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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雙組份複合彈性絲
〔南亞公司    黃呈水  高專〕

壹、前言

隨著休閒運動風的盛行，機能性運動

服的銷量也隨之增加。一件運動服功能性的

多寡及機能性的好壞，往往成為消費者願不

願意掏錢出來購買的關鍵因素。消費者對運

動服功能性的要求，不外乎要能更輕盈、能

不能吸濕排汗、有無抗菌防臭功能、衣服有

無彈性、⋯等等。其中一件衣服伸縮性的有

無，常成為消費者購買與否的關鍵指標。因

為許多功能在選購時只能靠標籤吊牌去辨

識，無法體驗到。只有彈性機能能讓消費者

透過手摸，實質感受到彈性的存在。而實際

穿著上，彈性織物能降低束縛感、有更大的

移動量，讓穿著變的更舒適更自在。

貳、彈性絲的種類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彈性絲可大致區分為

聚氨酯彈性絲(Lycra或Spandex)及聚酯機械彈

性絲二大類。

一、聚氨酯纖維彈性絲

聚氨酯彈性纖維為是1959年杜邦公司研

發成功的一種人造彈性絲，註冊商標為萊卡

Lycra (在美國、加拿大商品名為Spandex)；

台灣業界則通常稱為OP。聚氨酯彈性絲具有

特殊的軟、硬鏈交錯分子結構，使其具有優

異的延伸性（500∼700％）及高彈性回復率

（200％伸長，95∼99％）。它的高分子鏈

是由低熔點、無定型的"軟"鏈段為母體，再

嵌入高熔點、高結晶的"硬"鏈段。軟性鏈段

分子間以一定的交聯形式構成網狀結構，由

於分子鏈間相互作用力小，可以自由伸縮造

成大的伸長性能。剛性鏈段分子間結合力比

較大，分子鏈不會無限制地伸長，提供高的

回彈性。

圖1. 聚氨酯纖維分子結構

聚氨酯彈性纖維一般不單獨使用，而

是少量的摻入織物中。它通常有四種主要形

式：a.裸絲；b.包覆紗，分單層包覆(Single 

Covered Yarn: SCY)及雙層包覆(Double Cov-

ered Yarn: DCY)；c.空氣交絡紗(Air-Jet Cov-

ered Yarn: ACY)； d.包芯紗(CORE SPUN 

YARN)。裸絲通常用於針織紡織品，包覆紗

及空氣交絡紗則用於絲織較多。包芯紗為短

纖紗在精紡機工程包覆，一般用於牛仔布。

圖2. OP彈性絲包覆型態

單層包覆紗   雙層包覆紗     空氣交絡紗

硬鏈段
軟鏈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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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彈性絲雖具有優異的彈性伸長率

及回復性，讓穿著更為舒適，但仍有些缺點

存在。如對織造及染整敏感性較高，工藝不

當易造成緯檔或 OP斷裂、耐鹼性差較不適

合減量加工、另其織物熱尺寸安定性較差、

與聚酯纖維交織時因聚氨酯無法上色，易造

成露白或色牢度較差，也是它的缺點。

二、機械彈性絲

機械彈性絲顧名思義它不像OP紗是靠分

子結構產生彈性，而是靠機械加工力量讓紗

線變形產生彈性效果，可區分為單組份彈性

絲及雙組分彈性絲二大類。

早期的單組份彈性絲是將全拉伸絲

(FDY)藉由加撚-定型-解撚過程，讓全延伸產

生類似小彈簧的捲曲型態造成彈性。新進的

方法則是將半延伸絲(POY)經由紡絲及假撚

條件調整，讓紗線有更大加撚變形性，產生

較傳統加工絲更大的彈性效果。機械彈性絲

對織物所提供的彈性雖不及OP彈性絲，但對

以休閒為主訴求的服飾彈性已足夠。且其價

位較低，對織造、染整工藝敏感性較低，故

仍廣應用於各式織物。

單組份彈性絲因主要是靠紗線變形產

生的高捲縮性產生彈性，故其單纖細度通常

無法太細，且其紗線扭力較大布表面不易平

整，故織物手感較為乾爽粗糙。雙組份彈性

絲則可補足這方面的缺點。

雙組份彈性絲是利用複合紡絲技術，

讓同一纖維橫截面上存在兩種聚合物或同

種但性能不同的聚合物，又稱共軛紡絲技

術。複合紡絲纖維按各組分在纖維中的分

佈形式可分為並列型（Side by side）、芯鞘

型（Sheath / Core）、多層型(multi-layer)、

分割型（segment pie）和海島型等（Sea & 

Islands）。多層型、分割型及海島型通常應

用於生產超細纖維；芯鞘型纖維，是將一種

聚合物包覆於外一種聚合物，例如以尼龍包

覆聚酯，可保有尼龍的染色性和耐磨性，又

有聚酯的尺寸安定性。

圖3. 複合紡絲纖維型態

並列型 芯鞘型 多層型 分割型 海島型

並列型則是將二種材質並列於纖維橫

截面。由於選用的二種材質具有不同的收縮

特性，當紗線受熱後會產生類似彈簧的三度

捲縮構造，可提供織物優異的彈性及回復特

性。又因其捲縮構造較單組份彈性絲更為細

緻綿密，可使織物表面更為平滑，手感柔軟

細緻。

圖4. 並列型複合彈性絲截面構造

圖5. 受熱後三度捲縮構造

參、雙組份複合彈性絲

以南亞目前生產的雙組份彈性絲為例，

依使用原料的種類及製程方式可分為三大類;

