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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宗旨是致力於無水染(著)色，為環境盡一份

力量，總公司成立於1992年，位於台北市中山區，我們應用德國先進之塑料
染色與製造技術，著重於研究開發及生產銷售紡絲及注塑用色母粒及有色粒
子，功能性色母粒以及各式特殊工程塑料的染色抽粒等服務。

德春股份有限公司為符合國際環保法規的專業生產製造廠商，採用原料皆符
合SGS認證標準，通過RoHS、REACH、Oek-Tex等法規，為客戶提供各類環保料
的配色，抽粒加工服務。
公司產品及服務可分為四大類：
1) 各種塑膠用顏料、染料、色母（及專業客製化配色、染色抽粒、色母粒）
2) 精細化工原料
3) 特殊化工機械設備（德國及美國原裝進口, 指定代理）
4) 大宗化工原料

多年以來，我們為化纖、塑膠行業客戶服務，藉由先進的技術和完善的管理，
為國內外眾多的客戶提供良好的客戶服務及卓越穩定的品質，德春贏得了國
內外客戶及廠商的一致青睞。我們將盡最大的努力為您服務，與您共享繁榮
的明天。

德春公司成立宗旨



德春工廠介紹

位於昆山市，做

為發貨倉庫也配

置業務人員就近

服務

昆山辦公室

位於江西撫州厚

發工業區，占地

33畝，有十條生

產線

江西廠 位於桃園新屋，

設立有研發中心

與配色中心，小

型生產線

台灣廠



中央社記者韋樞攝 106年11月4日



林水清董事長、林泰立總經理接受吳淡如小姐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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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 公司簡介

公司地址：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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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lips 碳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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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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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GRS cetification



為落實技術深根，台灣設立研發中心、配色中心，就近服務台灣廠商，提
升合作能量。

紡絲機假撚機

射出機押出機

過濾試驗機

台灣桃園新屋工廠



 Auspring Co., LTD 江西德春塑料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撫州厚發工業區，占地33畝，2018正式營運，並同步申請ISO9001&14001工

廠認證。

地理位置 交通環境 戰略位置



2021主推產品

#功能性紗線
(1)石墨烯
(2)PET親水涼感
(3)PET EN471高耐水洗螢光色
(4)有機磷氮阻燃
(5)EPA 認證銀離子抗菌
(6)尼龍有機複合除臭抗菌

(7)氧化鋅抗菌
(8)防黑黴抗菌
(9)抗靜電
(10)德春吸光發熱(遠紅外線)



石墨烯（Graphene）是一種由碳原子以
sp2雜化軌道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
平面薄膜，只有一個碳原子厚度的二維
材料。

石墨烯的理論早在1947年就由加拿大的
理論物理學家P.R. (Philip Russell)
Wallace提出，但是一直被認為是假設
性的結構，無法單獨穩定存在。

2004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物理學家
Andre Geim 和 Kostya Novoselov， 成功地
在實驗中以膠帶從石墨剝離出石墨烯，
而證實它可以單獨存在，因此而開啟了
二維材料的新紀元，兩人也因「在二維
石墨烯材料的開創性實驗」為由，共同
獲得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1)石墨烯長纖維/短纖
Graphene Staple & filaments

2010年諾貝爾物理獎-石墨烯



歷史性的一刻(摘錄於紡織所邱聯華博士2018年演講資料)

吳定宇博士
宇興碳素執行長

邱聯華博士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Konstantin

Novoselov(諾
弗瑟列夫博士) 



*

奈米碳管
捲曲的石墨烯

一維

富勒烯(碳60)
球狀的石墨烯

O維

石墨(graphite)
是由無數碳原子層疊合而成，
因此被視為多層石墨烯堆積
組成的三維晶體

石墨烯
平面二維結構



*

Top-down(把石墨剝開成石墨烯)

*機械剝離Mechanical exfoliation

*膠帶黏拆法(諾貝爾獎法)

*剪力剝離、研磨剝離

*物理性剝離 Physical exfoliation

*液相剝離Liquid phase exfoliation(氧化還原法)

*熱剝離Thermal exfoliation

*. . .(族繁不及備載)

Bottom-up(碳原子結晶成石墨烯)

