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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Autoneum開發名為Hybrid-Acoustics ECO+之新技術，用於製造電動汽車零組件，還開發

了名為Tune-It之新型地毯襯墊，可結合使用於汽車用針刺地毯中。 

Preform Technologies公司開發用於製造複合材料之三維（3D）針織碳纖維預成型坯之製

程，Fuji Pigment採用結合了樹酯之纖維素奈米纖維開發色母料（masterbatches），華盛頓

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WSU）研究人員開發回收碳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

材料（CFRPs）之方法。 

Don＆Low開發名為Windrow TX之新型聚丙烯不織布，用於覆蓋堆肥，而Lenzing則以

Tencel纖維開發用於農業應用之麻線。Haso開發名為Microfin Dry之新型不織布材料，用

於各種拋棄式產品之製造，Mitsui Chemicals開發名為Airyfa之新型不織布基材，用於生產

衛生保健產品，EMPA研究人員開發可指示傷口pH值之繃帶。 

STINGbye開發一系列驅蟲紡織產品，而Kufner和go11save則開發可與警報系統配合使用

之耐切割織物。同時，已宣佈之消息指出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NTU）研究人員將

開發可監測飛機飛行員壓力程度之紡織品。 

汽車零組件 

Autoneum開發用於製造電動汽車零組件之名為Hybrid-Acoustics ECO+ 之新技術 

瑞士供汽車應用之聲頻零組件供應商Autoneum開發了名為Hybrid-Acoustics ECO+ 之新

技術，用於製造可改善電動汽車聲頻性能的零組件。 

特別是該研究已顯示出，使用該技術製造的零組件可減少在電動車車艙內聽到之風扇、

幫浦和電子驅動零組件的聲音。 

使用Hybrid-Acoustics ECO+ 技術製造的零組件至少包括三個夾層，並以納入了棉氈之熱

塑性材料製造而成。而高達70％之纖維材料是以衍生自後工業廢料之再生棉纖維製成

的。 

圖1：Hybrid-Acoustics ECO+ 內部儀表板絕緣零組件 

 
資料來源：Autoneum 

透過調整最上層纖維層之堅硬度即可改變零組件的隔熱和吸音性能。為了依據客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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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對纖維層之結構進行適度的改造，Autoneum開發了可建立3D模擬夾層之專業軟體。 

Hybrid-Acoustics ECO+ 技術可用於製造各種電動車內部裝飾之零組件，包括地毯、地板

絕緣體和內部儀表板絕緣體。 

此外，使用該技術製造之零組件可提供有效的隔熱效果。因此，它們有助於減少車輛空

調所需耗用之電量。這方面特別重要，因為有些電動車估計僅有20％的電池電量可用於

溫度調節。 

還有，這些零組件非常輕便，因此使用它們可減少車輛整體之重量。反過來說，這又有

助於增加電動汽車行駛的里程。 

採用Hybrid-Acoustics ECO+ 技術製造之內部儀表板隔熱零組件將於2018年初在歐洲的專

業委託代工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生產。 

汽車用紡織品 

Autoneum開發名為Tune-It之新地毯襯墊 

瑞士供汽車應用之聲頻零組件供應商Autoneum開發了名為Tune-It之新型地毯襯墊（carpet 

backing），可與汽車用針刺地毯（needlepunched carpets）結合使用。 

Tune-It以100％聚酯纖維製作而成，其吸音和保溫隔熱性能可依據客戶之需求進行量身打

造。 

此外，Tune-It之結構可精確地加以改造，以調整其表面上的吸音和保溫隔熱性能。 

圖2：Tune-It地毯襯墊 

 

資料來源：Autoneum 

相較採用傳統襯墊之針刺地毯，採用了Tune-It之針刺地毯的重量減輕達25％。因此，使

用Tune-It有助於減少汽車之總重量，並因而降低了燃料之消耗和排放。 

因此，使用Tune-It很有可能開發出客艙更輕，並因而更為永續環保之汽車。 

使用Tune-It也很有可能開發出客艙更安靜，並因而更加舒適之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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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Tune-It是以100％聚酯製造而成，任何在其製造中所產生的廢料都可再循環使

