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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Cifra 是義大利生產無縫經編針織成衣，並將其供應給全球某些龍頭品牌之公司。該

公司以其創新的製造方法而自豪，特別是使用其名為 Warp Knit Seamless（WKS）之

專有無縫經編針織生產技術。使用這種技術，該公司可創作各式各樣無縫成衣，其中

採用了許多不同的針織圖案，包括複雜的蕾絲狀圖案和透氣的網格狀圖案。 

Cifra 於 2010 年首次推出其 WKS 時尚成衣系列，此後該公司擴展其 WKS 成衣系列，

產品包括運動服、襪類和內衣。其產品還含括了運動休閒成衣，它已被證實非常受歡

迎。事實上，對該公司運動休閒成衣的需求讓其 2017 財政年度之收入大幅增加了。 

Cifra 致力於創新發展，並持續開發新穎之成衣。尤其是該公司正在試用以天然纖維

製成的紗線----特別是美麗諾羊毛----並且尋求擴大使用以生物基材料和再生材料製

成之紗線。 

簡介 

義大利的 Cifra 被稱為"傑出經編針織中心（warp knit centre of excellence）"。該公司

使用名為 Warp Knit Seamless（無縫經編針織，WKS）之專有製造技術來生產各種成

衣產品。 

該公司於 1968 年在義大利 Verano Brianza 設立，如今在該地區經營著一個面積達

4,000 平方米（43,056 平方英尺）的生產設施。初期，它專門從事農業用網類之生產，

但在 1990 年，該公司投資了第一台用於生產間隔織物（spacer fabrics）的機器，並將

發展重心轉向成衣產業。該公司於 1999 年開發了第一批時尚襪類產品。 

Cifra 一向致力於創新。2010 年，它推出了首先採用 WKS 生產技術生產之時尚成衣

系列，並於 2012 年推出了第一款 WKS 運動服系列。從那時起，該公司即將其產品

範圍擴大到運動休閒成衣。 

Cifra 每日可生產多達 10,000 件成衣，並被認為是全球無縫經編成衣生產的領導者。

事實上，它是眾多全球成衣品牌之供應商，尤其是運動休閒服飾品牌和運動服品牌。 

該公司最近有大幅度的成長。相較前一年達 760 萬歐元之營收，僅在 2017 年一年即

成長了 72%，達 1,300 萬歐元（1,470 萬美元）。此外，其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前

利潤（earnings before interest、tax、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EBITDA）則飆升

了 360%，從 524,491 歐元大幅增長至 240 萬歐元。 

WARP KNIT SEAMLESS（WKS） 

Cifra 的某些產品是使用該公司之經編針織無縫（WKS）生產技術生產的，據 Cifra 表

示，正是使用了這種技術以及由其生產之產品使該公司與使用其他類型的針織機械-

---包括圓編針織機和平台型針織機----生產無縫產品之競爭對手有所區隔。 

透過使用 WKS 生產技術，一件包含各種複雜針織結構的全成型成衣可被訂製設計並

作為單一無縫產品來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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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該技術使該公司可準時化（just-in-time）生產並快速反應客戶之需求。 

Cifra 與客戶一起合作進行整個設計過程，包括以下六個階段： 

 繪圖----在此期間繪製初始設計以確定成衣之整體風格和造型； 

 取得織紋靈感----在此期間，客戶會看到各種針織圖案，以啟發其想要達到之織紋

和整體外觀的靈感； 

 選擇紗線----在此期間，顧客選擇製作成衣之紗線； 

 訂定成衣造型和尺寸----在此期間，客戶選擇他們將訂購多少不同尺寸 1 之數量； 

 電腦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CAD）----在此期間，Cifra 設計師使用 CAD

