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酯布匹循環再生纖維開發
Development of Recycled Polyester Cloth to Renewable Polyester Fiber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當今再生聚酯纖維仍以寶特瓶回收再生纖維為主，
然其量能遠不及市場需求。因此布疋回收再生纖
維技術是現今發展之技術重點（Fabric to Fabric
技術），其中以產業界庫存布及廢布為標的，驗
證聚酯成品布回收再製纖維的可行性，作為
Fabric to Fabric技術擴展之基礎。

 運動服/ Sportswear

 運動鞋/ Sports shoes

聯絡人：張勝善 / Chang, Sheng-shan
TEL：+886-2-22670321 ext. 2508    
E-mail：sschang.0914@ttri.org.tw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細丹尼再生聚酯纖維
Fine denier renewable polyester fiber

運動服、運動鞋
Sportswear, sports shoes

 再生聚酯粒技術 (Technology of 
renewable polyester chip) 

 細丹尼再生聚酯纖維技術
(Technology of fine denier 
renewable polyester fiber)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會呼吸的紡織品
The Breathing Textile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結合共聚合與纖維紡絲技術，開發感濕伸縮耐隆纖
維，具有吸濕伸長及乾燥回縮特性。透過織物設計，
衣服於運動流汗時，織物開孔增加透氣性；運動後
衣服回乾，織物閉合減少散熱，使穿著永保舒適。

聯絡人：林煒翔 / Lin, Wei-hsiang

TEL：+886-2-22670321 ext. 2705   
E-mail：whlin.1205@ttri.org.tw

 運動休閒紡織品

Athleisure wear

 運動時尚紡織品

Lifestyle wear

 纖維規格(Fiber specification)：70D/48F 
DTY

 纖維吸濕伸長率(Fiber moisture 
elongation rate)≧10%

 織物乾濕孔隙變化率(Fabric porosity rate 
of change)≧40%

 織物乾濕透氣變化率(Fabric air 
permeability rate of change)≧20%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織物乾濕外觀變化
Dry and wet fabric change



PCM長效調溫技術
PCM- Long-term thermal control technology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PCM藉由吸放熱相變化調整，降低接觸環境溫度冷
熱衝擊，賦予人體接觸舒適環境調溫緩衝效果，紡
織所自主開發PCM微膠囊與水性調溫膠專利技術，
可應用在長效調溫寢具保溫泡棉椅墊、人工皮革、
保溫運送等情境產品。

聯絡人：黃鐘謀 / Huang, Chung-mou
TEL：+886-2-22670321 ext. 3208    
E-mail：cmhuang.1291@ttri.org.tw

熱緩衝相變化PCM+ 人工皮革
Long-term thermal control PCM+ artificial leather

 皮革業：車用合成皮革、
沙發家具皮革

 泡棉應用：辦公室椅墊、
床墊家具

 衣著服飾鞋材業

熱緩衝相變化PCM+人工皮革，添
加PCM水性微膠囊透過融熔凝固作
用，吸收儲存和釋放熱量，調節溫
度，保持接觸環境舒適乾爽，長效
保溫，功效內恆定在溫度範圍(28-
31.5℃)。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人工皮革調溫椅墊泡棉



透氣型防水透濕紡織品
Air and Moisture Permeable Waterproof Textiles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紡織所以熔噴與靜電紡絲技術，開發聚酯系次
微米纖維膜與耐隆系奈米纖維膜，以及其複合
防水布料；利用這項技術研製的防水布料，不
僅具有良好的防水性，還能讓布料產生極為優
異的透濕與透氣性，賦予戶外服裝穿戴者極佳
的舒適體驗。

戶外服裝 Outdoor clothing

鞋材/帳篷 Shoes/tents

聯絡人：陳威宏 / Chen, WeI-hung
TEL：+886-2-22670321 ext. 3306    
E-mail：whchen.1093@ttri.org.tw

 透氣值(Air Permeability)：

0.5~1.2cfm (ASTM D737)