用，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Autoneumis將製造Tune-It所產生之廢料改變成可再用來製造

纖維的聚酯粒。 

Tune-It在2017年7月11日至12日於瑞士Rüschlikon召開之汽車聲學研討會（Automotive 

Acoustics Conference）中首次亮相，這是一個每兩年開一次、聚焦於汽車聲學之會議。

Tune-It將於2018年春季上市。 

複合材料 

Preform Technologies開發用於製造複合材料之三維（3D）針織碳纖維預成型坯之製程 

Preform Technologies是英國預成型坯（preforms）製造商，開發出用於製造複合材料之三

維（three-dimensional, 3D）針織碳纖維預成型坯（carbon fibre preforms）之製程。 

該製程之開發是與英國University of Derby在知識轉移合作（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 

KTP）計畫項下共同完成的。 

KTP計畫是在Preform Technologies公司確認有玻璃纖維3D針織預成型坯的碳纖維版之需

求後所建立的。以碳纖維製成的三維針織預成型坯之開發非常重要，因為它可將預成型

坯直接填入注塑模具中，而無需另為它們量身打造模型。這意味著它有助於節省時間並

減少廢料。 

針織碳纖維之所以具有挑戰性，是因為碳纖維會導電，而這可對針織機之敏感零組件----

包括電機、電源、觸控螢幕界面和USB數據傳輸端口----造成干擾。因此，該計畫之目標

是讓Stoll CMS 822 HP橫編針織機可適用於編織碳纖維，並且不致損及其技術功能性。 

在織布和編織機器的情況下，可藉由分離機器與電子以及為其供電之電機組件而得以採

用這種碳纖維製程的設備。將機器安置在一個房間內，而將其電子和電機組件安置在另

一個房間內並使用電纜線將它們連接起來，如此則可達成該計畫之目標。 

然而，在針織機器的情況下，使用長度超過數米之電纜線而不中斷機器的信號是不可能

的。因此，針織機器必須採用適當的方法來保護電機、電路板和其他組件。這已透過該

KTP計畫而成功地達成目標。 

複合材料回收再利用 

華盛頓州立大學（WSU）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回收碳纖維強化塑膠（CFRPs）之方法 

華盛頓州立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WSU）的研究小組開發了一種回收碳纖維

強化塑膠（Carbon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CFRPs）之方法。 

碳纖維強化塑膠非常輕巧而堅固，可用於飛機零組件、運動用品和風力渦輪機等多種應

用。然而，以CFRP製成之零組件在使用壽命結束後並不容易被回收再利用，因為它們

很難分解成個別的零組件。 

尤其是融入了熱固性樹酯（thermoset resins）
1
之CFRP或那些具有高玻璃化轉變溫度（high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s） 2之CFRP的情況下。事實上，舉例來說，有些用於製造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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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組件之CFRP，其玻璃化轉變溫度是高於200℃的。 

1 交聯後之熱固性樹酯（thermoset resins）被永久固化了。這種反應是不可逆轉的，而且，

與熱塑性塑料不同，熱固性材料在加熱時不會熔化。典型的熱固性樹酯有丙烯酸樹酯

（acrylics）、環氧樹酯（epoxies）、酚醛樹酯（phenolics）、聚酯和乙烯基酯（vinyl esters）。 

2 玻璃化轉變溫度（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s）是聚合物從硬質玻璃狀物質轉變為軟質