軟體創作最後的針織圖案，以進行編織針織機之程式設計；以及 

 染色和整理----在此期間，根據需求對成衣進行染色、縫製或加工處理。 

1 據 Cifra 表示，客戶通常會訂購以萊卡布料製造之兩種不同尺寸的成衣。這是因為

使用萊卡布料之成衣具拉伸彈性而可適用於各種不同尺寸。 

機器 

Cifra 之 WKS 生產技術需要使用 Karl Mayer 提供之雙桿拉舍爾提花經編機。 

Karl Mayer 是位於德國 Obertshausen 的紡織機器製造商。 

在每台機器中，將單根紗線喂入每一支織針中，而且每支織針都是個別受到操控。相

對的，因這種設置而得以創作出複雜之針織圖案和無縫成衣。 

每台機器包含兩個針桿（needle bars）----即前針桿和後針桿----它們背靠背配置。 

在這種配置中，前針桿編織成衣之前片，而後針桿則編織成衣之後片。 

該機器還包括一個提花桿（jacquard bar），用於將紗線引導到前針桿和後針桿上，以

便將成衣的前後片連接在一起。 

每台機器之長度為 128 英寸，以利於同時編織多個紗管。因此，也得以使用該機器來

生產各式各樣的成衣，包括緊身褲、上衣、針織品和手套。 

WKS 無縫成衣之優點 

據 Cifra 表示，相較無縫成衣，具有接縫之成衣被認為有幾個缺點。例如，接縫增加

了成衣之體積和重量、它們會產生某些薄弱的部位，並且它們會讓穿著者的皮膚感到

不舒服。 

此外，使用無縫針織技術免除了縫紉褶皺的可能性、成衣嵌片錯縫以及與成衣合身性

相關之問題。 

該公司的 WKS 生產技術有助於生產有如第二層皮膚般貼合身體之無縫成衣。儘管它

們是緊密貼合的，但是這種成衣穿著起來非常舒適，因為它們支撐了身體之活動，並

且它們還可透過與網格狀結構之結合來幫助溫度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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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S 生產技術得以在單一紗管內採用多種針織圖案設計。因此，該公司可輕易地將