 透濕性(Water vapor permeability)：

25,000~30,000g/m2/24hr(JIS-1099 B1)

 耐水壓(Hydrostatic pressure test)：

6,000~8,000mmH2O(CNS10460 L3201 B)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戶外服裝 Outdoor clothing 

透氣纖維膜 Air permeable membrane

次微米與奈米纖維膜
Sub-Micron and Nanofiber Membrane



精準機能噴塗紡織品
Precise Printing Technology for Functional Fabrics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本項目主要開發多功能複合機能墨水，透過數位噴
墨系統整合及機能噴塗設計，賦予面料具單面或局
部的機能設計，建立精準機能噴塗面料關鍵技術。
利用本技術開發的多機能輕薄風衣外套具備撥水、
防汙，亦具有抗菌效果，且面料速乾透氣，穿著舒
適、輕薄零負擔。

聯絡人：蔡榮裕 / Tsai, Jung-yu
TEL：+886-2-22670321 ext. 3305    
E-mail：jytsai.0497@ttri.org.tw

多機能輕薄型風衣外套
Multi-Functional Lightweight Windbreaker Jacket

面料 ∕ Fabrics

醫衛用品 ∕ Medical textiles

戶外用品 ∕ Outdoor textiles

撥水度：100

撥油度：6級

抗菌率：>99.9% 

耐水洗次數：50次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撥水/Water-repellent

防汙/Dirt-repellent



科技復健智慧服飾系統
E-Rehabilitation Smart Clothing System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中風病患常伴有垂足現象與走路平衡失調，紡織所開
發電刺激用濕式複合電極與運動點(motor point)穿戴
服飾技術，透過體表電流導入刺激下肢運動神經與肌
肉，搭配AI步態預測演算法與肌肉程序控制，達到肌
肉協調控制目的，進而改善患者走路的功能。

 運動效能評估

Exerci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復健效能評估

Rehabilitati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姿勢矯正

Posture correction

聯絡人：殷傑 / Yin, Chieh

TEL：+886-2-22670321 ext. 3413    
E-mail：cyin.1388@ttri.org.tw

 調整型軟性下肢穿戴服飾：

AATCC 水洗測試20次

保水型電刺激織物電級

 自動控制功能性電刺激：

藍芽連線控制電刺激系統

波寬:40〜400uS

頻率:1~120Hz

輸出電壓:最大75V(@500ohm)

輸出電流:最大 150 mA(@500ohm)

 即時AI走路步態模型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下肢電刺激動作輔助服飾
Lower Limb Movem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ssistance Clothing

電刺激

下肢電刺激動作輔助服飾使用效果
Lower Limb Movem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ssistance Clothing

下肢電刺激動作輔助服飾
Lower Limb Movement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ssistance Clothing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傳統中風復健依賴專業治療師進行訓練與評估，本研究整合穿戴式慣性
感測器與肌電圖用織物電極，發展2in1復健動作偵測服飾系統技術，可
即時連續監測患者關節角度變化與肌肉活動狀態，應用在中風後上肢復
健訓練輔助與衰弱老人下肢功能評估輔助。本系統除了可客觀在醫院提
供物理治療師擬定病人復健訓練計畫之參考外，亦可結合互動遊戲讓患
者在宅訓練，經由遊戲的即時獎勵與回饋，提升患者復健的意願與興趣。

 運動效能評估
Exerci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復健訓練輔助
Rehabilitation performance 
assistance

 姿勢矯正
Posture correction

聯絡人：沈乾龍 / Shen, Chien-lung
TEL：+886-2-22670321 ext. 3003    
E-mail：clshen.0865@ttri.org.tw

