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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仿生學─

人造纖維
▎安大中

棉花為什麼能保暖？羊毛為什麼會自然捲曲蓬鬆？
人們利用巧思設計，就是要讓人造纖維逼近天然纖維細緻的質感、舒適的親膚性，
並且發掘更進一步的功能。

台 灣 的 人 造 纖 維 科 技 舉 世 聞 名， 無 論 是 運
動大牌或戶外高檔，最愛採用的必定是 Made in

Taiwan 的纖維和布料。製作出一件件兼具功能與
時尚的精品，其中潛藏的纖維奧祕究竟是什麼？

仿生與仿真
人們對於衣著服飾的需求，隨著生活水平的
提升而越來越精緻挑剔，早期講求基本的舒適與
保暖，爾後開始重視外觀的美感、素材的手感，

人造纖維紡絲技術發想於蠶的吐絲（圖片來源：
http://www.sciencedebate.com/science-blog/
aquamelts-how-silkworms-beat-polymer-scientists）

如今更趨向功能複合化、風格自然化、素材新穎
化等實用性與感受性的多元訴求。長久以來，人造纖維領域致力於「仿生」製造與「仿真」
效果，也就是模仿蠶寶寶吐絲成纖，模仿棉花、亞麻、蠶絲、羊毛等天然物種與生俱來的性質，
創造可以不斷複製，同時賦予特殊功效的人造纖維產品，以滿足人們生活應用所需。

人造纖維追求的目標
在顯微鏡下觀察棉花，可見纖維的橫斷面是空腔的形狀，包藏的空氣正是它能夠保暖的
原因。羊毛自然捲曲蓬鬆，是因為含有兩種蛋白質，稱為雙相結構；當溫度升高時，這兩種

最廣泛使用的人造纖維材料是聚酯和耐隆兩種高分子，開發已超過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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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纖維最常為人詬病的缺點是它遠不及棉、毛的吸水性質，
為了達到導引汗溼的效果，可以把纖維的橫截面設計成十字形。

結構的收縮差異形成立體捲縮的型態，因

棉花的顯微結構

此觸摸羊毛的時候，感覺格外舒適豐厚。
造物者的神奇加上人類的慧根，讓這
些大自然的恩典可以變成衣服原料，長達
千萬年之久。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日新月
異，以及地球資源的逐漸失衡，人造纖維

橫斷面

在紡織應用上儼然多面向地替代了傳統天

表面

然纖維。時至今日，人造纖維的全球所占
比率已經超越 7 成。

（圖片來源：http://nptel.ac.in/courses/116102026/5）

最廣泛使用的人造纖維材料是聚酯
（polyester）和耐隆（nylon）兩種高分子，
開發已超過半個世紀，至今人們仍然持續
追求使它們逼近天然纖維細緻的質感、舒

正皮質

適的親膚性，並且發掘更進步的功能。
副皮質

這些單純的目的背後其實隱藏著非常精
密的高科技，例如：利用金屬製的噴絲孔取
代蠶兒的口器，噴射出一絲絲比頭髮還細的
纖維；在時速 200 公里的高張力作用下，引
發材料結構的取向變化，操控它的拉張力與

羊毛內含兩種蛋白質結構，形成捲曲型態。（圖片
來源：https://textlnfo.wordpress.com/2011/11/09/wool/）

延展性；人造纖維的截面形狀可以是圓形、
月形或中空；表觀可以是平直、捲曲或蓬鬆，
就看使用上所企望的情境，但在製作上還是
受限於紡絲工藝的進化程度。
這篇文章以科普方式訴說纖維的塑形
與功用，因此不著墨於聚酯或耐隆材料複

吸溼排汗─異型纖維
人造纖維最常為人詬病的缺點是它遠
不及棉、毛的吸水性質。因此當我們穿著
活動時，汗水在皮膚與衣服中間形成揮之

雜的分子結構、合成程序、結晶順向、紡

不去的水膜，令人感覺黏膩不舒適。解決

絲動力學等理論闡述，純粹介紹當代進步

的方法是設法把汗水迅速導引到衣服的表

的紡絲科藝能把塑膠原料變化成為各種異

層，利用外界流動空氣的風乾效應來消除

想的型態，而這些型態的巧思設計都有實

溼黏感，盡可能保持在活動穿著時乾爽的

際應用的目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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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十字斷面的纖維，是把加熱熔融
的高分子（通常是聚酯）流體如同壓麵條
似地從十字形狀的噴絲孔擠壓出來，經過
冷卻與延伸得到長寬各 20 微米左右的十字
形纖維。
十字形纖維的作用在於眾多纖維集結
成紗束的時候，降低了它們的充填密度，
也就是在紗束之間讓出了更多的空隙，這
些空隙沿著連續性纖維的表面，無異是一

