公司以不同品

牌名稱生產數種類型之纖維、織物和成衣，包括 Kevlar、Nomex、ProShield、Protera、

Sorona、Tychem 和 Tyvek 等品牌；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生產 comfortemp

保溫隔熱材料和成衣襯裡用 XA 不織布，還有供多種應用領域之 Evolon 不織布；

Sandler 則生產寢具和床墊填充物用不織布，還有戶外成衣、戶外傢俱和室內裝潢

用不織布。 

簡介 

不織布由長纖維製作而成，透過化學、機械、高溫或溶劑處理而黏合在一起。換

句話說，它們是由無需經過織造或編織製程來讓它們結合在一起之纖維或紗線所

製成的紡織品。 

EDANA（歐洲不織布協會----European Disposables and  Nonwovens Association，從

事不織布及相關產業服務之國際協會）和 INDA（不織布產業協會----Association of 

the Nonwoven Fabrics Industry）1提出他們自己的不織布標準定義。 

1
 EDANA（歐洲不織布協會----European Disposables and  Nonwovens Association，從事不織布及

相關產業服務之國際協會，其前身為：歐洲拋棄式用品和不織布協會----European Disposables 

and Nonwovens Association），位於歐洲，INDA（不織布產業協會----Association of the Nonwoven 

Fabrics Industry，其前身為：國際不織布和拋棄式用品協會----International Nonwovens and 

Disposables Association）位於北美。第三大機構 ANFA（亞洲不織布協會----Asia Nonwoven 

Fabrics Association），位於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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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組織將不織布定義為「任何性質或來源的連續長絲或者短切紗線，透過某

種方法形成纖維網之結構，然後採用某種方法黏結在一起，而無需經過織造或編

織製程所形成之片狀纖維織物」。 

不織布可被設計成提供特定之功能，例如吸水性、緩衝性、過濾性、阻燃性、防

水性、回彈性、柔軟性、拉伸彈性、強韌度和耐洗性，並提供細菌防護屏障和無

菌性。 

從商業角度來看，不織布----與其他功能性或技術紡織品相同----可掌握較佳的價

格。因此，對於願意開發創新產品之企業而言，不織布提供了一種可以在商品市

場中避免與供應低價格之低成本國家生產商競爭的途徑。 

不織布主要用於包括農業和園藝、汽車、建築和建設施工、纜線包覆材料、土木

工程和地工織物、過濾材料、醫療衛生、包裝材料和濕紙巾等產業之應用。 

然而，不織布也為其他紡織品製造商提供了創新和增加其產品附加價值之範疇。 

其他採用高價值不織布的紡織品則包括成衣、行李箱、鞋類、家用紡織品、居家

用品和個人護理產品。 

根據 INDA 之報導，不織布在成衣產品方面的應用包括下列產品項目： 

˙圍裙； 

˙整容牙科和餐廳所使用之披肩和覆蓋材料；  

˙手套和手套襯裡；  

˙成衣襯裡和接縫襯片；  

˙醫療和外科手術成衣；  

˙軍服；  

˙外套、運動服和泳裝；  

˙防護成衣；  

˙睡衣；以及 

˙胸罩、其他內衣和肩墊。 

不織布在家用紡織品方面之應用包括： 

˙床單；  

˙地毯底襯；  

˙床墊； 

˙熨燙板墊；  

˙燈罩；  

˙床墊套；  

˙墊枕； 

˙被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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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簾網布； 