*化學氣象沉積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CVD)

*外延長晶法Epitaxy

*. . . (族繁不及備載)



發明專利I633055
石墨烯粉體絮凝物及其製造方法

就石墨烯的一般量產製程來看，目前被大量使用的酸氧化反應製程或溶
劑剝離製程，不僅在製程中都會添加大量的酸鹼溶劑及化學藥劑，容易
有殘存於最終產品而危害人身安全的疑慮外，同時，製程中所產生的大
量廢水也會排放至環境，或者還需要藉由高溫加熱蒸發至空氣中，這將
會對環境造成難以挽回的汙染危害。

宇興碳素率先採用電子級超高純度石墨為原料，以全乾式製程-直接連
續物理技術(Direct Continuous Phsical Technology)生產高品質的石
墨烯原料，生產製程中不使用酸、鹼及有機溶劑等危害人體及環境的化
學藥劑，經SGS重金屬殘留量檢驗測試(驗證規範:EN71-

3:1994+A1:2000/AC:2002)證實，宇興碳素生產之石墨烯原料中均未檢
出常見之8大重金屬殘留物質，滿足紡織業者中原料最高使用標準。同
時，由於乾式製程也代表著我們可以在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各式溶劑及水
等物質，不僅可以在原料階段就可以保證不具殘留的化學物質外，同時
也不須經過後續耗能的烘乾與處理汙水等不環保的生產程序，因此，使
用宇興碳素所生產的高品質石墨烯原料，就代表著用愛護環境及守護你
我家園的態度，來體驗石墨烯創新科技的魅力。



石墨烯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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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REACH檢驗報告

石墨烯無毒物檢出證明
EN71-3:1994

通過過敏反應測試ISO 10993-10



石墨烯 ≠氧化石墨烯
石墨烯≠還原氧化石墨烯

摘錄引用2018蔡宜壽教授於宏遠興業研討會內容



*

• 高透光 97.7%的透光度

• 高熱傳導性 5300W/m‧K，高於奈米碳管(3500)和金剛石

(900~2320)，銀(420)

• 高強度 125GPa，碳纖維的50倍，鋼的300多倍

• 優異的彈性 楊氏係數高達1TPa

• 室溫下最低電阻 只約10-6 Ω·cm，比銅和銀略低

• 高電子遷移率 15000cm2/V·s，比奈米碳管高，矽晶的10

倍以上

• 超薄但不透氣一個原子的厚度，強度高是因為它雖然薄到

極致卻非常緻密，即使原子尺寸最小的氦也無法穿透它

• 高電流承載率石墨烯導電密度為銅的一百萬倍

file:///D:/石墨烯/紡織所導熱影片.mp4


聚酯石墨烯75/72 DTY(RECYCLE)

尼龍石墨烯抗菌消臭70/48D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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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逸散值&
熱傳導率有
高達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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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erature was measured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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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face of the test sample.

Radiation distance：100CM  

Measurement environment：25±2℃

0

10

20

30

40

50

60

0 60 120 180 240 300 360 420 480 540 600

Te
m

p
e

rt
u

re
(℃

)

Time(S)

Function(℃)

Standard(℃)

石墨烯
原色SD PET

升溫曲線



聚酯石墨烯75D/72 DTY染色前後升溫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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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摩擦帶電壓&保溫值測試&遠紅外線測試



均溫導熱、持續涼感(ISO-11092-M)
尼龍石墨烯抗菌消臭70/48DTY

MICRO MODAL+N(G)+OPMR+N+OP

尼龍石墨烯
持續涼感

瞬間涼感

織物組織設計決定
涼感或熱感



Graphene industrial yarn strength

增加強度/耐磨

250/48高強力紗

聚酯釣魚線

75/72平織布



尼龍石墨烯抗菌70/48DTY金黃色
葡萄球菌、肺炎桿菌



石墨烯 3.33 dtex x 64mm staple fiber

石墨烯RAYON開發中

30’s  38’s石墨
烯 /Rayon混紡

石墨烯隔熱膜/皮膜

溫差7°C



一般聚酯棉(白色) 石墨烯發熱棉(灰色) 

照射

時間

(mins) 

表面溫

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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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孝親被