一、SPANFIT®-leisure—

SPANFIT®-leisure為PET/PET並列型複

合彈性捲縮加工絲，單絲中一側為常規PET

另一側為變性PET。SPANFIT®-leisure具有

高彈性、易染整加工、手感乾爽等特性。

目前生產規格有—38d/24f, 50d/24f, 75d/48f, 

150d/96f等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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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SPANFIT®-leisure雙向彈性布

二、SPANFIT®-elegant—

SPANFIT®-elegant亦為PET/PET並列型

複合彈性捲縮絲，但紗線捲縮結構較為粗

獷，於絲織及針織應用上各有不同的特色。

絲織的應用通常以時尚套裝為主，紗線於

織造前需先經強撚加工，可用於經紗、緯

紗或經緯雙向都用。染色前先將布經減量加

工處理可讓成布手感更為柔軟並增加彈性。

SPANFIT ®-elegant絲織布除有絕佳的彈性

外，因其獨特的’風穴’構造(如圖2)該布種

呈現極佳的反撥彈性，手感無與倫比。

圖7. SPANFIT®-elegant的’風穴’構造

針織的應用通常用於圓編單面組織。

由於SPANFIT®-elegant紗線本身具有自然的

捲縮性，經染整加工後布面外觀會呈現自然

皺縮效果，手感乾爽垂墜性佳，極適合於女

裝。若再配合印花加工更能創造出不同的價

值。

最近南亞公司更開發出具 s l u b外觀

的SPANFIT®-elegant新規格。除保有傳統

SPANFIT®-elegant紗線特性外，明顯的紗線

粗細外觀及濃淡色澤變化，更賦於織物更生

動的表情。

圖8. 印花效果的SPANFIT-®elegant

圖9. slub外觀的SPANFIT®-elegant

目前生產規格有:

30/12, 50/12, 100/24

30/12 slub type, 50/12 slub type

三、SPANFIT®-carefree—

有別於PET/PET型複合彈性捲縮絲，

SPANFIT®-carefree將另一側高分子改為

SORONA® 成為PET/PTT複合構造絲。比起

傳統的PET/PET型複合彈性絲，SPANFIT®-

carefree的紗線捲縮結構更為綿密細緻，故彈

性伸長率更佳，手感亦更為柔軟。

SORONA®為為杜邦公司新研發的生質

聚酯系高分子，學名為聚對苯二甲酸丙二酯

(Poly Trimethylene Terephthalate)，簡稱PTT 

。其聚合方式類似PET聚酯纖維，但不同的

是PET所使用的原料為對苯二甲酸( PTA)及

乙二醇(EG)；PTT則是將乙二醇換成丙二醇

(1,3PDO)，再與對苯二甲酸聚合而成。

PTA+EG→PET                   

PTA+1,3 PDO→PTT

PTT的合成早已於實驗室完成，但因丙

二醇商業化的成本過高，直至最近才由杜邦

公司予水商業化。杜邦的丙二醇商業製程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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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原料需由石油而來的思維，改以澱粉質

為原料。藉由酵母菌先將葡萄糖發酵成甘油

後，再由生物製程轉化成PDO。故不僅可減

輕對石油的依賴，亦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及能源耗用。研究顯示此一新的生質製程，

比石油提煉方法至少節省40%的能源。杜邦

的PTT除以生質PDO為聚合原料外，其聚合

過程亦已改用輕金屬鈦為催化觸媒(傳統聚合

觸媒為重金屬 )，可降低重金屬對環境的污

染。故PTT又稱為環保新纖維。

圖10. 生質PDO生產流程

PTT與傳統PET纖維最大的不同是，

PET分子結構為直鏈狀，故較具剛性、無伸

縮性。PTT分子結構則成鋸齒狀，以手拉伸

紗線時似尼龍具有微彈性。另許多特性亦與

PET不同:

1. 楊氏係數較低，手感柔軟垂墬度佳。

2. Z型分子結構，使紗線具有伸縮性及良好

回復性。

3. 中淺色於110℃即可上色。 

圖11 PET與PTT的分子結構

因PTT有諸多優異特性，用於與PET複

合產生的PET/PTT複合彈性絲，其特性亦與

PET/PET複合彈性絲不同。除擁有更佳的彈

性伸長率及回復性外，平滑柔軟的觸感及絕

佳的反撥彈性，亦是其它彈性纖維所不能

及。目前南亞的生產規格有:

FDY—30/24, 40/36, 50/36, 75/36, 100/72, 

            150/72

南亞公司最近更領先業界開發出PET/

PTT複合彈性加工絲。PET/PTT複合彈性

加工絲除保有原FDY的優異特性外，最重

要的特性是其能降低織物的光澤性。對某

些OUTDOOR或SPORTS領域希望織物有

彈性，但又不希望織物太亮，SPANFIT®-

carefree加工絲是最好的選擇。目前生產規格

有DTY— 30/36, 50/36, 75/72

圖12 30d PET/PTT DTY經編布

圖13 150d PET/PTT 彈性褲料

四、結論

雙組份複合彈性絲因其特殊的彈簧螺旋

構造，提供織物優異的彈性效果。其彈性伸

長率雖然不能與聚氨酯彈性纖維相比，但仍

有其優勢存在:

1. 100%聚酯纖維，染色牢度佳。

2. 易織造、易染整加工。

3. 可磨毛或起毛加工，不會有斷OP疑慮。

4. 可強撚，可減量加工。

5. 無須包紗即可直接使用於絲織物，且目前

最細規格為30d，輕量化程度為OP所不能

及。

6. 可與CD紗或其它纖維複合加工，產生不同

的外觀、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