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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永續的整理加工

DOW開發出環保永續的

耐久性撥水處理（DWR）劑

美國陶氏材料科學公司（Dow）與日

本 日 華 化 學 工 業 公 司（NICCA Chemical）

聯手合作，發表一項名為DOWSIL IE-8749 

Emulsion的耐久性撥水處理劑，此處理劑

以矽膠為基底，且不含PFCs（全氟碳化合

物），因此被認為比傳統的耐久性撥水處理

技術更為環保。

DOWSIL IE-8749 Emulsion符合有害化學

物質零排放聯盟（ZDHC）在零排放計畫路

線圖所提之生產限用物質清單（MRSL），同

時亦符合bluesign驗證標準。經過證明，此

處理劑較傳統的矽膠處理技術，有更好的耐

洗滌色牢度，可承擔超過二十次的水洗與乾

洗過程。此外，經過傳統DWR處理的成衣，

必須在洗滌後，再經過烘乾等熱處理過程，

才能活化處理的效果。而此技術顛覆傳統，

經此技術處理後的產品，無需在洗滌後經過

再活化的步驟。

此處理劑以濃縮液的方式銷售，可經由

加水稀釋，以產生符合布料機能需求的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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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亦可混合其他成分，以賦予布料額外

的機能性。可用於合成纖維、自然纖維或

兩者混紡的布料，是採用壓吸-預乾-熱處

理（pad-dry-cure）的加工方式產生作用。即

便在具有撥水特性的情況下，也不會影響布

料的透氣性及其柔軟的手感。如產品本身需

要較為堅實的手感，亦可在處理中加入交聯

劑（cross-linking agent）。

由於消費者追求既環保且性能卓越的成

衣產品，因此市場對這類布料有高度需求，

而Dow公司希望這項處理劑，能有效協助顧

客因應市場需求，開發出更多環保永續的防

水布料。

Rudolf集團開發出兩種生物基DWR加工處理

Rudolf集團是一間提供紡織用特殊化學

品的德國企業，已開發出兩種生物基DWR處

理技術，以BIO-LOGIC品牌名行銷，分別為

RUCO-DRY BIO CGR 與 RUCO-DRY BIO NPE。

這兩種前所未見的處理技術，因取材自天然

材料，且不含PFCs（全氟碳化合物），因此

被認為具有環保永續性。此外，其所取材的

天然材料乃生質炭，可被樹木及植物吸收與

儲存，既非基因改造，亦非用於食物或製造

動物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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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O-DRY BIO CGR

用來作為基底的生質炭萃取自食物加工

廢棄物，亦即穀物處理後產生的副產品。這

項處理的疏水性成分含有90%的生質炭。

RUCO-DRY BIO NPE

用來作為基底的生質炭萃取自植物的混

合物。這項處理的疏水性成分含有99%的生

質炭。

這兩種處理可應用在合成纖維、纖維素

纖維或兩者混紡纖維製成的布料上，其撥水

性表現皆極為優秀，可有效防止水性污漬，

譬如茶或咖啡。經過處理的布料其透氣性、

外觀及手感均不受影響。

      環保永續的機能性成衣

Spinnova、Bergans及Halley Stevensons聯手

開發可完全回收再生的健行用連帽短外套

Spinnova、Bergans 及 Halley Stevensons

聯手開發以纖維素纖維製成的連帽短外

套，在產品使用壽命終了時可完全回收再

生，對循環經濟有所貢獻。Spinnova是來自

芬蘭的新創公司，專精於製造一種獨特的

纖維素纖維；Bergans是挪威的戶外成衣品

牌，而Halley Stevensons則是英國紡織加工

企業。這款衣服是屬於名為The Collection of 

Tomorrow（明日系列）的商品，是上述三家

公司開發的限量產品。

這款連帽外套由Bergans的Bergans.future.