 2in1上肢復健動作偵測服飾：

 6組織物型肌電圖電極對

 3組2-in-1藍牙傳輸模組

 通過100次水洗試驗（AATCC 135-b）

 可同時監測生理資訊：

 肩關節與肘關節角度變化

 二頭肌、三頭肌、腕伸肌、腕屈肌、三頭肌與棘

上肌等肌群活動

 2in1下肢復健動作偵測服飾：

 8組織物型肌電圖電極對

 5組2-in-1藍牙傳輸模組

 通過100次水洗試驗（ AATCC 135-b ）

 可同時監測生理資訊：

 膝關節與髖關節角度變化

 左右腳的股直肌、腿後肌、徑前肌與腓腸肌等肌

群活動狀態

 織物態電極 Fabric-based electrode：

 通過ISO 10993-5, -10生物相容性

 通過ANSI/ AAMI EC12電性功能性測試

 2in1藍牙傳輸模組：

 內建 2通道EMG/取樣頻率

256Hz/512Hz/1024H/RMS/解析度 16 bits

 內建六軸IMU/更新頻率

1Hz/5Hz/10Hz/20Hz/30Hz/40Hz/解析度16 bits

 支援Bluetooth 4.2；耗電量Power：100小時以上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二合一復健動作偵測服飾
2-in-1 Rehab Motion Detection Clothing

二合一復健互動訊練系統
2-in-1 rehabilitation interactive training system

復健動作偵測服飾
2-in-1 rehabilitation 
clothing

科技復健智慧服飾系統
E-Rehabilitation Smart Clothing System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本技術將彈性織物之纖維組成、結構組織及製程參數等，運
用數位模組統計手法，進行資料梳理、K-Means分群、PCA
主成份分析等，精選關鍵特徵值進行機器學習，建構出機能
彈性針織物快速開發預測模組。

聯絡人：林宏宇 / Lin Huang-yu
TEL：+886-2-22670321 ext. 3117    
E-mail：hylin.1439@ttri.org.tw

 AI預測分析

AI predictive analysis

布料織造參數推薦

Recommended fabric weaving 
parameters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系統可調輸入參數

彈性針織面料推薦系統
Recommendation system for elastic knitted fabric weaving

布料開發

Fabric development

織物規格分析

Fabric specification 
analysis



水性PU透溼防水膜
Waterborne PU treated breathable membrane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透過分子結構設計合成技術、配方
設計技術、多元塗佈貼合加工技術等，以開發高防水、
透濕及手感佳之環保型防水透濕膜，其水壓法防水
性:16000mmH2O以上(JISL1092 B法)；透濕
性:9432g/m2/24hr (JIS L1099 B-1法) 。所開發防水透
濕加工技術可應用於聚酯及耐隆紡織品，其織物手感滑
爽，柔軟。

 環保型防水高透濕紡織品具防水、高透濕性功能，且低
澎潤性，並通過耐候性測試(Jungle test 3週)其塗層織
物水壓法防水性達10600mmH2O以上(JISL1092 B法) 。

聯絡人：朱麗珍 / Chu, Li-chan
TEL：+886-2-22670321 ext. 3211    
E-mail：lcchu.0723@ttri.org.tw

透濕防水膜 透濕防水膜紡織品

 防水性：16000mmH2O(JIS L1092 B法)

Water Resistance Hydrostatic 
Pressure Test

 透濕度： 9432g/m2(JIS L1099 B1法)

Moisture Permeability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衣著、運動鞋

Clothes, shoes

 戶外用品

Outdoor textiles



高效節能遮陽紡織品
High Efficient Energy Saving Sunshade Textiles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因應全球電力資源短缺，夏日時節室內空調溫度提高至
26~28℃之節電政策，針對住商節能環境建築之玻璃採光區
域，藉由內遮陽紡織品系統開發，有效提升其對陽光熱阻斷
能力，包括熱反射、穿透與輻射，降低空調環境之能耗以節
省能源。

聯絡人：黃美華 / Huang, Mei-hua
TEL：+886-2-22670321 ext. 1155    
E-mail：mhhuang.0565@ttri.org.tw