橡膠狀物質時之溫度。 

華盛頓州立大學之研究人員使用了幾種不同的方法試圖分解熱固性CFRPs，包括機械研

磨、使用強力刺激性化學品以及將CFRP暴露在非常高的溫度之下。但是，所有這些方

法都會損壞碳纖維。此外，使用強力刺激性化學品則破壞了基體樹酯（matrix resin）材

料，並引發出化學品處理之相關問題。 

最後，研究人員終於透過提高CFRP的溫度以使乙醇（ethanol）和氯化鋅（zinc chloride）

液體催化劑體系能夠滲透入其結構，而成功地分解了融入環氧樹酯之玻璃化轉變溫度約

為210°C之熱固性CFRP。乙醇會導致樹酯膨脹，而氯化鋅則成功地分解了樹酯內的碳-氮

鏈（carbon-nitrogen bonds）。 

結果，研究人員得以保全了CFRP中的碳纖維。 

而且，樹酯材料也維持了可易於被再利用之形式。 

聚合物降解和穩定性（Polymer Degradation and Stability）雜誌以"航空航天纖維/環氧樹酯

複合廢料的溫和化學回收利用和分解樹酯的利用"為題發表了該方法之發展的研究論

文，並且可透過以下網頁瀏覽：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1391017300708 

研究人員已經申請了該方法相關之專利，並正致力於使其商業化中。 

耐切割織物 

Kufner和go11save開發可與警報系統結合使用之耐切割織物 

德國襯布和技術性紡織品供應商Kufner與德國物流產業安全專家go11save合作開發了可

與警報系統結合使用之耐切割織物。 

該織物名為Criftex3 Prevention，含括三個層次：納入鋼纖維的耐切割層、導電層和以

Cordura織物製作而成的層次。 

3 Criftex =耐切割智慧型紡織品。 

Criftex Prevention織物之功能性特性可依據客戶的要求而作調整。 

該兩家公司還合作開發了一種由Criftex Prevention織物製成之提袋，可用於運送貴重的貨

物----包括文件或電腦設備。用於製造提袋之織物，其耐切割層和導電層是黏合在一起的。 

該提袋納入電子鍵盤鎖和名為Criftex SAT Alarm Box的警報盒，其有助於全球定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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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之追踪，並可發出警報。鍵盤鎖和警報盒由連結在袋上

的電池供電，並且這在整個織物之導電層上形成了電路。 

如果試圖切割Criftex Prevention織物，提袋中的電路將會斷電，並將觸發警報。 

該提袋也可被設定為當提袋被移動或觸摸時將發出警報。 

使用一個名為Criftex App之應用程序可追踪該提袋的GPS位置。此外，當該警報器啟動

時，則也會向應用程序發送警報。 

此外，試圖損壞Criftex Prevention織物之相關訊息也可透過應用程序傳送到最近的警察

局。 

該提袋之零售價格為300歐元（321美元），是作為Kufner公司名為T I P：Textile Innovations 

- Products之智慧型紡織產品系列之一部分而供應的。 

圖3：以Criftex Prevention織物製造之提袋 

 

資料來源：Kufner Holding 

驅蟲紡織品 

STINGbye開發一系列防昆蟲紡織產品 

西班牙防昆蟲紡織品專家STINGbye開發了一系列新的防昆蟲紡織產品。 

該產品採用了經氯菊酯（permethrin）處理之50％棉與50％聚酯之織物製作而成。氯菊酯

是一種人工合成的擬除蟲菊酯（pyrethroid），它可防止或殺死與之接觸的昆蟲，已知可

有效對抗50多種爬行和飛行之昆蟲，包括跳蚤、蒼蠅、蚊子和蜱蟲4。 

4一種新的害蟲防治方法（Insect repellent apparel: a novel approach to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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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織物有五種色彩可供選擇，而且最多可洗滌達100次。此外，它還具有抗過敏、無臭，

以及符合Standard 100 by Oeko-Tex
5
之等級I----涵蓋三歲以下的嬰幼兒用品----之特點。 

5 Standard 100 by Oeko-Tex證明產品不含有害物質。該標準可用於測試生產過程中之任何

階段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和終端用途產品。 

該公司最近使用其防昆蟲織物來製造髮帶，其有助於兒童防護頭蝨以及在寵物服裝上之

應用。 

色母料 

Fuji Pigment開發結合纖維素奈米纖維之色母料 

日本特種染料、化學品和材料供應商Fuji Pigment開發結合了纖維素奈米纖維和丙烯酸、

聚乙烯、聚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colorants, PVC）等樹酯之色母料（masterbatches）6。 