˙桌布； 

˙被套襯布；以及 

˙家飾襯墊材料。 

不織布是多功能的，並已被用於提供創新和具有成本效益之解決方案的一系列挑

戰之中。 

特定的性能可經由選擇合適之原材料和生產方法，或者透過施加軋花、貼合、模

塑和印花等特殊之加工處理來達成。 

因此，不織布可被製造成具有：抗磨損、吸水、抗菌、抗靜電、可生物降解、透

氣、耐褪色、導電、抗摺皺、緻密、懸垂、可乾洗、耐用、無塵、可染、具彈性、

阻燃、可折疊、可膠合、可熱封、不透水、可熨燙、不傷肌膚、重量輕、不起絨、

防水、長效、可塑、不導電、不褪色、可滲透、多孔、可印花、有彈力、防腐防

黴、可縫紉、平整、柔軟、穩固、可消毒、堅挺、拉伸彈性、強韌、抗撕裂、可

洗滌、防風雨以及可焊接等特性。此外，不織布還可設計成作為過濾材料之用。 

據 Smithers Pira 表示，2015 年全球不織布市場之價值為 374 億美元。 

相較之下，據 Mimaki 市場行銷總經理 Mike Horsten 表示，全球紡織品每年的市

場價值達 6,330 億美元，其中成衣業佔 58％，產業紡織品佔 24％，以及家用紡織

品佔 18％，或約合 1,140 億美元。因此，根據這些數字來推估，不織布佔全球紡

織品市場之價值約達 6％。 

依據 Smithers Pira 所作預測顯示，全球不織布市場將在 2015 至 2020 年間平均每

年成長 6.3％，達 508 億美元。 

在重量方面，2015 年至 2020 年間之需求將平均每年成長 6.2％，從 900 萬噸增加

到 1,210 萬噸。然而，就平方米來看，預測需求將成長得更快速，平均每年成長

7.2％，從 2,348 億平方米增加到 3,324 億平方米，這反映出市場傾向重量較輕之

布料的趨勢。 

2015 年不織布最大的區域市場在是亞洲，佔全球總重量之 43.1％。而且，2010

年至 2015 年間亞洲之需求平均每年成長 10.7％，從 230 萬噸增加到 390 萬噸，也

是成長最快的區域市場。此外，2020 年亞洲之需求將達到 570 萬噸，亦即 2015

年至 2020 年間平均每年成長率為 7.9％。因此，到了 2020 年，亞洲將佔全球不

織布需求量之 47.1％。 

在亞洲，預估印度於 2015 年至 2020 年間將有強勁的成長，因為該國之製造業和

建築工業持續快速地發展。 

2015 年中國大陸、印度和日本不織布之需求量合計佔亞洲的 77％。 



4 
 

僅中國大陸一國在該年度即佔亞洲地區約 57％之需求量，印度約佔 11％，而日

本約佔 10％。 

在生產製程方面，2015 年紡黏不織布佔全球不織布需求之 49％，即 440 萬噸。 

此外，預計這類不織布需求將在 2015 年至 2020 年間增長速度最快，平均每年成

長 7.3％。 

因此，紡黏不織布的生產和乾式成網不織布（dry-laid nonwovens）----這是不織布

生產製程中第二個重要之類型----的生產之間的差距將會擴大。2015 年全球乾式

成網不織布之需求約佔 38％，即 340 萬噸。 

在產品項目方面，2015 年至 2020 年間拋棄式不織布之需求將比耐用型不織布之

需求的成長速度略高。                                                                                                                                                                                                                                                                                                                                                                                                                                                                                                                                                                                                                                                                                                                                                                                                                                                                                                                                                                                                                                                                                                                                                                                                                                                                                                                                                                                                                                                                                                                                                                                                                                                                                                                                                                                                                                                                                                                                                                                                                                                                                                                                                                                                                                                                                                                                                                                                                                                                                                                                                                                                                                                                                                                                                                                                                                                                                                                                                                                                                                                                                                                                                                                                                                                                                                                                                                                                                                                                                                                                                                                                                                                                                                                                                                                                                                    

在價值方面，拋棄式不織布的需求將在 2015 年至 2020 年間平均每年成長 6.4％，

達 192 億美元。同時，耐用型不織布之需求將在該五年內以平均每年 6.2％之略

為和緩的速度成長，達 315 億美元。 

拋棄式產品需求增長較快的原因是亞洲不斷增多之高資和中產階級對提供更高

功能性和更高附加價值之消費品如尿布和女性衛生用品的需求日益擴增之故。 

在織物單位重量（basis weights）方面，2015 年至 2020 年間拋棄式不織布之平均

重量將減輕 3.7％，而 2010 年至 2015 年間已減輕約 5.2％。 

同時，2015 年至 2020 年間耐用型不織布之平均重量將減輕 5.9％，2010 年至 2015

年間已減輕了 3.6％。 

這種重量減輕也反映了原材料、運輸、倉儲和廢棄物處理成本降低之趨勢，並且

已透過可提供更輕量產品之較新設備的使用而成為可能了。 

整體而言，一般性不織布銷售的成長，尤其是紡黏不織布，都將受到諸如個人衛

生用品等主要市場之生產增加而被帶動。 

在生產成衣和家用紡織品不織布之公司當中，有四家特別傑出，他們是

Ahlstrom、DuPont、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和 Sandler。 

AHLSTROM 

簡介 

Ahlstrom 成立於 1851 年，是芬蘭以纖維為基材之高功能性材料生產商。 

該公司的產品用於範圍廣泛之日常應用和物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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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器；  

˙食品包裝；  

˙生命科學與診斷；  

˙醫療用織物、隔離衣和帷簾；以及 

˙壁紙。 

該公司將其產品出售給轉型加工者，他們通常是： 

˙建築產品公司；  

˙過濾器製造商；  

˙醫療器材轉型加工者；以及 

˙壁紙製造商。 

Ahlstrom 之最大區域市場是歐洲，其次是美洲和亞太地區。 

該公司估計，全球以纖維為基材之不織布材料的市場價值每年約為 300 億美元。

而 2016 年 Ahlstrom 本身之銷售額即約達 11 億歐元（約合 12 億美元）。 

Ahlstrom 擁有 28 家製造工廠，而截至 2016 年底，它在 22 個國家僱用約 3,200 名

員工。 

公司架構 

為了簡化業務結構，以更有利於執行業務，Ahlstrom 在組織重組中調整了架構，

並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由於該組織重整，形成了兩大業務部門： 

˙過濾與功能性材料（Filtration & Performance）；以及 

˙專業材料（Specialties）。 

兩個業務部門分別負責其銷售和市場開發、技術和客戶服務、產品開發和營運。 

過濾與功能性材料 

該過濾與功能性材料之業務部門包括四個單位： 

˙過濾材料（Filtration）；  

˙工業用不織布（Industrial Nonwovens）；  

˙壁紙與廣告海報（Wallcover & Poster）；以及 

˙建築與風力材料（Building & Wind）。 

負責壁紙的單位是屬於公司之過濾與功能性材料（Filtration & Performance）之業

務部門下的壁紙與廣告海報（Wallcover & Poster）單位。 

壁紙已成為 Ahlstrom 的關鍵成長領域。該公司於 2012 年在中國大陸山東省濱州

市開設了專門生產壁紙用材料的大型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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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Ahlstrom 宣佈升級該生產線之計畫，以增加其靈活性，並使其除

