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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低碳紡織品的領導者
(New Age New Energy) 



何謂 niti 綠能纖維

• (New Age New Energy):新世代 .新能源

• (Innovation)：新觀念.打破以往之環保訴求(回收)

• (Technology)：新技術.FLYCOOL(節能) SORONA(環保)

• (Integration)：新整合.整合為單一紗線
(ALL IN ONE FIBER)



niti 綠能纖維之訴求
節能

環保 可降解

科技訴求

綠色

天然舒適

企業CSR

人人做得到地球守護者

材料訴求

社會責任訴求



紡織染整有90%以上使用浸染方式



浸染(缸染)容易造成汙染
• 將水加熱 耗能
• 著色力差 汙染
• 使用重油 增加碳排放
• 需有廢水回收設備 增加成本
• 缸差嚴重 後續檢查不易
• 工作環境惡劣 員工流動性高
• 使用化學藥劑 影響健康
• 廢水排放 環境汙染
• 等等..................!



紡織的流程之中最容易產生汙染與
碳排放的一環(廢水汙染)



無水(原液)染整無法普及之原因

• 一.不代客配色

• 二.不接少量多樣

• 三.接單時間無法快速反應

• 四.不保證顏色的再現性

• 五.無法提供遠距離的顏色管理

• 六.有色系限制(如螢光)

• 七.超細丹尼無法穩定製程(分散不均)



niti 綠能纖維聯盟在無水染整的突破

• 奇菱科技是台湾享誉全球的奇美集团下之事业体



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染色设备



全球前三大的高分子染色厂

• 目前累积之色卡已达五十万色以上



紡織的對色流程與塑膠相同



色母母粒合成



上機抽紗



成紗對色



以往用缸染會產生的移染



用niti  的新製程可以克服改善



完善的檢測標準



著色能力 Tinting Strength
定義：

色粉與TiO2混合後所顯現顏色深淺的能力。
待測色粉與基準色粉(IRB#3)使用同一種白色顏料分别配成
相同的灰色時，比較兩者需要的白色顏料用量，需要多的表
示著色力强，需要少的表示著色力弱。

著色力(Ｉ) ＝Ｂ/A × 100% 

A：基準色粉對於白色顏料用量，B：待測色粉對於白色顏料用
量

決定色母著色力因素

色粉粒徑

結構

分散程度



遮蔽力 Hiding Power
定義：
色母添加於塑料中，防止光線穿透材料之能力。

決定色母遮蔽力因素

色粉濃度

粒徑大小

色母載體樹脂與塑料之折射率差異

色粉分散程度



移行現象通常可分為下列四種狀況：
Blooming：成型後數天，色粉浮出成品表面現象。

Bleeding： 著色品與其它物件經長時間接觸後，色料移行至物件上。

Cracking：布擦拭著色成品，顏色附著於布表面。

Plate-out： 在加工過程中色料移行至機台(如模頭,滾輪)表面。

移行性測試：
把待測試的著色板與白的PVC 片放在一起，然後評估

PVC 被沾污程度。

移行性 Migration



耐熱性 Heat resistance

色母粒在加工過程中因溫度過高或滯留機台時間過
久，導致製品顏色或性能(物性)變化。

耐熱性測試方法：

200℃分別滯留5、10、15、20 min，測試色板色

相變化

分別在200℃、240℃、280℃滯留5min，測試色

板色相變化。



耐候性
色母耐候性能與選用色粉有關，色粉是紫外光穩定
劑，它具有遮蔽能力防止光線穿透塑膠內部及補捉
自由基等功能，決定色母耐候性能主要有以下因素：

色粉濃度

色粉粒徑

分散程度



抗UV效果與碳黑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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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n：PP
Carbon Black：１％，粒徑29 nm

抗UV效果與碳黑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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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粉分散性 Dispersion
使用Filter Test過濾壓差機，可以客觀的測試碳黑分散程度。