 可透光，並且可減少眩光產生達到柔光效果
The fabric is translucent, decreasing discomfort glare

 太陽熱能反射率高達81%  
Thermal energy reflectivity rate is up to 81% 

 與台科大節能發電玻璃搭配能提升14%之發電量
Increases efficiency by 14% with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glass

 可印製花樣，增加室內美觀
Increases interior design aesthetics with printable patterns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 Patentability of  product
• Thermal resistance
• Soft light 
• Flame resistance
• Low heat absorption
• Ultraviolet resistant

台灣專利、隔熱、柔光、防焰、低吸熱性、抗UV



染程優化實驗設備
Dyeing Process Pilot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系統從溫度/升溫速率/上色率/酸鹼/氧化還原電位等參
數進行全時紀錄，並可在染程中注入各式染助劑以利
研發人員測試觀察，調整參數，以尋求最佳染色配方。

各式染整製程 For dyeing and finishing processes

聯絡人：江京諭 / Chiang, Ching-yu
TEL：+886-2-22670321 ext. 1158    
E-mail：cychiang.1195@ttri.org.tw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多變量數位控制
Multi-parameter digital control

3L微型染程
Small-sized dyeing tank



紡織品數位檢驗開發技術
Textile Digital Inspection Technology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生產加工過程無法及時於線上檢出色差異常，本

技術透過外加分光儀開發數位檢驗色差比對辨識

系統，以色差影像智慧學習模組取代人工線下作

業，讓色差比對規格化，透過智慧學習模組線上

即時精準辨識讓各種顏色的異常瑕疵，即時反應

於系統介面與現場人員。

聯絡人：廖育佐/ Liao, Yu-zuo
TEL：+886-5-5519899 ext. 5308    
E-mail：yzliao.1421@ttri.org.tw

布料瑕疵數位檢測系統
Digital cloth defect inspection system

本技術可用於驗布機、織機與定型

機生產後的布面檢驗，並以色差分

析可調整前製程生產參數以達到有

效控管品質。

 相對色差檢出率：介面程式顯示相對色差

檢出率可達95%以上

 布料色差值：辨識ΔE≦1.0

 布料色差檢出速率：檢出速率≦300ms 

 研發成果：展示科技研究發展專案成果，

如色差品質精準辨識模組與109年高速精準

瑕疵辨識技術的結合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線上客製化服務平台
Online Customized Service Platform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本平台運用雲端平台的技術，在網路上客製化自有商品，
平台會有提供一些功能，讓使用者能在上面任意編輯自己
的創意，除了可以選擇內建的圖庫，也能自己編輯文字，
甚至能上傳自己的圖片來編輯。平台服務也建構圖案資料
庫，資料庫含大量的設計師圖庫，就算客戶不會設計，能
輕鬆的選擇設計好的圖稿，打造一種專屬「雲端虛擬設計
師」的感受，讓使用者能快速地選擇自己喜好，能快速打
造自己想要的圖形設計。

聯絡人：黃政勳 / Huang, Chen-hsun
TEL：+886-5-5519899 ext. 5507    
E-mail：chhuang.1249@ttri.org.tw

 適用客製化商品

 線上購物網站

 縮短工期：打樣工期從60天縮短至20天內，甚至更短時間。
 虛擬設計師圖庫：含有大量設計師圖庫與模板資料庫。
 線上平台與機台的整合：運用檔案傳輸系統，快速結合打樣機，提供 B2B、

B2C客製化打樣即時性服務。
 建立快速打樣試驗線：滿足B2B及B2C快速客製化的需求，亦成為中南部

製造業服務化的示範場域。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全方位紡織智慧型ERP系統
All-round Textile  Intelligent ERP System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這是一套針對紡織業所編寫的管理系統，配合資
料庫及網路平台的建置使用，建立一個有影像、
有樣布規格、有製作流程的管理系統。