labs創新部門設計與測試，使用的布料則經

過Halley Stevensons的EverWax Olive撥水加工

技術處理。此一加工方式以植物性的蠟與油

為基質，包括蓖麻子油、橄欖油及菜籽油，

可生物分解，而且不會影響布料的回收再生

性。

外套使用的布料，加入了Spinnova以永

續來源的木漿所製成的纖維素纖維，木漿經

過專利的機械式過程處理，產生一種「微纖

化纖維素」生物質，個別的纖維素纖絲懸浮

其中，先紡成長纖，再經乾燥後紡成紗。 

加入這種纖維的成衣產品，在使用壽命

終了時可輕鬆回收再生，送回Spinnova做為

生產「微纖化纖維素」生物質的進料，進而

用於長纖再製，而這項回收再生過程可以重

複多次，且無損材料的品質。

Bergans的設計師表示，「我們需要重新

思考擁有東西的概念，當你購買此系列任何

一件商品，你就成為了Spinnova材料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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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者，產品的價值因此一分為二，屬於原

料面的價值，以及將原料打造為成衣的價

值。最重要的是，當產品破舊或不符需求

時，整件產品可以回收再生成為新產品，將

100%原料都留在循環裡。我們尚未清楚整

個過程能否規模化，但打算朝此目標努力。」

      織物科技

Optimer Brands開發出名為Optimer的一系

列機能性布料科技

美國公司Optimer Brands專精於紡織科

技的研發，並擁有具有排濕性能的機能性

紗與布料的品牌drirelease。該公司開發出名

為Optimer的一系列機能性布料科技，有助

於改善布料的舒適性。這些技術應用於布料

上，可用於製造運動服裝、休閒服、流行服

飾及工作服等多種成衣，也可用於生產床單

等家用紡織產品。此技術融入生物基材料與

自然材質，因此被認為環保永續。該公司

至今推出三種Opitimer技術，分別為Adapt、 

FreshGuard與Soothe。

Adapt：賦予布料調節溫度的性能，使用

相變材料（PCMs），可以吸收、儲存及釋放

熱能，有助於調節溫度。

FreshGuard：賦予布料抗菌性能，包含

使用銀元素與使用鋅元素做為活化成分的兩

種版本技術，消除布料表面的細菌，可以防

止異味形成。

Soothe：賦予布料滋潤的性能，使用內含

蘆薈的微膠囊。當膠囊破裂時，會釋放出蘆

薈接觸肌膚，即可達到緩和與滋潤的功效。

      保暖技術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 Apparel

開發出用於運動服的新適應性保暖材料

德國科技布料及不織布供應商Freuden-

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其成衣部門近日

發表一種名為comfortemp FLEXX的新保暖材

料，可應用於冬季運動服。

comfortemp FLEXX以聚酯製成，能有助

於穿著者在寒冷的環境裡進行高強度運動，

特別適合用於製造自行車服、跑步裝及雪

地運動服裝，保持溫暖與舒適的體溫。其

中95%的聚酯，來自消費後的廢棄寶特瓶回

收再製而成。材料具有獨特的稜紋結構，是

拉歇爾（Raschel）經編針織布料與不織布襯

墊材質的混合體，具有伸縮彈性，可視穿著

者處於動態或靜態，提供不同程度的隔熱保

溫效果。當穿著者在行動時，材料會伸展擴

張，露出高度透氣的結構；當穿著者處於靜

態時，材料會收縮，提供高度的保暖隔熱效

果。這款材料雖然具有伸縮能力，但不易發

生纖維移位的現象，此特點甚是少見，因此

此材料被形容是「適應性」保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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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Loft擴充Cross Core隔熱產品系列並