x2.0k 0012

5.0 kV

20 μm

道道細小的毛細管。當這些纖維紗束織結
成為衣服，穿在身上就有如安裝了許多細
微的引水渠道。當人體發汗時，渠道發揮

十字型斷面纖維橫截面（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
研究所）

毛細虹吸作用，幫助汗溼往衣服外層奔竄，
可以有效地保持微氣候（指皮膚與衣服間

空氣

的空間溫溼度）舒適的程度。
由於人造纖維本身的疏水性，這種異
型斷面纖維造就的吸溼排汗，嚴格來講是

空氣

汗溼

指物理性的「吸附」（adsorption），而非「吸
收」（absorption）。若是穿著棉質衣服，
皮膚

水分會被棉花的纖維素分子抓牢，就不容
易達到排汗快乾的目的了。
用於吸溼排汗的異型斷面纖維其實不限
於十字形，也可以是三葉形（類似 Y 形）、

十字型斷面纖維布料，幫助把汗溼導引至衣服表層。
（圖片來源：http://blog.harrysarmysurplus.net/2013/10/
do-moisture-wicking-fabrics-really-work/）

雲形（類似 W 形）、月形（類似 C 形或 U 形）
等。任何能夠形成紗束間眾多毛細空隙的幾
何構造，都有導引汗溼的可行性，可以製成
各式各樣的排汗衣，供應慢跑、球類、單車、

海島超細纖維與頭髮的直徑比較
海島超細纖維

人類頭髮

超細纖維直徑 1.5 ∼ 3.0 微米

人髮直徑 40 ∼ 60 微米

登山等眾多穿著用途。

極致細化─海島纖維
纖維的細緻化一直是人造纖維發展的
尖端課題，已經商品化的人造纖維究竟可

2 微米

超細纖維。

40

科學發展

2018 年 4 月│ 544 期

40 微米

60 微米

200 微米

1 微米＝百萬分之一米

以做到多細的程度呢？運用海島型複合紡
絲工藝，就可以生產比頭髮還要細 30 倍的

20 微米

細菌

（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塵蟎

所謂海島型，指的是在纖維的製造過
程中，橫截面呈現如「海」與「島」的配列。
之所以發展這種獨特的雙成分紡絲方法，
原因是以現今的工藝技術難以一步到位地
把高分子抽拉成小於 5 微米直徑的超細纖
維，必須開發新的複合紡絲技術。
海島型複合紡絲技術是把眾多的「島」
成分（通常是聚酯），先行包埋在另一種
遇鹼易溶材料構成的「海」成分中，一起紡
絲成為複合纖維。當這種複合纖維織成布料
後，再使用微量的鹼配合染色過程把「海」
成分溶除。於是，一根根微細的「島」便因
為「海」的消失而獨立出來，成為比頭髮細
上數十倍的超細纖維。這類運用海島型複合

海島超細纖維仿麂皮大衣（圖片來源：https://www.
pinkoi.com/product/1jU2uRdG）

紡絲技術開發出來的超細纖維，慣稱為海島
纖維，是當今人造纖維量化製程中，可以產
製最細小纖維的製造工藝。

SEA

海島纖維的特點在於纖維細化所產生
的柔軟手感、光澤變幻，以及織成布料的
高覆蓋性和高比表面積所導致的豐盈效果
與保水能力。它的主要應用是在仿麂皮布

ISLAND

x3.0k 0001

7.0 kV

10 μm

料系列的高價值服裝及家具用布，例如人
造皮革、仿皮沙發等。

海島超細纖維仿麂皮沙發（圖片來源：http://www.
decomag.com.tw/magazine/show-6421.aspx）

海島型噴絲板，用以生產圓形超細纖維。（圖片來
源：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海島複合纖維遇鹼裂纖成為超細纖維（圖片來源：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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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μm

分割纖維的類型（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潔淨神器─分割纖維
與海島型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分割型纖
維，同樣是組配兩種高分子紡製複合纖維，
差異在於經過微纖分裂後，留下的是「楔
形」的超細纖維，而非海島纖維的「圓形」。
分割纖維的變體型態較多，稱謂不盡相同，
有以裂片、橘瓣等為名，歸納起來，其實
都是描述「楔形」的複合超細纖維。

分割型噴絲板，用以生產楔形超細纖維。（圖片來
源：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常見的材料組配是聚酯和耐隆，這兩
種高分子具有互不相容的本質，經過複合