生產壁紙用材料外，還可生產過濾用材料。重整工程於 2016 年完成。 

Ahlstrom 還在現場運作另一條生產過濾用材料之生產線。該升級後之生產線每年

可生產壁紙用或過濾用材料約 2 萬噸。 

該公司也在其比利時 Malmedy 之工廠生產和供應壁紙用材料。 

儘管如此，該公司出售其在德國 Osnabrück 經營之業務，並已於 2017 年 1 月完成

交易。 

Ahlstrom 已利用天然纖維和合成纖維之混合物所製成的新"中層（mid- tier）"基

材，擴大其壁紙之範疇。這些設計之目的是為了在處理裝飾時更優質和更容易。 

專業材料 

該專業材料之業務部門包括四個單位： 

˙食品和飲料包裝（Food and Beverage Packaging）；  

˙先進液態技術（Advanced Liquid Technologies）；  

˙膠帶（Tape）；以及 

˙醫療（Medical）。 

在醫療單位方面，Ahlstrom 利用其在美國康乃狄克州 Windsor Locks 之大型紡黏複

合材料生產線生產一系列用於醫療用織物和診斷用之不織布材料。 

這些材料的應用項目包括： 

˙口罩； 

˙高功能性醫療耗材；  

˙衛生保健；  

˙手術前刷手衣（scrub suits）；  

˙無菌防護屏障系統（sterile barrier systems）；  

˙手術帷簾； 

˙手術衣（surgical gowns）；以及 

˙傷口護理。 

在醫療單位中的手術前刷手衣是 Ahlstrom 的重要領域。 

Ahlstrom 最近在這方面的創新產品包括： 

˙VaporCool；以及 

˙Reliance Tandem。 

VaporCool 於 2014 年 9 月推出，是用於醫療成衣並有助於調節體溫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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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材料是一種 SMS（紡黏/熔噴/紡黏----spunbond/meltblown/spunbond）
2
不織布，其

為結合了自適應技術（adaptive technology）而呈現水機能性聚合物（hydrofunctional 

polymer）之形式，可作為穿著者身體延伸之用。 

2
 SMS:具黏合層、熔噴層、黏合層等結構的不織布。 

該織物柔軟而且是為了用於生產拋棄式手術前刷手衣而特別設計的。 

VaporCool 具有吸濕排汗性能，當穿著以該織物製造之刷手衣而直接與皮膚接觸

時可增加舒適感。 

當穿著者悶熱時，其可促進蒸發並提供冷卻效果。而當穿著者涼爽時，該織物則

保留住可作為絕緣層之水分。這種全新的動態冷卻織物是同類產品中的翹楚。 

Reliance Tandem 是用於醫療用托盤的無菌防護屏障系統（sterile barrier system, 

SBS）材料。它於 2013 年 4 月推出，是一種 SMS 不織布。 

該產品含括在該公司之交織 SBS產品組合中。交織 SBS產品通常採用縐紗（crêpe）

和濕式成網（wet-laid）不織布材料製作而成。然而，Ahlstrom 決定在其產品組合

中增加 SMS 選項，以便為其客戶提供最先進和最有效的交織 SBS 產品之選擇。 

在醫療單位中的另一個產品項目是手術衣（surgical gowns）。 

Ahlstrom 為此應用而提供了拋棄式醫療用織物，並聲稱這些織物優於可重複使用

之傳統亞麻布，因為它們可提供更高等級的抗病毒防護，並降低醫院內感染

（hospital acquired infections, HAIs）之風險。 

該織物包括： 

˙TenderGuard；以及 

˙BVB（透氣性病毒防護屏障----Breathable Viral Barrier）。 

Ahlstrom 之 TenderGuard 是一種高功能性而柔軟的 SMS 織物，其設計具有安全性

和舒適性之最佳組合，適用於製造手術衣。 

Ahlstrom 之 BVB（透氣性病毒防護屏障）是一種不滲透的手術衣用織物。 

Ahlstrom 為成衣市場提供各種濕式成網不織布。其應用項目包括： 

˙成衣；  

˙刺繡背襯----切掉、撕開和洗除；  

˙襯料----腰帶套環和腰頭；  

˙皮革貼合基材；以及 

˙紡織品載體（textile c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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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 

Ahlstrom 在 2016 年 11 月宣佈將與 Munksjö 合併，創建"一個永續發展與創新的以

纖維為基材之解決方案的全球領導者"。 

Munksjö 是使用"智慧型紙技術（intelligent paper technology）"來開發先進紙製品之

製造商。 

該公司提供客戶專屬的創新設計與機能，其應用範圍從地板、廚房和傢俱到消費

者方便使用之包裝、能量傳輸和脫模紙（release papers）。 

Munksjö 在巴西、中國大陸、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瑞典擁有約 2,900

名員工和 15 家製造工廠。 

2007 年 1 月，由 Ahlstrom 股東及 Munksjö 股東於兩次臨時股東大會（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s, EGM）中通過了該兩家公司合併之提案。 

因此，在得到公平競爭委員會（competition authorities）之批准後，預期 Ahlstrom

將被併入 Munksjö，該合併預估於 2017 年第二季完成（編者按：該兩公司業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合併，合併後公司名稱為 Ahlstrom-Munksjö）。 

