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宇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新產品:新趨勢炫風紗-

地址：台北市西寧北路62-5號10樓

電話：(02)2552-3977

報告人：陳有財 董事長特別助理

機能健康、時尚環保

及石墨烯創新運用



董事長 張煜生先生

經營方針：品質好、服務好、商譽好

品質政策：誠信、品質、創新、服務



大宇彰濱假撚廠

我們有

20丹至600丹之多種纖維混合加工絲

更能不斷創新開發新產品

歡迎業界選用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1
170D/72F 

60支天絲

混紡

75D/72F 環保SD

特性：具親膚性的短纖天絲與長纖環保複合加工

技術，有透氣涼爽功效，並有快速釋放濕

氣極佳的調控，以達到減少細菌生長效果

其細緻光滑的外觀相當適合應用於衣著及

休閒服；為保護地球環保，產品加入環保

觀念

物性：纖度 169.2 d     強度 2.8 g/d

伸度 14 % 節數 82 Nodes/m 

HCC  24.5 %  沸縮 3.8 %

檢測：平織布

試驗項目 試驗結果 合格

水洗尺寸(%) 經向 -0.5 緯向 -0.5 3%以內

斷裂強力(kgf) 經向 47.5 緯向 37.8 20kgf以上

撕裂強力(kgf) 經向 4.2 緯向 4 2kgf以上

起毬性(級) 4級 3.5級以上



170D/72F 

60支天絲

混紡

75D/72F 環保SD

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2
120D/34F  

80支天絲

混紡

40D/34F N6

特性：具親膚性的短纖天絲與長纖尼龍N6複合

的加工技術，布面擁有很好的透氣效果

且有涼爽如麻.平滑質輕，手感極佳的觸

感，織物具有雙色之效果，適合女裝、

休閒服、運動服

物性：纖度 111.2 d 強度 2.5 g/d

伸度 12.1 %    節數 78  Nodes/m

HCC 17.7 %   沸縮 3.4 %

檢測：針織布

試驗項目 試驗結果 合格

瞬間接觸涼感

Q-max(w/cm2)

正面 0.161
≧ 0.13

反面 0.150

透氣性

(cm3. cm2/sec)
68.09 ≧ 30

起毬性(級) 4級 3.5級以上



120D/34F  

80支天絲

混紡

40D/34F N6

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3
經紗：

300D/72F 可降解

緯紗：交換投緯

(1) 30支有機棉

混紡

150D/96F 可降解

(2) 30支棉Slub

混紡

150D/96F 可降解

特性：可降解長纖維與天然纖維棉的組合加工技術

是真正100%環保材料，也是降低地球環境污

染的最佳表現；可降解纖維及純棉埋入土壤

1米，2年自行分解，達到環保的效果

物性：纖度 305.4  d     強度 3.9  g/d

伸度 19.2 % 節數 83  Nodes/m

HCC  47.7  %  沸縮 6.4 %

檢測：平織布

試驗項目 試驗結果 合格

水洗尺寸(%) 經向 +0.1 緯向 -0.5 3%以內

斷裂強力(kgf) 經向 109.8 緯向 48.9 20kgf以上

撕裂強力(kgf) 經向 10.9 緯向 6.7 2kgf以上

起毬性(級) 4級 3.5級以上



經紗：

300D/72F 可降解

緯紗：交換投緯

(1) 30支有機棉

混紡

150D/96F 可降解

(2) 30支棉Slub

混紡

150D/96F 可降解

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4
宇TRE

75D/72F  

環保SD易拉絲

特性：以環保素材利用特殊加工，DTY具備

高HCC.彈性佳

織布時建議使用寛幅布機，易拉絲布

幅收縮較一般加工絲強烈

經緯紗皆使用易拉絲織成四面彈織物

應用：布面具備柔軟豐厚蓬鬆感，良好的伸

縮彈性、彈性回覆率佳

可應用於韻律裝、休閒服、運動服、

女裝、褲料

物性：纖度 78.3  d   強度 4.1  g/d

伸度 18.1 % 節數 149 Nodes/m

HCC  40.6 %  沸縮 4.9 % 



宇TRE

75D/72F  

環保SD易拉絲

黑色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5
宇TRU 

黑段節紋系列

(1)150D/96F SD黑段節紋

(2)300D/192F SD黑段節紋

特性：以環保素材用二段式延伸設計及Hot-Pin

受熱加工的假撚方式，使加工絲染後布面

呈現自然深淺色條紋效果

物性：(1)纖度 165.7 d    強度 2.6 g/d

伸度 25.6 %  節數 128  Nodes/m

HCC  18.5 %  沸縮 6.3 %

(2)纖度 329.2 d    強度 2.7 g/d

伸度 27.4 %    節數 113 Nodes/m

HCC  13.4 % 沸縮 6.9 %

檢測：平織布 150D/96F 黑段節紋(胖瘦紗)