透氣之針織網狀結構納入成衣組件中，而這些組件將覆蓋在身體最溫暖的部位。 

還有，WKS 生產技術可生產防脫散（resistant to laddering）的成衣，並且在編織製程

之後幾乎已完成了加工處理。 

此外，WKS 生產技術產生之廢料非常少，因此被認為是具有永續發展型環保性的。 

纖維和紗線之選擇 

Cifra 與客戶密切合作，以協助他們設計成衣，並選擇最符合其特定要求之纖維組合

物和紗線。 

WKS 生產技術適用於各種紗線，包括以天然纖維、人造纖維素纖維和合成纖維製成

的紗線。它也適於選擇使用功性能紗線和再生材料製成之紗線（參見下表 1）。 

表 1：Cifra 選擇使用之纖維和紗線，2018 年 6 月 

 供應商 組成 功能性特徵 

纖維    

Dryarn  Aquafil  聚丙烯 極其透氣、重量輕，並提供極佳的保暖性能。 

Evo  Fulgar  尼龍 是一種永續發展型環保纖維，以衍生自蓖麻子油

之生物聚合物製造而成。 

萊卡 Invista  彈性纖維 具有極佳拉伸彈性和回復性能之耐用纖維。 

Q-Skin  Fulgar  尼龍 含有銀離子，可防止異味的產生。 

Tencel Lyocell Lenzing Lyocell 觸感平滑而柔軟、具吸濕性和透氣性。 

紗線    

Active Schoeller 美麗諾羊毛/ 

尼龍 

設計於用來製造無縫成衣；結合美麗諾羊毛之功

能性特性，具有極佳的透氣性和體溫調節性能。 

Econyl  Aquafil  尼龍 是一種永續發展型環保紗線，以衍生自消費後回

收廢棄物之聚合物製造而成。 

Emana  Fulgar  尼龍 將身體散發出之遠紅外（FIR）線反射回到皮膚，

因此而可改善皮膚外觀並加速肌肉復原。 

Nilit Black 

Diamond 

Nilit  尼龍或尼龍/ 

彈性纖維 

溶液染色（solution-dyed）a 紗線，可提供閃亮之外

觀；手感柔軟；適用於製造襪類和時尚成衣。 

Nilit Breeze  Nilit  尼龍 極其透氣，為穿著者提供降溫效果，並具有對紫外

線（UV）之防護。 

Meryl EcoDye Nylstar  尼龍 具有極佳色牢度之溶液染色紗線。 

Meryl 

Hydrogen 

Nylstar  尼龍 是一種透氣紗線，有助於滋潤穿著者之肌膚並防

止靜電積聚。 

Meryl Skinlife Nylstar  尼龍 含有銀微粒，可防止異味的產生。 

Stretchone  Fulgar  尼龍/彈性纖維

（萊卡） 

具有極佳拉伸彈性和回復性能，而且穿著起來非

常舒適。 

a 在溶液染色（solution-dyed）製程中，將著色劑加入到熔體、聚合物溶液或紡絲溶液中，然後將該等

溶液紡成纖維，而不是在更下游之製程中染色紗線、織物或成衣。 

資料來源：Ci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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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主要使用以尼龍 6.6 製成或與尼龍 6.6 混紡而成之紗線。 

這是因為尼龍 6.6 具有數種功能性特性，這些特性在結合到無縫成衣中時也具有優點

----包括其卓越的強度、彈性和吸濕排汗。此外，以尼龍 6.6 製造之成衣也易於清洗

和護理。 

該公司編制了一系列用於其織物之標準纖維組合物（參見下表 2）。 但是，也可為其

織物另外客製化纖維組合物。 

Cifra 可以坯布（未染色）之形式或經染色和加工整理之成品供應其產品。 

該公司還可透過精心混合的不同纖維來創造具有新穎色彩效果之成衣。此製程中使

用了對不同類型的染料具有不同親和性之纖維而達成的。 

表 2：Cifra：標準纖維組合物，2018 年 6 月 

織物名稱 類別 纖維組成 重量範圍（g/m2） 

拉伸彈性標準 拉伸彈性 81%尼龍 6.6、19%萊卡 230~320 

Kompress 拉伸彈性 76%尼龍 6.6、24%萊卡 270~365 

Kompress 雙色織物 拉伸彈性 34%陽離子聚酯、49%尼龍 6.6、17%萊卡 230~320 

雙色織物 拉伸彈性 53%陽離子聚酯、37%尼龍 6.6、10%萊卡 200~255 

丙綸（Dryarn） 拉伸彈性 44%Dryarn、44%尼龍 6.6、4%萊卡 195~255 

重質羊毛 拉伸彈性 65%美麗諾羊毛、31%尼龍 6.6、4%萊卡 330~400 

輕質羊毛 拉伸彈性 54%美麗諾羊毛、39%尼龍 6.6、7%萊卡 330~400 

超細纖維 舒適貼合 100%尼龍 6.6 155~200 

雙色織物 舒適貼合 54%尼龍 6.6、46%陽離子聚酯 150~200 

混紡織物 舒適貼合 78%尼龍 6.6、22%聚酯 155~225 

羊毛和 Tencel 舒適貼合 49%尼龍 6.6、26%羊毛、25%Tencel Lyocell  130~200 

羊毛和尼龍 舒適貼合 44%美麗諾羊毛、56%尼龍 6.6 125~175 

資料來源：Cifra 

創新 

Cifra 致力於創新，並聘請八位使用最新電腦輔助設計（CAD）軟體之專業設計師來

開發新的和客製化的無縫成衣。 

在設計成衣時，該公司使用"人體構圖（body mapping）"來確定成衣的哪些部分應採

用透氣網眼編織結構，以提升其透氣性。 

使用天然纖維是該公司新的探索領域之一。尤其是，該公司最近開發出第一批採用

100%美麗諾羊毛紗線（merino wool yarn）2 的無縫成衣。 

2  Cifra 所使用之美麗諾羊毛紗線（merino wool yarn）是由瑞士 Schoeller 公司總部提供的。 

美麗諾羊毛具有極佳的體溫調節性能、可吸收高水分，同時還能快速乾燥。因此，由

美麗諾羊毛製造之成衣被認為穿著起來非常舒適，並且有越來越多的功能性成衣採

用了該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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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ifra：使用美麗諾羊毛之 WKS 成衣 