6 色母料（masterbatches）是顏料、添加劑和/或填料在基礎聚合物中的濃縮混合物。將

少量色母料添加到與基礎聚合物相同或相容的大量材料中以產生所期望之配方。 

該纖維素奈米纖維以來自樹木之木基生物質（wood-based biomass）形式的再生資源製造

而成。它們也是可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因此被認為是塑料材料之永續環保的替代品。 

Fuji Pigment之纖維素奈米纖維之寬度通常僅達4~20 nm7，而且它們極其輕盈而堅固。此

外，它們的熱膨脹係數比玻璃纖維還低。 

7 nm =奈米（nanometre）。一奈米是10-9米或十億分之一米。 

該纖維適用於各種用途，包括航空、建築和汽車之應用。 

以這種方式使用纖維素奈米纖維的問題是它們是親水性的，並且難以將它們與如樹酯之

疏水性材料結合。為了克服這個問題，該公司建立了一個特種之製造程序，使它們能夠

成功地與樹酯結合。 

已經開發出的纖維素奈米纖維之色母料濃度範圍從3％到12％，取決於它們所結合的樹

酯之類型。無論如何，該公司正在努力生產色母料濃度更高的纖維素奈米纖維。 

而納入聚苯乙烯（polystyrene）或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BS）

之纖維素奈米纖維複合材料也正在進一步開發當中。 

此外，還試圖生產納入聚乳酸（polystyrene, PLA）或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olybutylene 

succinate, PBS）等生物降解塑料材料之纖維素奈米纖維複合材料，使材料可100％生物降

解。 

Fuji Pigment還另外開發了纖維素奈米纖維在水溶液和有機溶劑中之分散體（dispersions）。 

該研究顯示，這種分散體可以用來加強各種類型之塑料，而且它們可應用於廣泛的產

品，包括生物醫藥產品、化妝品、過濾器、隔膜和增黏劑等。 

圖4：以纖維素奈米纖維和聚乙烯纖維製造之複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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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uji Pigment 

醫療用紡織品 

EMPA研究人員開發可顯示傷口pH值之繃帶 

瑞士聯邦材料科學與技術實驗室（Eidgenössische Materialprüfungs- und Forschungsanstalt, 

EMPA < 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研究人員開發

了一種可顯示傷口pH值之新繃帶。 

該繃帶是在名為Flusitex（Fluorescence sensing integrated into medical textiles <螢光感應整合

到醫用紡織品>）之計畫項下的一部分而開發的，該計畫由Nano-Tera所倡議資助。 

在開發過程中，EMPA的研究人員與如下其他三個機構共同合作： 

 ̇ 瑞士電子與微技術中心（Centre Suisse d'Electronique et de Microtechnique, CSEM <Swiss 

Center for Electronics and Microtechnology>）；  

˙瑞士ETH Zürich 8；以及 

˙瑞士蘇黎世大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 Zürich）。 

8 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研究所（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ETH Zürich 

<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ürich>）。 

該新繃帶的開發意味著可監測傷口癒合過程而不需不必要地移除繃帶。這對患者的治療

將更舒適，因為在傷口癒合過程中移除繃帶會引起患者皮膚之刺激。而且，移除繃帶也

會增加感染的風險，因為傷口在暴露時可能會接觸到細菌。 

新繃帶的開發也有助於減輕護理人員之工作量，並降低治療傷口的成本。2016年估計用

於治療世界各地傷口之費用高達170億美元。 

該新繃帶納入螢光感應器分子，它會隨著pH值之變化而開始發光或變色。在傷口癒合過

程中，傷口的pH值是波動的。如果傷口正常癒合，則pH值在降到5或6之前會上升到8。

但是，如果傷口未能癒合並變為慢性病症，則其pH值將在7與8之間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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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發新繃帶時，研究人員設計了由苯扎氯銨（benzalkonium chloride）和螢光黃染劑