改善系列產品的環保永續性

保暖材料與機能性紡織品供應商美國

PrimaLoft公司，擴充其高機能性保暖材料

PrimaLoft Cross Core系列，應用於製造戶外

成衣產品及配件。

此材料加入了超細聚酯纖維，並在纖維

內嵌入由超過95%的空氣組成的矽氣凝膠分

子，成就其高度隔熱且極端輕盈的特性。此

外，為了提高材質的環保性， PrimaLoft增加

其使用廢棄寶特瓶製造的聚酯纖維原料佔比。

增加使用環保原料的比例

採用Cross Core技術的PrimaLoft Gold In-

sulation材料，原料採用消費後廢棄物的百

分比原為35%，PrimaLoft已將此比例提升至

90%，另一使用Cross Core隔熱材質的產品 

PrimaLoft Gold Insulation Hi-Loft Ultra，具有高

蓬鬆度，適用於製造蓬鬆的夾克與睡袋，其

使用廢棄物原料的比例也從25%增加到74%。

新產品

PrimaLoft Cross Core系列保暖材料的新

產品乃具有伸縮彈性的PrimaLoft Gold In-

sulation，其70%的原料成分來自於消費後廢

棄物，製造商可用來開發穿著時保有行動自

由度的高度保暖成衣。目前，已有數個具

領導性的戶外成衣品牌使用PrimaLoft Cross 

Core系列隔熱材料，包括Haglofs、Maloja、

Mammut、Patagonia及Vaude。

PrimaLoft總裁表示：「公司的使命是將

創新、機能與環保放在同一平衡點上。我們

的Cross Core技術系列，包含一些迄今機能

性最高的產品。我們已經有能力使用更高比

例的回收原料，未來將會持續嘗試使用其他

環保的原料與製程。」

      生物基機能性薄膜

Sympatex與Royal Dsm聯手開發生物基的

機能性薄膜

德國機能性薄膜製造商Sympatex與荷蘭

營養保健材料公司Royal DSM（帝斯曼），聯

手開發了生物基機能性薄膜。

DSM推出了其熱塑性塑膠Arnitel的生物

基版本，Sympatex將之用於製造專利的透

氣、防水、防風薄膜。

生物基的Arnitel採用質量平衡方式製

成，可以在價值鏈上追蹤使用回收和/或生

物基原料的數量，並以可驗證的記帳方式歸

類，可量化以再生來源製成的原料數量，將

它們分配到特定終端用途。整體而言，生物

基的Arnitel含有超過25%（以重量計）的生

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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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生 物 基Arnitel製 成 的Sympatex薄

膜，在使用壽命結束時可完全回收再生，

有利於循環經濟。Sympatex藉此降低其碳

足跡，並改善其整體營運的環保永續性。

Sympatex計 劃 最 遲 於2021年 底， 將 所 有

的薄膜產品全面改採生物基原料製造。

Sympatex的顧客也將因此改進他們的環保永

續性，進而聲譽獲益。 

第 一 個 將 生 物 基Arnitel原 料 製 成 的

Sympatex薄膜，應用於商業化成衣生產的品

牌是來自瑞士的戶外服裝品牌Mammut，這

款成衣商品將於2021/22秋冬季節上市。

      保暖輕薄羽絨布料

NIPI與DUPONT BIOMATERIALS合作開發

一款新版的THINDOWN布料

義大利Natural Insulation Products Inc, NIPI

公司與美國杜邦公司的Biomaterials部門，於

2018年推出的Thindown布料，被形容為世

界第一和唯一的羽絨布料。近日再度合作，

開發三種不同重量的新版Thindown布料，分

別是45克/平方公尺、60克/平方公尺及80

克/平方公尺。這種布料的最大優點是極為

保暖且兼具輕薄，不會為成衣帶來明顯的體

積與重量，適合用於製作線條流暢俐落的保

暖成衣。

新版Thindown使用由NIPI公司與法國

羽絨專家Christophe Gaignard合作開發的特

殊機種NIPI R40生產，可以將羽絨處理成

可裁剪的成捲羽絨布匹。布料中加入了RDS 

驗證1的羽絨與Sorona的聚對苯二甲酸丙二

酯（PTT）纖維，可改善垂墜性、柔軟度

及拉伸回復性能。Sorona PTT纖維是DuPont 

Biomaterials以Sorona PTT聚 合 物 製 成， 而 

Sorona PTT聚合物是以生物基丙二醇（Bio-

PDO，杜邦與英國Tate & Lyle公司合資開發

的產品）混合對苯二甲酸（TPA）或對苯二

甲酸二甲酯（DMT），經過縮合聚合過程合

成之聚合物。Bio-PDO的原料取自玉米萃取

的葡萄糖，因此比石油PDO來得環保。

展望未來，兩家公司將致力於將Sorona 

纖維加進其他的Thindown產品，包括：

●	Thindown	Fiberfill–以回收再生的羽絨纖

維製造。

●	Thindown	Hybrid–混合羽絨、羽毛、回

收廢棄物再生纖維。

●	Thindown	Recycled–加入消費後回收再

生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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