 整合PLM、數據分析、MES與人工智慧等技術，
打造全方位紡織智慧型ERP系統。

 以管理者的角度為出發點, 提供各階層管理人員即
時分析資訊。

 織布廠 Weaving factory

 染整廠 Dyeing and finishing factory

 成衣廠 Garment factory

 貿易商 Trader

聯絡人：吳德樺/ Der-huah Wu
TEL：+886-2-22670321 ext. 1139    
E-mail：dhwu.0387@ttri.org.tw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紡織數位轉型解決方案
The Solu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xtile Industry

聯絡人：張正東/ Chang, Cheng- tung
TEL：+886-2-22670321 ext. 1136    
E-mail：ctchang.0218@ttri.org.tw

紡織全製程與設備端口
應用

 OPCUA傳輸

 設備IOT聯網

 跨場域畫面顯示

技術/產品特徵 Technical/ Product Features 應用範圍 Applications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透過設備串流技術，讓廠商於生產階段中可及
時追蹤、及時反應、進而增加成品的生產速率，
並結合標準資料交換技術的服務導向架構，整
合生產資訊等資料，讓達交率提升，達到智慧
製造成果。

紡織設備智慧聯網
Textile Equipment AIOT



資源再生評估驗證技術
Certification System for Recycles Textiles Resource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本計畫針對紡織品建立“資源循環及再利用驗證系統”，包
括建立 “環保及可追溯再生紡織品管理系統驗證規範 (EcoT

驗證規範)”，規劃紡織品識別標記及循環資源化平台。透過
標記消費者使用後之回收紡織品可被自動識別。期能透過本
計畫建立之第三方驗證系統，保證回收材料品質，維護消費
者安全健康，進而提升再生紡織品的價值及品質形象，以逹
到推動國內紡織品回收再生的目的。

聯絡人：吳世蕙 / Wu, Shih-hui
TEL：+886-2-22670321 ext. 7522    
E-mail：shwu.1005@ttri.org.tw

 再生紡織品追溯系統

 再生紡織品驗證

 再生紡織品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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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產業全製程



高壓水柱防護紡織品檢測評估技術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rotection Textiles against High Pressure Water Jets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本技術旨在測量和描述材料、產品或組件在控制條件下的水

壓危害

聯絡人：蘇英傑 / Su, Ying-chieh
TEL：+886-2-22670321 ext. 7103    
E-mail：ycsu.0780@ttri.org.tw

工作服、個人防護裝備、
防割箱

Workwea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 
Anti-cut box

本產品可以保護肉身不被水刀割傷
而肚破腸流

This product can protect the 
body and intestines from being 
cut by the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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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wear at the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workplace

The new type of workwear for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rp.



Tnet解決方案平台
Tnet Solution

技術簡介/Introduction

 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透過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產業動態及產
業研究報告的資訊傳送，加上研討分享及Tnet CAMPAIGN等
活動的舉辦，使企業擁有快速決策反應、整合連結商機的堅強
後盾。

 運動服飾市場情報系統：實時觀測歐美主要電商零售數據，分
析國際品牌新品規格及財務營運數據，以即時掌握全球運動及
戶外服裝市場變化。透過大數據的分析呈現，協助紡織服裝業
者快速掌握哪些品牌正在崛起、哪些機能正受消費者關注、及
國際品牌正積極布局哪些技術發展等。

 Tnet紡織學院：為協助養成紡織產業升級轉型與永續發展所需
之重點人才，建構設立專業教學設備與授課場域，持續規劃與
辦理相關培訓課程，以滿足產業於上、中、下游各類領域人才
發展的需求，提供服務對象涵蓋：纖維、紗線、布料、染色、
整理、成衣、檢測、驗證…等等紡織相關產業。

聯絡人：王冠翔 / Wang, Kuan-hsiang
TEL：+886-2-22670321 ext. 8105    
E-mail：khwang.1185@ttri.org.tw

 紡織專業資料庫

Textile Professional 
Database

 紡織知識分享

Textile knowledge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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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維產業

Fiber Industry

 紡織產業

Textile Industry

 染整及後加工產業

Dyeing and Finishing 
Industry

 成衣產業

Apparel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