（pyranine）組成之分子。苯扎氯銨通常用於醫用肥皂中以提供對細菌、真菌和其他微生

物之防護，而螢光黃染劑則是在紫外線（ultraviolet, UV）下會發光的染料，並且通常應

用於螢光筆。 

該研究人員開發之分子在pH值指標範圍介於5.5~7.5時特別有效。分子的色彩可透過電子

商店所供應之基本型UV燈來進行評定。 

據EMPA表示，該分子不需要覆蓋整個繃帶的表面才更奏效。因此，據估計，納入該分

子之繃帶只比現有的繃帶貴了20％。 

目前研究人員正在致力於評估苯扎氯銨和螢光黃染劑分子與細胞和皮膚組織之相容性。 

此外，他們也將評估感應器在複雜傷口治療中之有效性。 

圖5：附有pH指示器之繃帶 

 

資料來源：EMPA 

不織布 

Don & Low公司開發用於覆蓋堆肥之新型不織布織物  

英國技術性紡織品供應商Don＆Low開發出名為Windrow TX之新型聚丙烯不織布，用於

覆蓋堆肥。 

這種織物是依據英國環境研究所James Hutton Institute所做之研究結果而開發的。 

此研究的結論是，該研究所確認了輕便透氣之堆肥覆蓋物的需求，以侷限從堆肥散發出

來的氣味。而這被認為對靠近市區之長條堆放式堆肥（windrow composting）9場地是特別

重要的。 

9 長條堆放式堆肥（windrow composting）是將有機物質或可生物降解之廢棄物----如動物

糞肥和農作物殘渣----堆放在名為windrows之一排排長條型堆肥中而生產堆肥。Windrow

長條堆放式堆肥是適於生產大量堆肥的方法。 

該布料重量輕、耐用、透氣，而且對紫外線（UV）具穩定性。它的重量只有150克/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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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這還少於傳統堆肥覆蓋物所用織物重量之三分之一，但它卻提供了相同的防護等

級。此外，使用它也導致堆肥之產量增加了。 

該織物減少了堆肥中之氣味、灰塵和生物氣溶膠（bio-aerosols）的排放。 

同時，它也防止堆肥因暴露於陽光或因風吹而變乾燥，或暴露在雨雪中而濕透。 

Windrow TX之使用壽命至少兩年，取決於堆肥場地的條件。此外，它在其使用壽命結束

時還可被回收再利用。 

Haso開發Microfin Dry新型不織布材料 

日本東京不織布材料供應商Haso開發了名為Microfin Dry之新型不織布材料。 

該材料是由紙和聚丙烯製造而成，但感覺與棉織物相似，並且可輕易地進行印染。 

此外，它具有波紋結構，它是可伸縮的、重量輕、柔軟而透氣，並有利於吸濕排汗。 

該材料適用於製造各種拋棄式產品，包括拋棄式內衣和拋棄式運動服。但是，它也是可

洗滌的，通常它可承受3~5次之洗滌周期。 

該材料於2017年3月在日本上市，目前已可在歐洲購買。 

圖6：以Microfin Dry製造之拋棄式內衣 

 

資料來源：Haso 

三井化學開發名為Airyfa之新型不織布材料 

日本東京生產適用於各種產業之化學品與材料的三井化學公司（Mitsui Chemicals）開發

了名為Airyfa之新型聚烯烴不織布基材（polyolefin nonwoven substrate），適用於製造衛生

用品，包括拋棄式尿布。 

該新基材採用該公司專有的聚烯烴紡絲技術製造而成，其纖維內部具有中空橫截面，因

而可減少製造所需之原材料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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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Airyfa被認為是較不含中空纖維之基材相對更為永續環保的。同時它還具有彈性、