合作廠商

使用德春公司高品質石墨烯/碘抗菌紗
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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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懶人塑崩褲
https://www.hurrybuy.com/products/pp-lazypants

得展棉業使用德
春公司高品質石
墨烯/碘抗菌紗
線材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3tjU1fhik


(2)PET親水涼感----涼感原理

1、 涼快的感覺怎樣來：基本上是人體「產熱」V.S.「散熱」到環境之

間的關係；當「散熱」>>>「產熱」，人會感覺「涼或冷」；「產
熱」>>>「散熱」，人會感覺「熱或溫暖」；人體產熱大小是動態的，
與活動強度有關；散熱多寡也是動態的，與環境溫濕度+風速+服裝系
統有關。
2、 人體的散熱模式：以輻射、對流、傳導(以上乾式散熱)、蒸發(濕式
散熱)為主；又可依據「夏季」的使用情境區分為3種>>>

A、高流汗量的戶外與室內運動，例如戶外跑步與室內重訓及有氧；此

時人體散熱以流汗蒸發為主。

B、低流汗量的戶外旅遊休閒活動，例如旅行與鄉野漫步；此時以遮蔽

太陽輻射熱+紫外線為主，避免曬傷與過多的輻射熱。
C、極低流汗量的空調室內辦公與會議，例如一般都會區的上班情境，

此時人體散熱以輻射+傳導為主。

引用尹承達老師2021.07.30.我的雲端自戀筆記第173篇
#Tnet #尹觀點 #紡織科普 #夏季單品 #排汗 #防曬 #涼感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4092393250828666&id=10

0001740943159



(2)PET親水涼感

PT AS04B35為使用改質的親水高分子用於PET fiber之親水母粒，可以
提高紡織品吸水性，更有助於織物吸排與涼感效果，且不影響紗線其透
明性及加工性能，又可提高織物之抗靜電效果，另外在染色處理時亦可
提高染料對織物親和力。有別於使用礦石添加達到的瞬間涼感，沒有回
潮率的增加與吸水擴散的效果，更有織造時產生磨針的風險。

圖片引用
https://kknews.cc/news/x8k9mk
9.html



1.回潮率(ISO139:2005 /GB6503-2008): 1.0%
2.瞬間接觸感溫標準Q-max（FTTS-FA-019/GB/T 6529）
通過TTRI標準:針織Q-max≧ 0.13，通過中國國標涤纶纺织品標準Q-
max≧ 0.15

3.吸水擴散面積(FTTS-FA-004/GB/T 21655.1)
4.吸水爬升高度((FTTS-FA-004/GB/T 21655.1): 11CM



(3)高耐水洗螢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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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符合 ISO EN 20471 之規範。(水洗25次)
2.通過美國(ANSI/ISEA 107- 2015)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High-Visibility Safety Apparel and 

Accessories工業水洗25次標準
3.通過GB/T 3922-2013 纺织品耐汗水牢度測試，經CTI 測
試可達4-5級。



阻燃作用就是在聚合物材料的燃燒過程中能阻止或抑制其物理或化學變化
的速率。這些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吸熱效應 其作用是使高聚物材料的溫度上升發生困難，如水合氧
化鋁受熱後能脫水產生吸熱效應，進而抑制了材料溫度的上升，從而產生
阻燃效果。

（2）覆蓋效應 阻燃劑在高溫作用下熔融或分解生成覆蓋層，從而抑制
高聚物分解產生的可燃性氣體的逸出，也阻礙了氧氣的供給，起到阻燃效
果。硼酸及磷酸酯類就是按此機制發揮作用。

（3）稀釋效應 阻燃劑在燃燒過程中產生大量不可燃氣體，如CO2，
NH3，HCl和H2O等，從而稀釋了可燃氣體和氧氣的濃度，實現阻燃。

（4）抑制效應 高聚物的燃燒主要是自由基連鎖反應。有些物質能捕捉
燃燒反應的活性中間體HO?，H?，?O?，HOO?等，抑制自由基連鎖反應，
使燃燒速率降低，直至火焰熄滅。常用的溴類、氯類等有機鹵素化合物就
有這種抑制效應。