 
資料來源：Cifra 

該公司還將美麗諾羊毛紗線與彈性纖維結合使用，以開發無縫貼身層成衣、休閒成衣

產品和瑜伽成衣產品。 

此外，該公司還將美麗諾羊毛紗線與利用 Tencel Lyocell 製造之紗線結合使用，用來

開發功能性貼身層成衣。採用 Tencel Lyocell 的成衣質地輕盈而透氣，讓肌膚感覺非

常舒適。 

Tencel Lyocell 可吸收皮膚多餘的水分，並將其芯吸到織物外部而蒸發。這產生了乾

爽之微氣候，因此而可抑制細菌的孳生。 

展望未來，該公司正致力於開發以 Nilit Breeze 紗線製造之無縫成衣。 

Nilit Breeze 是以色列 Nilit 公司所提供的功能性尼龍 6.6 紗線----由專業聚合物製成，

有助於通風透氣。此外，該紗線是平整的、柔韌的和光滑的，並且具有與棉纖維類似

之橫斷面。 

該紗線之設計是為穿著者提供降溫效果，因此而有助於穿著者在炎熱的天氣狀況下

或在運動期間保持舒適之體溫。 

該紗線適用於製造範圍廣泛的各種成衣，包括針織品、內衣、塑身衣和運動服。 

客戶和市場 

客戶 

Cifra 擁有大量客戶，並將產品出口到分佈於許多國家之客戶，包括：澳洲、奧地利、

白俄羅斯、巴西、加拿大、智利、克羅埃西亞、丹麥、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

日本、黎巴嫩、墨西哥、巴基斯坦、波蘭、葡萄牙、俄羅斯、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

韓國、西班牙、斯里蘭卡、瑞士、土耳其、英國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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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的客戶包括如下諸多全球成衣品牌： 

 Adidas----德國運動成衣公司； 

 Calzedonia----義大利襪類和泳裝公司； 

 Gap----美國休閒成衣供應商； 

 Lululemon Athletica----加拿大健身成衣供應商； 

 Under Armour----美國運動成衣公司；以及 

 Wolford----奧地利襪類和內衣公司。 

市場 

Cifra 使用其經編針織無縫（WKS）生產技術為如下四個不同市場生產產品： 

˙運動休閒成衣業； 

˙時尚成衣業； 

˙襪類和內衣業；以及 

˙運動成衣業。 

運動休閒成衣 

運動休閒成衣被認為是 Cifra 之主要市場領域，該公司將近期收入增長歸因於其運動

休閒產品需求的成長。 

利用其 WKS 生產技術，該公司生產各種運動休閒成衣產品，這些產品時尚、舒適並

具有功能性特性。 

時尚成衣 

Cifra 之 WKS 生產技術是製造時尚成衣的理想選擇。事實上，使用該技術可輕鬆客

製化成衣，因此而讓 Cifra 得以滿足客戶需求並快速因應時尚潮流之變化。 

可使用 WKS 製造的時尚成衣產品包括緊身衣、洋裝、緊身褲和上衣。 

圖 2：Cifra：WKS 時尚成衣服飾品 

 

資料來源：Ci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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襪類和內衣 

Cifra 之 WKS 生產技術也非常適合於製造襪類和內衣產品。使用 WKS，該公司可輕

鬆創作耐用的成衣，其中還結合了複雜而精緻之花邊狀圖案。 

運動服 

運動服產業也是 Cifra 的主要市場領域，因為消費者越來越需要提供了高度舒適性之

運動成衣。 

該公司之 WKS 生產技術有助於製造極其舒適的無縫運動成衣，這種成衣有如第二層皮

膚般貼合，並可支撐穿著者身體的活動。此外，因沒有接縫，有助於減少擦傷之風險。 

這些成衣可依據其設計進行客製化，因此而可將網格狀結構結合到成衣之特定部位

中，以提供高度的透氣性和降溫效果。 

該公司開發了各種運動成衣，用於各種體育活動，包括騎自行車、健身房訓練、跑步和

瑜伽。 

圖 3：Cifra：WKS 運動成衣 

 
資料來源：Cifra 

生產設施和永續發展型環保性 

生產設施 

Cifra 的所有針織業務都在義大利米蘭附近之 Verano Brianza 工廠進行。該工廠佔地

面積 4,000 平方米（43,056 平方英尺），設置有： 

 27 台用於生產 WKS 成衣之 Karl Mayer 雙桿拉舍爾提花經編機；以及 

 10 台雙桿拉舍爾經編機，用於製造網襪（fishnet hosi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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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工廠還擁有 10 台配置了電腦輔助設計（CAD）軟體之電腦，以及 2015 年設立的"