預計 Ahlstrom 和 Munksjö 之結合將： 

˙每年淨銷售額約達 22 億歐元；  

˙僱用員工約 6,200 名；以及 

˙在 14 個國家擁有 41 個製造和轉型加工工廠。 

�其主要產品領域將包括： 

˙裝飾材料：用於生產地板、傢俱以及其他內部與外部建築嵌板等之木製嵌板的

表面覆蓋物； 

 ̇ 過濾材料：用於汽車應用之產品，包括空氣、燃油和機油之過濾器，燃氣渦輪

機和室內空氣品質之過濾器，以及應用於包括實驗室和生命科學用途在內之先

進過濾器； 

˙工業解決方案：隔離襯墊和其他用於各種工業應用之產品，包括磨砂物底襯、

電工絕緣體、標籤和特種膠帶；以及 

 ̇ 專業材料：用於一系列應用之專業產品，包括建築和風力應用、醫療保健、衛

生和食品包裝。 

在 2016 年 11 月簽署的另一筆交易中，Ahlstrom 同意出售其在德國 Osnabrück 的

子公司給 Kämmerer Paper Holding。該交易於 2017 年 1 月完成。 

Kämmerer 是一家專業紙公司，在 Osnabrück 經營兩條生產線，生產預浸染裝飾紙

和磨砂紙底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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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撤資將使 Ahlstrom 更有效率地發展其他業務，並在符合公司策略之領域中獲

得成長。 

表 1：Ahlstrom：2001~18 年大事記 

2001 在美國康乃狄克州 Windsor Locks 開設大型紡黏複合材料生產線。 

2012 在中國大陸山東省濱州市建設大型壁紙生產線。 

2012 在中國大陸山東省龍口市開設一個專門製造縐紗紙的工廠。 

2013 推出 Ahlstrom Reliance Tandem。 

2014 推出 VaporCool。 

2015 宣佈增加濱州市 Ahlstrom 壁紙生產線之靈活性計畫，於 2016 年完成。 

2016 將 Ahlstrom 組織重整為兩項業務領域：過濾與功能性材料（Filtration & 

Performance）；以及專業材料（Specialties）。 

2017 1 月份完成出售 Ahlstrom 在德國 Osnabrück 之業務。 

2018 在美國肯塔基州 Madisonville 投資 2,500 萬美元於新產品之設備，即將完工。 

資料來源：Ahlstrom。 

DUPONT 

簡介 

總部位於美國德拉瓦州 Wilmington 的杜邦公司開發了各種工業和紡織品應用的

材料，並與多家合作夥伴共同開發其產品之創新用途。 

其織物產品包括 Tyvek，它是一種耐用而輕質的材料，提供了無法被洗掉或磨損

之透氣性防護屏障。 

由於它這些特性，Tyvek 可用於各種應用，包括： 

˙房屋覆蓋；  

˙醫藥專用包裝；以及 

˙防護成衣。 

國際化策略 

國際拓展是杜邦不織布業務之關鍵要務。 

歐洲和北美等已開發國家在杜邦所有的核心市場中持續展現出強勁之成長前

景，而且杜邦計劃不斷增加對聚合物科學和工程技術之能力以因應該持續成長的

需求。 

杜邦不織布之銷售約一半在北美，歐洲為 35％，亞洲為 10％，以及拉丁美洲為 5

％。此一比例在近幾年並未有明顯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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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階主管期望亞洲不織布市場在未來變得更大，因為其成長將受到基礎設

施發展與其他改革之推動。 

支持杜邦的國際化策略是杜邦與外國合作夥伴之間的幾項製造與市場行銷之合

資協議。 

˙在巴西，杜邦與巴西鞋類生產商 Cipatex 建立合資企業。該合資企業結合了杜

邦的不織布專業知識與 Cipatex 強大的南美鞋類商業知識。 

˙在日本，杜邦與旭化成（Asahi Kasei）建立了行銷合資企業，為其不織布產品

提供更多拓展日本市場之通路。 

除了亞洲和拉丁美洲，另一個成長的主要區域是東歐。 

市場 

杜邦提供不織布業務之產業包括： 

˙農業；  

˙飛機和航空航太；  

˙汽車；  

˙建築和建設施工；  

˙化學品；  

˙電子產品；  

˙能源；  

˙政府和公共部門；  

˙保健和醫療；  

˙製造業和工業；  

˙礦業；  

˙藥品業；  

˙安全防護；  

˙運輸；  

˙公用事業；以及 

˙水資源管理。 

產品 

該公司品牌包括： 

˙Kevlar----是一種芳族聚醯胺纖維（aramid fibre），以其應用於防彈衣和防刺甲冑

而著稱； 

˙Nomex----是一種內在固有的耐熱和阻燃材料； 

˙ProShield----是一種限制用途之成衣，用於防護穿著者避免非危險性輕質液體飛

濺和乾燥顆粒物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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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ra----是一種內在固有的阻燃性織物，用於製作防護電弧閃絡（electric arc 

flash）3之成衣； 

3
 電弧（electric arc）是一種持續性電流，它從一個固體電導體或電極透過空氣或另一種氣體

而傳遞到另一個電導體或電極。由於電極間之空隙中的氣體被電離化，因此其自身也變成了

電導體。電弧被應用於工業性焊接、等離子切割和放電加工。電弧爐可用於生產鋼鐵及其他

物質。然而，可能由於開關、斷路器、繼電器接頭、保險絲和不良纜線終端所引起之意外的

或非預期性的電弧，會導致電弧閃絡，而這是對人員和設備會造成危害之爆炸性電氣事件。

電弧閃絡可能點燃或熔化成衣。 

˙Sorona----是一種創新的地毯、成衣和汽車裝潢用生物聚合物，其可減少對礦物

燃料之依賴和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Thermo-Man----是一種熱損傷評估裝置，可幫助杜邦測試阻燃成衣之性能，並