一般擦拭布

成絲之後，在橫截面上間次地以輻射狀緊

凡抹過必留下痕跡

挨排列著。然而在熱延伸的加工階段，這
兩種材料對熱的應力作用差異，足以產生
所謂的裂纖現象，也就是沿著纖維軸向剝

分割擦拭布

離形成微小的楔形纖維。就好像把蛋糕或

塵埃水漬高截捕率

披薩切割成若干三角形狀，切的瓣數愈多，
分量就愈細小。
這種楔形微纖的幾何構型正適合擦拭
潔淨用途，不論是器皿、家具、汽車等物
品的清潔去汙，沐浴用的淨膚、拭乾與護

分割纖維擦拭效果比較（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
研究所）

髮，美妝保養的去角質潔淨，乃至鏡頭、
珠寶的清潔保養，或在無塵室環境的精密

Ny6

PET

擦拭，都能見到它應用的蹤跡。

5∼6
μm

分割纖維雖不及海島型的細度，然而
因為是楔形，表面的摩擦膚觸效應與海島
纖維相較更為明顯。在講究皮澀手感的織
物應用方面，能夠發揮仿青苔布、仿桃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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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μm

分割纖維的楔形斷面（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

仿桃皮布與外套（圖片來源：http://www.quality-fabric.
com/tag/microﬁber-peach-skin-2/；https://www.pinterest.
com/explore/pink-coats/）

圓形並列捲縮纖維的橫截面（圖片來源：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

布等特殊視覺與手感效果，因此在高貴的
外著服裝、家具布料市場中，也常出現以
分割纖維衍生的高價值商品。

伸縮彈性─捲縮纖維
回顧複合纖維的發展歷史，它的緣起
是要模仿羊毛的天然鬈曲型態。前面提到
過這是因為羊毛含有兩種蛋白質結構，當
溫溼度變化時，會產生程度不一的收縮，
因而造成外觀的螺旋捲縮型態。

啞鈴並列捲縮纖維的橫截面（圖片來源：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

人造纖維的手段同樣是運用複合紡絲
技術，模擬羊毛的雙相結構，把兩種熱收
縮性質不等的高分子以圓形並列或啞鈴並

A 成分收縮率高

列等複合型式，配置於纖維的橫截面。當
遇熱時，這兩種高分子產生不同的收縮率，
於是沿著纖維軸向呈現立體的迴旋捲縮。

B 成分收縮率低

適當地控制纖維的粗細程度，以及織造的
組織設計細節，就可以不用嵌入彈性纖維，

捲縮纖維示意（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開創布料的自然伸縮彈性。
把纖維放入盛裝熱開水的杯中，瞬間
取出就可從外觀辨別其捲縮效果。並列型
複合纖維因捲縮而顯蓬鬆，且具有一定程
度的伸縮回彈性，恰似羊毛一般予人豐厚
的觸感。組配材質的收縮性差異決定了捲
縮效果的優劣，收縮差異程度愈大，纖維
的捲縮型態愈顯著。但這也意味著兩種高

一般紗線

捲縮蓬紗線

捲縮纖維的蓬鬆外觀（圖片來源：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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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牛仔褲（圖片來源：http://www.invista.com/en/denim-sweaters/index.html）

分子流變性質的差距，因而導致紡絲作業
的難度。如何在高低收縮本質與紡絲作業
效率上達到最適化，是這類型纖維產品成
功的關鍵因素。
市面最負盛名的捲縮纖維商品是 Lycra

T400 ，採用的是兩種不同碳鏈構造的聚

酯材料，藉啞鈴型並列複合紡絲製得。把
Lycra T400 依特定比例配織於布料內，可
發揮有別於聚氨酯系彈性纖維的類橡膠緊

HI-resclution photo of
®
®
LYCRA T400 ﬁber
showing the two polymers
in each ﬁlament creating a
snowman-like cross-section

®

®

LYCRA T400 ﬁber off
the package

®

®

LYCRA T400 ﬁber after
heat exposure

®

Lycra T400 的纖維橫截面與表面捲縮型態。（圖片
來源：http://www.textile-tech.com.tw/web_en/product-i
nfo.php?id=55）

繃彈感，轉而訴求輕柔舒彈調性，廣泛用
在休閒服、牛仔褲等休閒時裝中。
就工業技術而言，人造纖維紡絲是最

產業競爭爆炸的時代，回眸探望所謂的傳

精密的塑膠加工；以科普角度來看，人造

統產業的紡織纖維，何嘗不具有高科技的

纖維無疑是仿生學的最佳典範。噴射紡絲

基因與發展潛能？！

如蠶寶，精緻細膩似皮毛，仿生仿真超能
力，渾身解數天工巧。人造纖維科藝無遠
弗屆，發於人文需求，展於精密科技，繁
於設計應用，揚於生活脈絡。在這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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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中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