柔軟而堅固耐用之設計。 

農業用紡織品 

Lenzing以Tencel纖維開發適於農業用之麻線 

奧地利以Lenzing FR、Lenzing Modal、Lenzing Viscose、Refibra和Tencel為品牌之人造纖維

素纖維生產商Lenzing以Tencel纖維開發適用於農業用的麻線。 

農業用麻線通常以聚合物材料製成，如聚丙烯、聚乙烯和聚酯，或者以鋼材製成。然而，

Lenzing已確認了使用可生物降解和可堆肥材料----如Tencel----來生產農業用麻線之需求。 

據Lenzing表示，由於歐盟正在鼓勵農民減少農業用塑料之使用量，開發可生物降解和可

堆肥的農業用麻線之意義重大。目前，估計全球每年用於農業用途之塑料製品高達650

萬噸。 

Tencel纖維的強韌度高，因此，Tencel農業用麻線在生產過程中所需使用之材料較使用相

對柔弱之纖維----例如棉纖維----製成的麻線為少。 

Tencel農業用麻線可以承受高達80公斤的載重。因此，它適用於負載幾種作物，包括啤

酒花、辣椒和西紅柿之生長。 

而且，在其使用壽命結束時，該麻線可與植物廢料一起處理，讓其分解。 

Tencel纖維也被用來製造貝類養殖之漁網，以減少塑料耗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

北部正在使用這種漁網，期望這些漁網的使用有助於減少海上塑料污染之數量。 

可穿戴技術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NTU）研究人員將開發可監測飛機飛行員壓力程度之紡織品 

英國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NTU）的一組研究人員將開發可監測飛機飛行員壓力程

度之紡織品。 

該紡織品之開發是在一個名為駕駛艙增強主動模擬程序（Active Simulator Cockpit 

Enhancement, ASCENT）之計畫項下的一部分。 

這項研究將由針織教授Tilak Dias和資深講師兼研究員William Hurley主導。 

ASCENT計畫之目標是進一步理解壓力程度對飛行員之心理和生理所造成的影響。此

外，該計畫還將對飛行員於處理各種情況時提供他或她的心理體驗之解析。透過使用收

集自該計畫過程中的資訊，期望駕駛艙模擬程序可獲得強化，而這種強化又可以使飛行

員在訓練中受益。 

精神壓力之生理症狀包括心率變化、出汗過多以及體溫變化，而預計在NTU開發的紡織

品將被設計成能夠測量這些功能。為了使他們能夠這樣做，該紡織品將被納入駕駛艙座

椅和飛行員的服裝中。 

將要開發的紡織品將含括心電圖（electrocardiogram, ECG）感應器系統以測量心率，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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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系統中檢測到之數據將對飛行員的疲勞水準和警覺性變化提供解析。 

紗線將嵌入熱敏電阻器（thermistors）和電阻溫度檢測器（resistance temperature detector, 

RTD）芯片，以製成可測量體溫之紡織品。 

此外，研究人員還將開發一種能夠檢測水分之紗線。 

ASCENT計畫得到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124萬英鎊（157萬美元）之資助。

該計畫由西班牙的工程公司SerTec Engineering主導，而NTU和Paragon----專門從事技術商

業化和科學設備行銷之希臘公司----則擔任共同研究者。 

當宣佈該紡織品開發之計畫時，Dias教授表示：「透過使用智慧型紡織品，我們能夠以完

全非侵入性之方式為飛行員監測提供新的預知和診斷技術。這將能夠收集數據，這些數

據將顯示飛行員在駕駛飛機時所經歷之心理體驗，而且有可能是ㄧ些未知的情況下的資

訊」。 

Hurley先生又補充說：「透過智慧型紡織技術所收集之數據對飛行員的培訓和發展將具有

無可估量之價值，並將有助於讓新技術更快地整合到駕駛艙中。透過在模擬程序中測試

任何新技術的同時監測飛行員之精神狀態，對於如何將這些技術整合到駕駛艙中，可建

立更深入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