樣品開發中心（Center for samples development）"。 

該中心配備專業機器，包括染色機、雙羅紋針織物縫紉機和超音波黏合機。 

該公司正在持續投資其設施，最近投資了一種新的雙桿拉舍爾提花經編機。 

其縫紉和染色業務由遍佈全球多個國家之合作夥伴企業執行，包括阿爾巴尼亞、義大

利、約旦、摩爾多瓦、葡萄牙、斯里蘭卡、土耳其和美國。 

該公司的某些合作夥伴企業舉例如下： 

 Intimo Industry---美國針織時尚成衣專業公司； 

 Lotus---義大利時尚成衣、襪類和內衣專業公司； 

 MAS---斯里蘭卡成衣和紡織品製造公司； 

 Petratex---葡萄牙數位印花、加工整理和雷射切割專業公司； 

 Tintoria Emiliana---義大利紡織染色專業公司； 

 Tintoria Manifattura Barbara---義大利襪類和內衣之染色和加工整理專業公司；以及 

 Ventura---義大利運動服專業公司，並經營雷射切割、轉移印花（sublimation printing）

和熱壓成型（thermoforming）業務。 

永續發展型環保性 

Cifra 致力於業務之永續發展型環保性，並力圖確保其營運幾乎不產生廢棄物。 

此外，其產品皆符合 Oeko-Tex Standard 1003 等級 II 4 之標準。 

3 Oeko-Tex Standard 100檢驗標準證明產品不含有害物質。該標準可用來測試生產過程中之任何階段

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最終用途產品。 

4 Oeko-Tex Standard 100中規定了四類不同的產品等級（參見附註3）。第一類等級涵蓋三歲以下嬰幼兒

之產品，第二類等級涵蓋貼身之產品，第三類等級涵蓋非貼身之產品（如夾克和外套），第四類等級

涵蓋裝飾和室內裝潢材料。 

該公司希望透過增加使用以生物基合成纖維製成之紗線，如 Fulgar 的 Evo 纖維，以

及合成纖維和衍生自回收材料之聚合物製造而成的紗線，如 Econyl（參見第 3 頁表

1），來進一步提升其業務之永續發展型環保性。 

此外，該公司正在努力增加使用以天然纖維製成的紗線，並嘗試使用美麗諾羊毛（參

見第 5 頁）。許多人認為天然纖維具有永續發展型環保性----至少它們來自可再生資

源並且是可生物降解的 5。 

5 應該指出的是，關於天然纖維具有永續發展型環保性已成為某些爭論之主題，因為人們擔心在濕法

加工和隨後之烘乾操作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和水量。此外，在棉花生長中也會使用大量的水和殺蟲劑。 

該公司還採用 Tencel Lyocell 纖維製成的紗線，該纖維被認為是具有高度永續發展型

環保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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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l Lyocell 採用來自負責任管理之林業種植園的原材料製造而成，例如經由森林

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認證的林業種植園。此外，Tencel Lyocell

使用閉環系統進行製造，其中木漿溶解在N-甲基嗎啉-N-氧化物（N-methylmorpholine-

N-oxide，NMMO）中，隨後該溶劑即被物理性回收。NMMO 被認為是環保的----與

使用傳統嫘縈製程生產嫘縈相反-----而且在 Tencel Lyocell 之生產過程中不會發生化

學反應。 

結論 

Cifra 已成為經編無縫成衣的領先供應商，其使用 WKS 生產技術製造的創新產品受

到眾多全球領先成衣品牌的青睞。 

該公司之受歡迎程度以其可依據特定要求，快速而輕鬆地客製化產品，並以其可提供

準時化生產，而得到了更進一步的提升。 

其產品在運動休閒服飾品牌中尤為受歡迎，而且這被認為是公司發展的關鍵領域。 

該公司為創新產品之開發感到自豪，並繼續多樣化其產品範圍。尤其是，它將聚焦其

創新於"染色解決方案（dyeing solutions）"，以及新型纖維和紗線的使用方面。此外，

該公司還致力於增加永續發展型環保紗線和來自天然纖維之紗線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