合理FPV值(25um濾網)：

混練,射出成型 ＜ 2.0 bar/g

押出成型＜ 1.5 bar/g

吹膜成型＜ 0.5 bar/g或更低

纖維抽絲＜ 0.05 bar/g或更低



Influence of  Poor Dispersion
顏色不穩定

成品出現條紋

濾網易被堵塞

吹膜時造成薄膜撕裂或破洞

紡絲時引起單絲斷裂

成品表面不均勻性造成印刷問題

降低成品物性

因顏料包覆不良造成耐磨性下降



色母稀釋性 Dilution
色母粒與被染色樹脂混合均勻與難易程度指標，

此性質對於薄膜製品.與抽絲尤其重要

稀釋性差將對成品產生：

外觀缺陷

色相不均勻

遮蓋力降低



提高稀釋性方法
色母粒與被染色樹脂之MI不可差異過大

提高加工溫度

提高押出速度或背壓

提高加工機台混練能力：雙軸＞ 單軸＞ 抽絲



產品之檢測與方法



色母熔融流動指數測試
測試方法(ASTM D-1238)：在一定溫度及荷重下(各種材料條件不同),被
融化之塑膠流體,在10分鐘內,通過一圓管(2.1mm)所流出之克數
(g/10min)。



評估色母分散程度方法
過濾機壓差 Pressure build up (Filter Test)

FPV = ( Pa-Po ) / W

( 單位：bar / g )

Pa：最高壓力
Po：初始壓力
Ｗ：色粉重量



壓片法：以塑料+1%MB經射出後取樣，以壓膜機壓成薄
片，再目視觀察顆粒大小與數目

吹袋法 Blow  Film：添加1~5%MB直接吹膜觀察
Low number of particles + small size

good distribution

Physical property ：Tensile Strength ， IZOD，
Elongation



色母含水率
黑色母含水率過高，將造成製成品外觀不良(如圖)與物性降低
色母理想含水率在0.2%以下。

材 料 測試溫度

PE Base 120 ℃

PS,ABS Base 150 ℃

PC Base 200 ℃



分析色母色粉含量方法(1) 
測試方法：使用TGA 熱裂解重量分析儀
1.在常溫~600℃通N2，Ramp 10℃/min

2.在600~800℃通Air，Ramp 10 ℃/min
低分子
量物質
揮發

載體熱
分解

碳黑
燃燒



在不含其它無機填充料下，由黑色母比重可
大致推測碳黑含量。
(ASTM D-792)

分析色母色粉含量方法(2) 

碳黑含量 AS PE

blank 1.05 0.92

30% 1.17 1.10

40% 1.20 1.14

50% 1.24 1.19



材料機械強度試驗(Tensile Strength)

測試塑膠材料在添加色母後之抗拉

強度

與延伸率變化(ASTM D-638)



衝擊強度(Impact Strength)

測試塑膠材料在添加色母後的

韌性 (ASTM D-256)。



熱變形溫度(HDT)
塑膠材料在短期內受到高溫及壓力
下,

保持不變型之溫度(ASTM D-648) 。



紫外光耐候測試機
UVA(315~400nm)：模擬材料在自然
界紫外光照射，代表性燈管UVA-340

UVB(280~315nm)：加強能量，快速
試驗，代表性燈管UVB-313

物性試片 物性測試(Tsy,Izod) 

色板 色相變化(△E)



XRF元素分析儀
檢測塑膠材料管制元素含量：

Pb,Cd,Hg,Cr+6,Br,Cl…等

元素 CLT RoHS IEC

Cd 50 100

Pb 50 1000

Hg 50 1000

Cr+6 20 1000

Br 500 900

Cl 500 900

Unit:ppm



塑譜儀 Brabender
小批量(50~100g)塑膠混練加工

由扭力與操作時間圖表，推測材

料在加工過程產生交聯或降解

扭力

時間



全程完善的檢測

• 色母粒出廠時先經過嚴格把關,確保在每個
客戶使用中的穩定性!



使用 niti  綠能纖維新技術

• 降低汙染水源

• 減少廢氣排放

• 節能能源損耗

• 減少染色工序

• 減少移染損失

• 降低庫存壓力

• 減少客訴賠償

• 減少生產成本



交件快速,規格完善



niti 綠能纖維聯盟 共創全球最低碳紡織品

• 請不吝提出指教

提報人:臺灣紡合實業總經理 胡詠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