(4)低磷阻燃---阻燃原理



PT FR05B131為特殊有機磷氮系複合配方用於PET fiber之阻燃母粒，可以讓纖
維燃燒瞬間快速表面成炭，並阻絕空氣中氧的作用而達到阻燃的效果。紡絲
後纖維的白度佳、強力好、各種磷含量彈性調配、與色母混合相容性佳、價
格相當有競爭力。

1.通過CNS10285  L3196-1995 A-1，測試結果---L.O.I≧30

2.通過中國國家標準BG/T 14644-2014(45°方向燃燒)，GB/T8629-2017
水洗前後測試結果-------取樣五點均未點燃。

(4)低磷阻燃



通過歐盟RoHs安全檢測項目
通過OEKO-TEX安全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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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PA 認證銀離子抗菌纖維

使用日本富士化學銀離子抗菌粉體製
作PBT/PA BASE母粒，進行抽紗，可
達到染色後仍有抗菌效果。



富士化學抗菌劑 - Bactekiller

Bactekiller是一種能抑制生活中細菌、黴菌和病毒的活動，追
求清潔舒適生活空間的高安全性無機銀離子抗菌劑。
富士化學銀離子抗菌劑在日本市場佔有率NO.1 ，且在歐美市
場與BASF社共同合作，為世界佔有率NO.1的無機銀離子抗
菌劑MAKER!

メーカー名 シェア（％） 販売量（t)

富士ケミカル 34.4 380 

シナネンゼオミック 23.5 260 

石塚硝子 23.5 260 

東亞合成 13.6 150 

その他 5.0 55 

合計 100.0 1,105 

資料來源：株式会社富士キメラ総研
2017年高機能添加剤・ハイブリッドマテリアルの現状と将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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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醫療級碘材料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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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得展棉業張執
行長使用碘抗菌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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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找到抗疫神器「減少99.99%新冠病毒」優碘竟是關鍵配方
2020-10-08 13:05 聯合新聞網 / 綜合報導
根據韓國媒體「朝鮮日報日文版」報導，高麗大學醫學部病毒
研究所的小組在日前，使用含有0.45%優碘試劑的醫藥進行實驗，
結果發現能減少99.99%的新冠肺炎病毒。該小組也將這個成果
發表在「大韓微生物學會誌」上。

http://www.chosunonline.com/site/data/html_dir/2020/10/07/2020100780314.html


有效又安全的居家抑菌商品

碘為我們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之一，是一種極為有效又安全的居家
抑菌商品。
纖維應用含量0.2~0.5wt%，即可具抗菌效果。
可應用Solution dye方式，進行纖維上色，並且保持抗菌效果。
纖維經過多次水洗後仍有抗菌效果，具長效之特色。

202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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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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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含量289ppm



(7)氧化鋅抗菌

氧化鋅奈米粒子，會釋放鋅離子，造成電荷不平均，使得
細菌外層結構破壞。 作用機制與銀奈米粒子不相同之處，
在於氧化鋅奈米粒子，易產生活性自由基，造成細胞遺傳
物質與蛋白質遭到破壞，達到抗菌功效。



氧化鋅抗菌PET-抗菌效果

染色後水洗20次

請使用中性精煉劑，染色不可使用柔軟劑



(8)PET-防黑黴抗菌母粒

通過AATCC 30 黑麴黴菌測試
通過AATCC 30 鬚髮癬菌測試(水洗20次)

通過AATCC 100 金黃色葡萄球菌測試

內衣褲、襪子、浴巾、鞋子、背包、帳篷類容易在溼熱環境下藏污納垢，成為黴菌
滋生的適宜場所。尤其黑黴菌是最難去除。危害使用者的身體健康。



(9)抗靜電母粒

運用石墨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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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 CB 96A11石墨烯抗靜電母粒

織物結構 ( 平織 ) 以壓條式測抗靜電阻抗值
經紗 75D/72F 半光 DTY 阻抗值 4.09 e10 ohms/sq

緯紗 75D/72F DTY石墨烯抗靜電母粒(PB CB 96A11) 55.8%RH 27.8℃

以重捶探針測抗靜電阻抗值 4.31 e09 ohms/sq



(10)吸光發熱(遠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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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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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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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靜電戶外照光特性比較

https://youtu.be/5SqbcVOi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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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be dy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