確保使用 Nomex 製造而成之產品已進行了嚴格的測試；  

˙Tychem----是一種有助於保護產業和公共部門之工人避免受到化學品危害的成

衣；以及 

˙Tyvek----是一種輕質耐用之織物，可應用於製造各種成衣、服飾配件和設備。 

個人防護成衣 

在個人防護成衣方面，DuPont Advanced Fiber Systems、DuPont Nonwovens 和 DuPont 

Personal Protection 於 2009 年合併，成為 DuPont Protection Technologies。這使得

DuPont 可從 Tyvek 與其他杜邦品牌（如 Nomex 和 Kevlar）之間的協同綜效中獲益。 

DuPont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所提供的個人防護成衣產品包括： 

˙Kevlar 

˙Nomex；  

˙ProShield；  

˙Tychem；以及 

˙Tyvek 

Kevlar  

Kevlar 是一種對位芳族聚醯胺纖維（para-aramid fibre）的品牌，用於製造各種提

供安全性和耐切割性之成衣、服飾配件和設備。 

該纖維重量輕、耐用以及格外地強韌。 

Kevlar 以其應用於防彈衣和防刺甲冑而著稱。然而，它也可應用於戶外運動成衣

和其他高功能性成衣。 

Nom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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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x 是一種間位芳族聚醯胺纖維（meta-aramid fibre）的品牌，為紡織和成衣製

造商使用於製造防火、耐熱以及重量輕的防護成衣。 

Nomex 纖維特別可使用於製造消防員成衣。然而，它們也可用於廣泛的其他應

用，包括汽車賽車隊、工業工人、軍事人員和警察的成衣。 

ProShield 

ProShield 是一系列限制用途成衣的品牌，用於防護穿著者避免遭受非危險性輕質

液體飛濺和乾燥顆粒物傷害。 

這種成衣包括了針對透氣性、舒適性和柔軟性而作優化的限制用途成衣。 

Tychem 

Tychem 是保護產業工人避免遭受各類化學品危害之成衣系列的品牌。 

Tychem 之銷售得利於個人防護成衣市場的成長，而這主要是由於雇主為了工人

安全之承諾，而不是針對諸如恐怖攻擊或自然災害等大規模災難。 

然而，DuPont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已將其"保護性解決方案"之範圍擴大到包括

在衝突情況下以及在產業環境的多重危險之下可保護穿著者的成衣。 

其中包括產品 Tychem ThermoPro，它利用了該公司之不織布材料專業知識以及其

製造 Tychem 和 Nomex 之經驗。Tychem ThermoPro 是第一款符合美國消防協會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A）防護閃光火焰（flash fires）4標準以及

防護有毒工業化學品和化學戰劑標準的成衣。 

4
 閃光火焰（flash fires）是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發烈火，其特徵是高溫和快速移動的火焰。

該火焰只持續很短的時間，通常不到三秒鐘。 

Tychem 布料和成衣經過嚴格的測試。它們被第三方實驗室進行了數百種化學品

滲透防護之測試。 

這確保了該織物可針對數百種有毒液體和包括沙林及氯氣之蒸氣提供化學防護。 

為了幫助可能會遇到化學性危害之用戶選擇合適的成衣，該公司提供一種名為

SafeSPEC 之選項工具。 

Tyvek 

將在 2017 年慶祝創建五十週年紀念的 Tyvek，是杜邦不織布事業中最重要和最大

宗的業務。 

Tyvek 是堅固、耐用之紡黏烯烴（spunbonded olefin）片材產品系列的品牌，它們

比紙張更強韌，而且較傳統紡織品更具成本效益和用途更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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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vek 產品採用所謂的閃紡技術（flash-spinning technology）製造，該技術是不織

布領域中之"獨一無二的（one-of-a-kind）"技術。 

Tyvek 產品重量輕、經久耐用，並在各種應用中可提供防護、安全和保障。 

Tyvek 業務聚焦於六個已成熟發展之市場領域： 

˙建設施工；  

˙圖樣；  

˙醫藥專用包裝；  

˙包裝；  

˙防護成衣；以及 

˙產業用封袋。 

除了這六個市場領域之外，杜邦公司正在多個新市場中尋找 Tyvek 之應用項目。 

例如，Tyvek 正在被應用於可重複使用之購物袋，並以 Verdiva 之品牌名稱進行

市場行銷。 

Verdiva 購物袋堅固耐用、可折疊和機器洗滌，並可在多種設計中使用。杜邦公

司已在北美地區進行了多次該購物袋之客戶試用體驗。 

據專家表示，隨著越來越多國家和主要城市禁止使用免費的拋棄式購物袋，可重

複使用的購物袋市場將會有所成長。 

杜邦之防護成衣提供了強大的防護屏障，可防護包括灰塵微粒和纖維之微觀物

質，以及在低壓下施加的無害水性液體。 

事實上，Tyvek 防護成衣中所使用之 Tyvek 織物的設計是為了防護尺寸小至 1 微

米（micron）5之微粒，包括石棉、鉛和霉菌等微粒。 

5
 微米（micron）是百萬分之一米（10

-6
米）。 

該公司的產品還包括了一個用於無菌室和其他受控環境之全套成衣，包括工作

服、面罩、罩袍、頭盔、實驗室外套和鞋套。 

Tyvek 在以下三個工廠生產： 

˙一個在美國維吉尼亞州 Richmond；  

˙一個在中國大陸深圳；以及 

˙一個在盧森堡。 

在盧森堡之生產工廠，杜邦公司可利用高科技噴塗金屬粉之製程以及其他塗料來

生產塗層 Tyv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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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況 

