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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公司簡介 

公司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2號4F-2。 

成立時間：公司成立於1992年11月。 

公司統一編號：86892402 

主要產品：配色、染色抽粒、色母粒、功能母粒 

貿易產品：EXTRICOM(GERMANY)壓出機 

                    SITRAPLAS(GERMANY)樹脂粒 

環保創新：使用RE-PET結合功能性母粒，採用DOPE DYE 

                    提供ONCE FOR ALL 產品，節能又環保。 

德春(台灣)公司 



林水清 

董事長 

德春 

(台灣、昆山、江西) 

色母、功能性母粒 

研發、配色、生產、代工 

 

湧鑫 小量打樣用色紗、
功能性紗線、紡
織品開發 



營業項目 

生產功能性母粒 
 

配色服務： 
• 種類：長纖、短纖、塑料射出配色 

masterbatch 

 竹炭母粒  
 遠紅外線母粒  
 親水涼感母粒  
 抗氧化抗UV母粒 
 吸光發熱母粒 
 防霉抗藻母粒 

 抗黏母粒  
 阻燃母粒  
 抗菌除臭母粒  
 抗靜電母粒  
 環保撥水母粒 
 防螨驅蚊母粒 

貿易代理 

生產色母粒: 
• 塑料載體：PET、PA、PP、LDPE、 
                         PBT、ABS、PC… 

代工生產各式母粒 

 



配色服務 

針對客戶需求之顏色為您配色(應用在各種載體)。 
提供良好分散性 
提供良好著色力 
提供合理與優勢價格 
符合SGS國際環保法規  
   與歐盟之規範。 
我們隨時準備好為您提供最有優勢之產品 

color masterbatch 



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 



主推產品 

#無水染色紗線(dope dyed) 
(1)一般色紗 
(2)Recycle EN471螢光黃紗 
#功能性紗線 
(1)石墨烯長纖維/短纖 
(2)尼龍有機複合除臭抗菌纖維 
(3)德春吸光發熱長纖維/短纖 
(4)涼感膠原蛋白尼龍纖維 
(5)有機磷氮阻燃短纖維 
(6)FDA Quantum energy 量子活性纖維 
(7)EPA 認證銀抗菌纖維 
(8)永久導電/抗靜電纖維 
 
 



無水染色紗線(dope dyed) 

(1)高牢度色紗 

♦高耐日光色牢度 4 級 (600小時) AATCC-16, OPTION 3 

♦高耐水色牢度 4 級 AATCC 107, 18hrs at 37℃ 

♦高摩擦色牢度 4 級 AATCC 8 

♦高水洗色牢度 4 級 AATCC 61 2A 49 ℃ 

♦耐汗漬色牢度 4 級 AATCC 15, 6hrs 37℃ 

♦耐昇華牢度 4 級 AATCC 133 

 

無水染環保織物是提倡節能環保的產品，因為該產品於抽紗製程已加入色母粒，
無須於後段再染色，減少了廢水與廢氣的排放 



無水染色紗線(dope dyed) 

(2)Recycle PET EN471螢光黃紗 
色牢度為：定型160度後49度水洗4-
5級，乾磨擦4-5級、濕磨擦4-5級，
定型190度後49度水洗4級，乾磨擦
4-5級、濕磨擦4-5級，日光牢度
AATCC16E 20小時4-5級，40小時4級。 

色紗及功能性紗線 



            功能性紗線 
(1)石墨烯長纖維/短纖Graphene Staple &filaments 

石墨烯紡織材料功能 

(1)有低溫遠紅外線在20-35度低溫狀態下石墨烯16-14波長遠紅外吸收率為80%以上，具有保溫

瓶一樣效果。促進微循環，石墨烯內含的元素能夠促進迴圈，保護及擴張血管，並且有激化免
疫細胞的功能。能夠將人體惰性水分子激化為活性水分子，提高人體含氧量緩解疲勞。 

(2) 抗靜電石墨烯最大的導電性能可降低表面電阻率，將靜電迅速洩露。同時表面潤滑，能降
低摩擦係數。抑制、減少電流產生，防止皮膚瘙癢。 

(3 )導熱性，美觀舒服石墨烯材料紡織品，可成為人體和外觀的篩檢程式和外部環境的過濾。
確保穿著者保持理想溫度。 

21 

 

