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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布料吸濕排汗特性比較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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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蕊吸試驗測試、擴散面積測試和乾燥時間測試針對一般布料和排汗衫布料的吸濕排汗特性進行比

較，結果顯示，此三種測試的表現均以吸濕排汗布料較成衣布料的表現來的好。另外由於本研究檢測方式簡

易可行，因此未來可以針對更多不同特性的布料進行檢測比較。 

 

關鍵字：布料、吸濕排汗 

 

 

壹、 緣由與目的 

  在一般日常生活和運動情境下，我們對於穿著之

衣服一定有所要求。在這其中，影響到穿衣者舒適程

度或運動表現的吸濕排汗特性勢必是廣大消費者所在

意的事(王立主，2005)。 

  為了增加消費者在穿著衣服的舒適性和其在從事

運動時能夠降低流汗所造成的影響，坊間業者紛紛推

出各種不同之排汗衫，當然這些排汗衫也就成為容易

流汗、需要從事勞力工作和想要從事運動休閒活動的

消費者之首選了。 

  市面上排汗衫種類可說是五花八門，如何選擇乃

是消費者所要面對的問題。而在選擇過程中，除了消

費者自身感受外，若能夠提供科學化資料，便能有更

為客觀之效果。鐘志鴻、李貴琪、戴旭志(2004)和黃

世鑫、李貴琪、戴旭志(2005)曾經以蕊吸試驗測試、

擴散面積測試和乾燥時間測試針對警用襯衫布料的吸

濕排汗特性進行研究，本研究則嘗試依循上述研究的

方法，針對一般布料和排汗衫布料的吸濕排汗特性進

行比較，研究結果可瞭解排汗衫布料的吸濕排汗特性

是否較佳；另外，透過本研究實作也可讓運動相關科

系實驗室累積經驗，進而在運動產品研發與檢測上能

有更為多元的涉入。 

 

 

 

 

 

圖一、本研究進行研究之布料 

 

貳、材料與方法 

(一)布料 

本研究以三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成衣布

料（成衣布料）和明佳運動用品有限公司（普羅博士

Dr.Pro 羽拍運動休閒）所提供之吸濕排汗布料（吸濕

排汗布料）作為本研究要進行分析與比較的布料(如圖

1)。 

(二)實驗儀器與方法介紹 

本研究參考鐘志鴻等人 (2004) 和黃世鑫等人

(2005)研究方式，在研究過程中針對溫濕度進行控

制，詳細的實驗儀器與方法如下列之說明。 

1.蕊吸試驗測試 

將要測試的布料剪成 2.5 公分×25 公分長條狀試

片，在試片下方夾一約 3 公克重的夾子使試片能垂直

置入水中，於試片置入水中後的 5、10、15、20、25、

30 分鐘量測試片吸水高度。 

2.擴散面積測試 

將面積為 100 帄方公分的圓形布料試片放在不吸

水的不銹鋼板上，以滴管將 0.2 毫升的水滴到試片上

並且以數位相機(Nikon L21)拍攝水分擴散的影片，之

後以 ImageJ 影像處理軟體分析水分滴到試片後 20、

40、60、80 秒時的水分擴散面積。 

3.乾燥時間測試 

將 2.5 公分×25 公分的長條狀試片浸入水中 5 分

鐘，之後取出至試片不再滴水，接著將試片置於微量

天秤(SHIMADZU AW220)並且於試片剛放置於微量

天秤還有放置到微量天秤後第 10、20、30、40 分鐘時

量測試片的重量。 

(三)資料分析 

乾燥時間測試資料以百分比呈現，即試片剛放置

於微量天秤的重量為 100%，之後分別將放置到微量

天秤後第 10、20、30、40 分鐘的試片重量除以剛放置

於微量天秤的重量並且乘上 100，進而以百分比的資

三星紡織公司布料 

明佳運動用品公司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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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形態呈現。 

上述分析和作圖均以 EXCEL 軟體完成。 

 

參、結果與討論 

圖一、蕊吸試驗測試結果 

圖二、擴散面積測試結果 

圖三、乾燥時間測試結果 

圖一是蕊吸試驗測試的結果，由結果看來，不論

是成衣布料或者吸濕排汗布料，在第 5 分鐘其蕊吸試

驗試片的吸水程度有快速增加的情形，之後的增加幅

度則趨於帄緩。當然整體看來，蕊吸試驗試片的吸水

程度是以吸濕排汗布料表現較佳。 

圖二是擴散面積測試結果，由曲線變化看來不論

是成衣布料或者吸濕排汗布料，在第 20 秒擴散面積均

急速增加，之後增加速度便趨於帄緩，整體看來，蕊

吸試驗試片的擴散面積程度也是以吸濕排汗布料表現

較佳。 

圖三是乾燥時間測試結果，由結果看來，在第 10

和第 20 分鐘吸濕排汗布料的乾燥程度較佳，直到第

30 分鐘和第 40 分鐘兩者的乾燥程度才逐漸拉近。 

鐘志鴻等人(2004)和黃世鑫等人(2005)在針對警

用襯衫布料和吸濕排汗布料進行吸濕排汗的測試時發

現，吸濕排汗布料在吸濕排汗的表現上優於警用襯

衫，而本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果，證實吸濕排汗衫在

此方面的特質。另外本研究的檢測方式簡單易行，在

未來也可以針對不同特性的紡織品布料進行檢測比

較。 

 

肆、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討論，本研究結果與建議如下。 

(一)在蕊吸試驗測試、擴散面積測試和乾燥時間測試

的表現上均以吸濕排汗布料較成衣布料的表現來的

好。 

(二)本研究檢測方式簡易可行，未來可以針對不同特

性的布料進行檢測比較。 

 

伍、參考文獻 

王立主(2005)。吸濕排汗速幹紡織品之技術演進與趨

勢分析研究。未發表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織品服

裝學系，新北市。 

黃世鑫、李貴琪、戴旭志(2005)。華岡紡織期刊，12(4)，

383-391。 

鐘志鴻、李貴琪、戴旭志(2004)。華岡紡織期刊，11(2)，

178-188。 

 

致謝 

感謝三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與明佳運動用品有限公司

（普羅博士 Dr.Pro 羽拍運動休閒）提供本研究所需之

布料。 

0

2

4

6

8

10

12

14

0 5 10 15 20 25 30 35

分鐘

公
分

成衣布料 吸濕排汗布料

0

5

10

15

20

25

30

0 20 40 60 80 100

秒

帄
方

公
分

成衣布料 吸濕排汗布料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0 10 20 30 40 50

分鐘

百
分

比

成衣布料 吸濕排汗布料



劉于詮  蘇宣輔 / 華人運動生物力學期刊  7(2012) 226-228 

 

228 

 

*Corresponding author. Yu-Chuan Liu . Department of  Athletic  Sports,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 ycl@mail.cjcu.edu.tw 

 

  

 
   AN IMPLEMENTATION OF COMPARISON ON    

  DIFFERENT FABRIC QUALITIES OF MOISTURE    

       ABSORPTIOBN AND RELEASE 

 

Yu-Chuan Liu
*
  Shiuan-Fu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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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fabric absorption height, diffusion area and drying test were proceeded to compare 

fabric qualities of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release between normal and sweat shirt fabric. The result 

showed sweat shirt fabric performed well in these three tests. Moreover, these tests could be aimed 

and proceed at more fabrics with different qualities due to these tests were easy and feasible.  

 

Keywords: fabric, moisture absorption and rel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