試驗項目 試驗結果 合格

水洗尺寸(%) 經向 +0.1 緯向 +0.1 3%以內

斷裂強力(kgf) 經向 55.5 緯向 51.8 20kgf以上

撕裂強力(kgf) 經向 6.0 緯向 5.7 2kgf以上

起毬性(級) 4級 3.5級以上



宇TRU 

黑段節紋系列

(1)150D/96F SD黑段節紋

(2)300D/192F SD黑段節紋

二種色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6
宇TU 

300D/192F 

高縮黑段節紋

特性：利用二段式延伸設計及Hot-Pin受熱加工，

搭配S+Z的假撚方式，使加工絲產生上色較

深的未完全延伸段，並擁有高HCC物性

應用：染後布面帶有優異的回彈能力且會呈現自然

深淺色的條紋效果，可應用於高檔次休閒的

層次式布料、特殊褲料，穿著具備彈性

物性：纖度 313.5 d     強度 3.6 g/d

伸度 18.2 %    節數 68  Nodes/m

HCC 42 % 沸縮 6.3 %



宇TU 

300D/192F 

高縮黑段節紋

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7
宇亮蛛麻

75D/60F

CD38%麻調

混紡

亮光 小舞龍

特性：以CD+三角亮光素材搭配麻調舞龍特

殊的融著假撚加工方式，屬於突破性

創新開發技術

應用：布面具備強烈的親涼觸感，並帶有隱

約性閃爍亮度的絲綢狀效果

可應用於女裝、休閒服

物性：纖度 82.9  d  強度 2.9 g/d

伸度 27.1 %  

HCC 20.2 %  沸縮 7.1 %



宇亮蛛麻

75D/60F

CD38%麻調

混紡

亮光小舞龍

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8
宇花隆

75D/70F

40D/34F N6

混紡

35D/36F CD

特性：以尼龍+CD原料搭配二段式噴節的特殊假撚加

工技術，加工絲染後擁有對比鮮明的亂紋雙色

效果，屬於新潮流的紋路呈現

布面擁有柔軟、透氣的效果且具有強韌耐磨.平

滑質輕的觸感，手感極佳

提升穿著舒適度，適合女裝、休閒服、運動服

物性：纖度 80.4 d      強度 4.2  g/d

伸度 29.2 %     節數 88  Nodes/m

HCC  43.7 %     沸縮 7 %

檢測：針織布

試驗項目 試驗結果 合格

水洗尺寸(%) 縱向 -0.2 橫向 +0.3 3%以內

斷裂強力(kgf) 縱向 41.7 橫向 35.5 20kgf以上

撕裂強力(kgf) 縱向 4.1 橫向 3.4 2kgf以上

起毬性(級) 4級 3.5級以上



宇花隆

75D/70F

40D/34F N6

混紡

35D/36F CD

紅色布樣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9
石墨烯100%系列規格

(1) 50D/72F 石墨烯

(2) 75D/72F 石墨烯

(3) 150D/144F 石墨烯

特性：擁有快速散熱.導電快.電阻率低.輕微保温

的石墨烯加工絲織物，可以產生抗靜電效

果並促進身體微循環，適度的擴張保護血

管，激化免疫細胞功能以提高體內含氧量

對緩解疲勞有很大的幫助

物性：(1) 纖度 52.5 d 強度 3.1 g/d

伸度 18.2 %  節數 113  Nodes/m

HCC  31.7 %   沸縮 5.5 %

(2) 纖度 76.8 d 強度 3.8 g/d

伸度 20.8 %   節數 133  Nodes/m

HCC  28.8 %  沸縮 5.1 %

(3) 纖度 151.9 d 強度 3.5 g/d

伸度 17.5 %   節數 77  Nodes/m

HCC   42.7 %   沸縮 6.6 %



石墨烯100%系列規格

(1) 50D/72F 石墨烯

(2) 75D/72F 石墨烯

(3) 150D/144F 石墨烯

功能襪展示



編號 新趨勢炫風紗 產 品 特 性 布紗樣

10
宇IX

150D/144F 

石墨烯

混紡

遠紅外線

特性：擁有高導電性.高導熱性.高韌度的石墨烯

加工絲織物，可以促進身體的微循環，適

度的擴張保護血管，激化免疫細胞功能，

提高體內含氧量，可以適度緩解身體疲勞

與遠紅外線元素複合，能調整自律神經機

能，促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提升抗筋

攣能力(抽筋)，帶給人體更多健康正面效

益；運用於寢具、毛毯、被套，極具功能

物性：纖度 152.8 d      強度 4.1 g/d

伸度 24.1 % 節數 95  Nodes/m

HCC 43.2 % 沸縮 5.8 %



150D/144F  

石墨烯

混紡

遠紅外線

毛毯展示



~ 謝謝指教 ~

Thanks

任何指教或業務指導請電示：
北部 邱建程 02-2552-3977#129 中部 梁紘瑞 04-781-0100#811

0903-513-055 0903-578-355
王志淵 02-2552-3977#132 賴昭明 04-781-0100#821

0931-311-226 0937-292-1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