2015 年 12 月杜邦和陶氏（Dow）聯合宣佈，他們將合併並最終將產生的公司分

為三個獨立單位： 

˙特種產品（Specialty Products）；  

˙材料科學（Material Science）；以及 

˙農業（Agriculture）。 

當該三家新機構可能在合併定案後之 18~24 個月內成立後，杜邦的不織布業務將

被納入特種產品（Specialty Products）之業務中（編者按：杜邦公司宣稱與陶氏公

司在平等的基礎上合併，於 2017 年 5 月 11 日公佈新公司之董事會成員，並預計

在 2017 年 8 月至 9 月間完成合併）。 

杜邦之不織布業務包括其 Tyvek 閃紡技術和 Energain----一種針對能源存儲市場的

技術。 

表 2：杜邦：2002~15 年大事記 

2002 在巴西 Cerquilho 之射流噴網法不織布（spunlacing）生產線開始投產。 

2003 杜邦收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Charlotte 之可重複使用和拋棄式紡織產品製造商

White Knight Engineered Products，以強化其在無菌室領域之防護成衣市場的地

位。 

2008 在美國維吉尼亞州 Richmond 之 Tyvek 產能開始投產。 

2009 DuPont Nonwovens 與兩個姊妹單位 DuPont Advanced Fiber 和 DuPont Personal 

Protection 合併，組建了名為 DuPont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之新業務部門。 

2015 杜邦和陶氏（Dow）聯合宣佈，他們將合併並最終將公司分為三個獨立單位。 

資料來源：杜邦公司。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簡介 

總部位於德國 Weinheim 之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是全球創新材料的龍

頭供應商，其產品應用範圍廣泛，包括汽車、建築材料、衛生保健、醫療、鞋類

部件以及特種產品。 

該公司也生產成衣用功能性材料。 

Freudenberg 多年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不織布生產商，但 2014 年在 Avintiv（原為

PGI）6進行了一系列收購之後被推到了第二位。 

6
 Avintiv 在成為全球最大的不織布生產商之後被 Berry Plastics 收購了，並更名為 Berry Plastics 

Health, Hygiene and Specialtie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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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架構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是一個商業集團，成立於 2015 年初，當時

Freudenberg將其不織布事業Freudenberg Nonwovens與其屋面材料和建設施工事業

Freudenberg Politex Nonwovens 合併了。 

該公司包括： 

˙全球成衣部門（Global Apparel Division）；以及 

˙全球建築材料部門（Global Building Materials Division）。 

此外，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還在亞太地區、歐洲、北美和南美地區拓

展業務。 

其歐洲地區業務部門（Regional Business Unit Europe）在歐洲和南非經營不織布業務。 

國際策略 

Freudenberg 在世界各地擁有生產設備，而且長期以來一直在許多開發中國大陸家

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拓展。例如，它在以下地區擁有生產設備： 

˙阿根廷 San Martin； 

˙巴西 Jacareí；  

˙印度 Chennai；以及 

˙南非開普敦。 

該公司在歐洲和美國擁有更多的生產設備。它在歐洲以下地區擁有生產設備： 

˙法國 Colmar  

˙德國 Kaiserslautern、Neuenbürg 和 Weinheim；  

˙義大利 Cossato、Sant'Omero、Novedrate 和 Pisticci；  

˙俄羅斯 Nizhny Novgorod；  

˙西班牙巴塞隆那；以及 

˙英國 Calderdale、Ebbw Vale、Littleborough 和 Swindon。 

它在美國以下地區擁有生產設備： 

˙北卡羅來納州 Durham；以及 

˙喬治亞州 Macon。 

此外，它在以下地區有合資企業： 

˙中國大陸南通和蘇州；  

˙南韓 Pyeongtaek；以及 

˙台灣桃園和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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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策略 

在衛生保健和醫療市場上，兩者都面臨著利潤壓力，Freudenberg 設法透過以下方

式避免了嚴重的價格下跌壓力： 

˙聚焦於高附加價值產品，如集液層（acquisition layers）、防護腿箍、尿失禁用品

以及紡織背板（textile backsheets）；以及 

˙遠離商品市場，例如嬰兒濕紙巾用水刺不織布（hydroentangled fabrics）市場以

及用於衛生保健商品表層的紡黏不織布市場。 

此外，最近致力於組織重整的結果，使得 Freudenberg 能夠快速因應市場之趨勢----

這是在競爭性市場中的重要特質。 

全球衛生保健商品市場穩步成長，預計不織布仍將成為下一代拋棄式產品的重要

元素。 

產品和技術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提供以下產品和技術： 

˙comfortemp； 

˙Evolon；  

˙PowerDot；以及 

˙PowerDot Extreme。 

comfortemp 是一種不織布材料，其有助於最小化溫度的波動。Freudenberg 於 2003

年 6 月收購了美國北卡羅來納州 Winston-Salem 之 Frisby Technologies 所有的

comfortemp 產品股份。 

該產品以廣泛的終端用途為目標，包括成衣、鞋類、家居裝飾品以及絕緣材料。 

Evolon 是 2000 年推出的超細纖維紡織品，目前仍然是 Freudenberg 業務計畫中的

重要部分。 

Freudenberg 在 2013 年 5 月宣佈，將投資 500 萬歐元（約合 650 萬美元）來建設

一條專門用於製造 Evolon 之新生產線。該生產線於 2013 年 10 月完成後，使得

Freudenberg 能夠組合各種基礎材料，並利用水刺不織布技術（hydroentanglement）

來創造新產品。 

Evolon 採用結合了長纖維紡絲和水刺不織布技術之專利製程來製造。 

該產品具有良好的懸垂性、柔軟的手感、高抗拉伸強度、卓越的舒適性和優秀的

洗滌品質。 

Evolon 織物之特性還可進一步使用各種加工處理來提升，包括拉絨、拋光、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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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覆、染色、壓花、植絨、浸染、貼合和印花。 