摘至2018/5/15紡織所檢驗部高瑞宏主任演講報告 



石墨稀定義 

單層、雙層、三層、多層4-10層 

石墨烯的製備方法主要有四種：微機械剝離法、外延生長法、
氣相沉積法與氧化石墨烯還原法。物理剝離方式，無Fe 

/Al/SO4
2−/MnO4

2−等重金屬 

 



聚酯石墨稀 75/72 DTY 

尼龍石墨烯抗菌消臭70/48DTY 

熱逸散值&
熱傳導率有
高達10% 

熱逸散率可以用來描述兩種不同材質，在相
互接觸時的熱傳遞狀況。當兩種材料的熱逸
散率完全相同的時候，兩者間的熱擴散行為，
就像沒有接面的同一個物體。 
 
熱導率則是描述某單位截面、長度的材料，
在單位溫差下傳遞熱量的能力。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rmal_conductivi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rmal_conductivity


The thermocouple were placed under the center of the test sample   

(10cm x 7cm). In this  condition, the temperture was measured every 

minute for 10 minutes, during which the infrared lamp radiated the 

surface of the test sample. 

Radiation distance：10CM   

Measurement environment：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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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ene industrial yarn strength 

增加強度/耐磨 

250/48高強力紗 

聚酯釣魚線 



石墨烯+美麗諾羊毛 

規格:1/15&1/22Nm 



石墨稀 3.33 dtex x 64mm 

聚酯 



2019/9/17 

2019孝親被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jx3tjU1fhik 



(2)尼龍複合除臭抗菌產品特性 

專利名稱：碘系抗菌有色織物之製造裝置 
*金黃色葡萄球菌→抑菌率 99.9 % 
*白色念珠球菌→抑菌率 99.9 % 
*耐水洗，水洗50次→抑菌效果 99.9 % 

*綠膿桿菌→抑菌率 >6.97 
*有效抑制足癬(鬚髮癬菌) 甲級 
*有效除臭2HR NH4(84-93%) 
*不含重金屬物質 

 

紗線規格70/48 DTY 尼龍抗菌除臭色紗 



抗菌機制 

 只會破壞細菌或真菌(黴)及藻菌的細胞壁，阻礙蛋白酶或 DNA、硫醇基等的
合成，可獲得對菌類發揮阻止繁殖的功能。 

 被阻礙合成的菌種，因細胞壁破裂而釋放出蛋白酶，也就是所謂的釋放化
學訊號，並向同類菌種傳達危險訊息，以後同類菌種就不會去接近抗菌劑
成份的物品，又因不能獲得繁殖所必須的養分，就無法生存。 

抗菌纖維採用最新無水著色製程,生產染色
過程 無須浪費珍貴的水資源,更無需添加有
害人體的 化學藥劑、染料,環保節水又安全
的生產過程,讓 您穿了更安心! 



金黃色葡萄球菌抑菌測試：滅菌率 
>99.9%。(2019/08/26) 

白色念珠球菌抑菌測試：滅菌率 
>99.9%。 

抗菌尼龍除臭纖維各項檢測報告 



鬚髮癬菌抑菌測試：鬚髮癬菌防 

成品襪足癬菌抑菌測試：防黴性
達甲級。 

 

肺炎桿菌抑菌測試：滅菌率>99.9%。
(2019/08/29) 



抗菌除臭尼龍纖維各項檢測報告 

長效抑菌測試：水洗50次後，測試 
金黃色葡萄球菌：滅菌率>99.9%。 

消臭性能測試：以FTTS-FA-018 : 

2018測試消臭性能達84-93%/2小
時。 



重金屬檢測：以 ISO 105-E04 : 2008 檢測重金屬，檢驗結果各項重金屬均 
零檢出，通過證號：TX91261。 

抗菌除臭尼龍纖維各項檢測報告 



(3)德春吸光發熱長短纖 

PT IR 09A117為奈米複合金屬氧化物陶瓷材料，經
過精細研磨分散添加入PET酯粒當中，賦予PET纖
維新的應用，且具有吸收近紅外線與發射遠紅外線
等效果，達到有效的蓄熱保溫。 

應用:內衣、刷毛、OUTDOOR 

 

紗線規格75/72 DTY 



發熱機制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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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蓄光發熱 