Evolon 之特質使其成為廣泛應用商品的理想選擇，包括汽車音響、寢具用織物、

食物接觸應用商品、高科技濕紙巾、家居裝飾品、運動毛巾、產業用包裝以及工

作服。 

2015 年 5 月 Freudenberg 推出了 Evolon 之三維版本，名為 Evolon 3D，為其他可能

的產品應用開展了新契機。 

Evolon 3D 保留了原始 Evolon 之高功能性，但具有增加表面體積的特色，並且其

手感和外觀與傳統紡織品更為相似。 

PowerDot 是一種用於黏合成衣中之材料的黏合劑系統。 

該系統補足了 Freudenberg 之最先進的黏合技術，並鞏固了其在成衣襯裡和刺繡

背襯市場之強勢地位。 

PowerDot Extreme 是一種於 2005 年推出之黏合技術，可用於黏合必須採用極端處

理----如超高溫成衣染色----之成衣襯裡。 

成衣襯裡用不織布 

Freudenberg 最近聚焦於重新界定其襯裡業務。 

2014年 7月收購了Hänsel Textil公司----以其所有產品都在德國製造而自豪的紡織

品製造商----之襯裡事業而擴大了該項業務。 

在德國，Hänsel Textil 經營： 

˙一家織布廠；  

˙一家針織廠； 

˙一家染色廠； 

˙加工整理設備，包括拉幅機、起絨機和一個蒸汽機； 

˙兩條塗覆生產線；以及 

˙一個最先進的物流中心。 

該收購還包括讓 Freudenberg 取得 Hänsel 襯裡品牌及相關專利之所有權。 

該公司還收購了一些位於保加利亞、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和斯里蘭卡之針織

機械以及營銷公司。 

Freudenberg 決定收購 Hänsel Textil 之襯裡事業符合了其在針織與嵌入緯紗之襯裡

的領域中尋求更多專業知識之策略。 

Freudenberg 之襯裡業務也受益於引進了兩個創新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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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fortemp 保溫隔熱材料；以及 

˙XA 系列。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在 2017 年初推出了 comfortemp 保溫隔熱之纖維球

填充料，該公司聲稱，其為有史以來首創用小纖維球製成的填充料。 

該填充料是透氣的、輕巧的和溫暖的，並且被認為比傳統填充料多提供了 80％

之保溫隔熱功能。 

Freudenberg 於 2017 年 2 月 5 日至 8 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辦之 2017 年度 ISPO Munich 

7展覽會上展示了該填充料。 

7
 ISPO（體育用品與運動時尚國際貿易博覽會----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Sports Equipment and 

Fashion）是全球體育業界規模最大且最多元化之展覽會。 

該公司總共提供了七種 comfortemp 材料，而且該七種全部都將在全球推出。 

據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Apparel8 全球服飾部全球策略市場行銷總監

Benoît Cugnet 表示，該新產品發表會還推出「採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和特性，十

分創新而多樣化」之產品系列。 

8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Apparel 聲稱自己是"一個聚焦於其創新專業與其功能性之

以技術為導向的公司"。 

Benoît 先生還指出，在運動服飾事業中與終端用戶的品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

該 comfortemp 保溫隔熱之纖維球填充料是由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Apparel 和 Napapijri 共同合作所開發出來的。後者是一個提供這種類型的保暖填

充派克大衣（parka）之 VF 品牌。 

XA 系列是新一代非常柔軟的高功能性襯裡用不織布，其為設計人員提供了創造

表層布料的新應用範疇。 

該布料特別適用於緊身造型的流行時尚。 

表 3：Freudenberg：2000~15 年大事記 

2000 推出 Evolon。 

2003 收購 comfortemp。 

2003 推出 PowerDot。 

2004 撤銷合成皮革市場之企業投資。 

2005 收購南通 Hymo。 

2005 推出 PowerDot Extreme。 

2007 成立合資公司 Bicomfiber。 

2008 Evolon 成為紡黏部門（Spunlaid Division）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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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推出以回收聚酯纖維製作而成的新黏合性襯裡。 

2011 在男裝部門中新增技術、銷售和行銷資源。 

2013 建設新的 Evolon 生產線。 

2013 在台灣完成一條新增的紡黏不織布生產線。 

2014 宣佈升級兩條紡黏不織布生產線之計畫。 

2015 Freudenberg Nonwovens 和 Freudenberg Politex Nonwovens 合併成為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2015 推出 Evolon 3D。 

資料來源：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SANDLER 

簡介 

Sandler 是德國家族擁有與家族經營的企業。 

該公司生產各種應用於不同市場之不織布，包括建設施工和工程、過濾材料、家

用紡織品、衛生保健、運輸以及濕紙巾。 

2015 年該公司達成了 3.19 億美元之銷售額。 

製造設備 

Sandler 採用各種生產技術 9來製造其乾式成網不織布，包括： 

˙梳理； 

˙乾式成網法； 

˙貼合；  

˙熔噴； 

˙針刺；  

˙射流噴網法；以及 

˙熱黏合。 

產品和市場 

Sandler 利用氣流黏合、熔噴、針刺、射流噴網法和熱黏合技術，製造了膨體卷材

（voluminous roll goods）9和片材。 

9
 膨體卷材（voluminous roll goods）是熱黏合和/或機械黏合之不織布產品，其厚度依據用途

而定，最多可達 200 毫米。 

Sandler 所生產之不織布約 60％為出口。主要的區域市場包括亞洲、歐洲、南美

洲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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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終端用途方面，其生產之材料以下列產品市場為目標： 