遠紅外線
發熱 

見光發熱段 



顯像儀發熱測試 

市面上唯一可以測試煮蛋的吸光發熱
布，目前德春有紗線可以提供打樣 

發熱衣煮蛋影片 

請參考！https://youtu.be/5SqbcVOiBeE 
 



戶外照光特性比較 

溫
度 

 空白 
 遠紅外線 
 蓄光發熱抗靜電 

太陽光 
 
照射30分鐘 

空白 遠紅外線 
德春蓄光
發熱抗靜
電 

蓄光發熱抗靜電 



遠紅外線發熱 

德春
9.89℃ 

一般PET 
3.41 ℃ 

遠紅外線放射 
發熱 
保健 



摩擦帶電壓 

永久抗靜電 



(4)涼感膠原蛋白紗(Cool & Collagen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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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纖維係將由天然珍貴的虱目魚鱗研磨而成之膠原蛋白及涼感粉體添加於70d/68f的尼龍中紡

製的親膚性長纖維，具有親膚保水、瞬間涼感之雙重功效並擁有柔順的手感，極適合用於與皮
膚親密接觸之紡織品開發，尤其深受愛美及熱愛戶外運動人士的喜愛，為炎夏最推之纖維(The 

fiber is made of natural precious milkfish scales and then grinding the collagen of the scales and 

added nanometer scale cooling powder into the master batch, and through spinning process to 
make into the 70d/68f nylon fibers. The fiber with skin-friendly property and good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water retention effect. It is very suitable for intimate contact with the skin of fabric 

in textile industrial, especially in outdoor sports people. It is the favorite fiber for summer and 
worth to recommend.) 

 纖維特性(The properties of fibers) 
 分子量小易於吸收、易分解(Small 

molecular weight, easy to absorb 
and decompose) 

 魚鱗蛋白具18種天然胺基酸成分
(The proteins from fish scales with 
18 kinds of natural amino acids 
composites) 

 親膚具良好吸濕及保水效果(Skin-
friendly and With good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water retention 
effect) 

 具良好瞬間涼感瞬間涼感值在
0.152 W/cm2(With good instant 
cooling feeling and the Qmax is 
0.152 W/cm2) 

紗線規格(Fiber Specifications): 
FDY 70d/68f 70/48f BT/SD/FD 
DTY 70d/68f 70/48f SD/FD 十字及圓形斷面(Cross and Round Cross-Section) 



運用高純度磷氮材料製作母粒並於PET抽絲、射
出、壓出時添加使用，添加量為5%~6%，可以
讓燃燒氧指數約達LOI 30，當然添加量越高阻燃
效果越好。 
纖維白度佳、強力好、各種磷含量彈性調配、
價格有競爭力 
 

(5)有機磷阻燃長短纖維 



量子能粉食品安全性注册证FDA 量子能粉食品添加剂注册证 FDA 

(6)FDA Quantum energy 量子活性纖維 

遠紅外線放射率0.8 

SOMATID是生命體的最小單位，被叫做DNA前驅體，能量的凝結

體，永遠不滅的生命體。分為2類，第一類是生活在於人，動物，植

物的血液和津液裡生活的生體SOMATID，第二類是礦石裡生活的礦

物SOMATID.法國科學家博士最早發現命名為SOMATID。 



 美國 
    EPA-環境保護局 
    登錄號碼：No.82415-8 
 日本 

SIAA-抗菌製品技術協議會 
SEK-繊維評価技術協議会 

 歐洲 
     BPR(Biocidal Protective 

Regulation) 
       ＊申請審查中  

 

(7)EPA 認證銀抗菌纖維 
 

使用日本富士化學銀抗菌粉體製作
PBT/PA BASE母粒，進行抽紗，可達
到染色後仍有抗菌效果。 



(8)永久導電/抗靜電母粒 

運用石墨稀、奈米碳管、導電材料開發PET、PA、PC等一
系列母粒，表面電阻值10E02-10E05Ω/sq 

抗靜電紗
10E08 



1.如果您需要這份簡報資料，請您關注QR CODE 

2.紡織展期間10/07-09，石墨稀棉被特價3500NTD(免運)，
碘複合消臭抗菌襪買二送一特價500NTD(免運) 

 

 

 

 
 

 

 

德春/湧鑫公司是您 

             新產品合作開發的好夥伴!! 
      台北市104 中山區民族東路2號4樓之2 

                 02-25981121 

http://www.auspring.com.tw/index.php 

http://www.auspring.com.tw/index.php
http://www.auspring.com.tw/index.php
http://www.auspring.com.tw/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