˙輕巧、易於處理之保暖材料；  

˙過濾介質；  

˙家用紡織品；  

˙個人衛生保健用品；  

˙運輸；以及 

˙濕紙巾和乾紙巾應用商品。 

據該公司高階主管表示，Sandler 之目標是在技術和終端用途市場上維持多樣化，

而最近的投資則反映了這一目標。 

床墊和寢具用不織布 

Sandler 提供 sawaflor 不織布，可用來作為鋪棉床墊套、床墊護墊以及軟墊床墊套

之填充物。 

該不織布之製造過程未使用化學黏合劑。此外，它們還兼具高回收率與最佳物體

狀況，而可將其用來作為床罩和被褥之填充物。在水床方面，該不織布可控制充

填水的流動。 

該不織布是單組分聚合物（single polymer）材料，因此而易於作回收再利用。 

室內裝潢和戶外傢俱用不織布 

Sandler 用於室內裝潢和戶外傢俱之不織布產品包括用於扶手、靠背、覆蓋物和座

椅之合成 sawaflor 和 sawaloom 不織布。 

該產品具有優良的緩衝性能、高回收率和良好的結構完整性。 

sawaflor 和 sawaloom 提供了高透氣性和良好的防潮性。它們還具有適應性和懸垂

性，因此而可輕鬆地縫合，或者輕易地使用黏合劑固定。 

轉型的貼合 sawatex 製品則可用來作為潤滑劑或縫紉輔助用品。 

在皮革傢俱方面，這些不織布也可增加表層覆蓋物之穩定性，從而避免產生難看

的摺痕。 

這些紡織品都未使用化學黏合劑並以單組分聚合物製造而成。 

因此，它們易於回收再利用，而該回收再利用也有助於節約寶貴之資源。 

此外也提供轉型的防火製品，其涵蓋了各種領域的產品安全性。 

戶外成衣用不織布 

Sandler 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為成衣終端用途而提供之特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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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該公司生產名為 sandler fiberskin 之功能性不織布，其可在滑雪成衣和其他

戶外運動成衣中提供保暖功能。 

sandler fiberskin 不織布是透氣的紡織品，當其被設計成與休閒夾克、戶外夾克和

鋪棉夾克中的紡織織物組合使用時，可維持穿著者溫暖並提供最佳的溫度調節功

能。 

該織物是由可捕獲空氣之極細纖維製造而成的。因此即使在極端溫度下也能產生

最佳的保溫隔熱效果。 

其他產品和市場 

Sandler 已經為衛生部門提供不織布達 30 年之久。 

Sandler 也在開發差異化產品以供應濕紙巾市場而獲得了成功。 

Sandler 公司正在持續推廣其「精簡化最有益於自然（Less is Best to Nature）」之濕

紙巾方面的應用產品。這些產品減輕基礎重量而提供了相同於傳統濕紙巾之功

能。 

Sandler 為強化該產品，還提高其抗拉伸強度並提供創新的印花設計和壓花結構，

使其適用於新的清潔與產業技術之應用商品。 

Sandler 也生產工業用不織布。產品包括： 

˙吸附器、模壓零部件之載體材料以及運輸產業用座椅內飾；  

˙建設施工產業用零組件；  

˙工業過濾介質，HVAC（暖通空調----暖氣、通風和空調；heating、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過濾介質和汽車產業之過濾介質；以及 

˙保暖材料。 

一個值得注意的商品市場是絕緣材料，該公司之 fibercomfort 材料可防止熱能損

失並隔絕聲音。 

其中一種 fibercomfort 材料----fibercomfort 防踩踏胎面（treadproof）和防水屋頂絕

緣材料----讓 Sandler 在 EDANA 之 2014 年 Index 不織布貿易展覽會上獲得 Index 14 

Award 之獎項，該公司在展場中的會議室空間即以該材料作裝置及展示。 

除了其絕緣性能外，fibercomfort 屋頂絕緣材料還具有永久的疏水性，可承受最惡

劣的天氣，而且還具有滲透性--------因此而可讓建築物呼吸透氣並防止水分積聚。 

fibercomfort 屋頂絕緣材料同時具有防踩踏胎面和阻燃性，因此在安全上有所助

益。 

此外，它是採用單組分聚合物製造而成的，因此易於作回收再利用，而這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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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寶貴之資源。 

表 4：Sandler：1879~2016 年大事記 

1879 以一個襯墊工廠創建了公司。 

1967 開始生產膨體（voluminous）
a
合成不織布。 

1987 安裝該公司第一條製造熱黏合不織布之生產線。 

1999 安裝該公司第一條製造熔噴不織布之生產線。 

2003~11 投資 4,000 萬歐元（約合 5,200 萬美元）擴建德國 Schwarzenbach / Saale 之工廠，

包括一個新的生產工廠與倉庫之建築以及一條新的生產線。 

2015 投資 4,800 萬歐元擴建德國 Schwarzenbach / Saale 之工廠。 

2015 宣佈在美國投資生產工廠。 

2016 完成德國 Schwarzenbach / Saale 之新建築和不織布生產線。 

2016 完成美國喬治亞州 Perry 之工廠。  
a
 膨體卷材（voluminous roll goods）是熱黏合和/或機械黏合之不織布產品，其厚度依據用途

而定，最多可達 200 毫米。
 

資料來源：Sand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