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109 年度之獲證專利、申請中專利及可移轉技術成果公告 

1.本次公開可移轉技術共計有 36 筆，均非專屬授權，如下表所示。 
中文名稱  技術特色  可應用範圍  

氣液相複合紡絲押出技術 以氣液相共押出紡絲技術紡製中空纖維 戶外外套、睡袋、寢具等保溫材
料 

熔噴複合長纖維不織布技術 以長纖維送絲模組將長纖維導入熔噴纖維中形成高蓬鬆
不織布 

戶外外套、睡袋、寢具等保溫材
料 

感濕伸縮纖維紡織品 開發一種感濕動態透氣調節紡織品，衣服於運動流汗
時，織物開孔增加透氣性；運動後衣服回乾，織物閉合
減少散熱 

低、中運動量紡織品，戶外休閒
紡織品/室內運動紡織品 

感溫濕度調節纖維紡織品 開發一種感溫動態調濕紡織品，於運動高發汗階段，可
快速導濕並蒸發汗水，降低體表溫度；運動恢復期，織
物減少蒸發量以維持體溫 

中、高運動量紡織品，戶外運動
紡織品/運動時尚紡織品 

次微米纖維膜 開發一種平均纖維直徑達次微米級之熔噴不織布及其壓
模技術 

高濾效空氣濾材，戶外服裝用防
水透氣膜 

單向導濕紡織品噴墨技術 透過噴墨方式同步進行親水材料及疏水材料局部噴塗應
用，減少藥劑、水資源及能源消耗量，並可依客戶需求
提供客製化服務。 

瑜珈服、慢跑服、車衣、球衣等 

紡織品數位檢驗 開發快速反應布面品質檢驗系統，應用高效視覺辨識並
具有 AI 智慧檢驗之功能 

驗布檢驗設備、定型機品質檢
驗、織布機品質檢驗、紡織品線
上生產設備品質檢驗 

彈性針織面料推薦系統 整合織物數據資料庫，連動拉伸彈性紡織品數位設計開
發平台，包括織物數據集、數據分析模組及數據分類分
群的智能學習模型 

可協助廠商快速獲得所需機能性
面料的相關生產開發參數 

濕熱雙適應紡織品檢測評估
技術 

本技術針對濕熱雙適應紡織品特性建立雙條件下(20℃
*65%RH/ 35℃*30%RH)各種相應的評估流程及評估技
術，包括：分別參照 AATCC 201-2014 modified method、
MS 136A 建立織物乾燥速率、蒸發性能評估；並且運用
溫熱流汗假人建立 3 階段活動模擬以評估穿著智慧機能
服裝其膚溫、熱流動態變化、以及評估運動後之乾燥時
間。 

機能性紡織品、智慧機能性紡織
品、運動服、智慧機能服裝系統 

 動作偵測智慧紡織品智慧
紡織品評估驗證技術 

本技術針對動作偵測智慧紡織品(服裝系統)，建立各種相
應的評估方法，建立包括: 步幅、步長、穩固期、擺盪
期…等評估方法。 

動作偵測智慧紡織品 

高壓水柱防護紡織品檢測評
估技術 

本技術旨在建構安全防護紡織品高壓水柱防護性能評估
技術，測量不同組合層結構安全性能試驗，評估織物耐
切割、耐穿刺、耐磨損與耐水刀水壓的能力。用於測量
和描述材料、產品或組件在控制條件下的水壓危害。 

個人防護裝備、個人防護服 

水濾材紡織品微米級壽命檢
測評估技術 

本研究開發一檢測評估系統，可評估水過濾芯之微米級
壽命性能符合 BS EN 13443-2 

飲用水、製藥業...等等 

再生紡織材料重金屬檢測技
術 

本技術係針對紡織品回收再生產品製程所開發的材料進
行重金屬檢測評估技術，以達到符合 Oeko Tex -100 的品
質要求 

紡織領域及其它 

低電阻導電紗線技術 
藉由導電銀漿配方技術、導電紗線塗佈技術、介面改質
與表面保護技術，建立低電阻、高牢度傳導纖維製程技
術。 

智慧機能紡織品、穿戴式智慧載
具、物聯網暨健康照護及警需工
安服飾 

RFID 紗線化技術 
以膜材天線與 RFID 結合，可大量降低製作成本與提高
量產化可行性，封裝後使用紗線以編織法包繞成型，可
水洗和耐酸鹼。 

可應用於染整場域，透過整合廠
商 ERP 系統，快速排定生產流程
與製造程序、控管每塊布料的生
產品質，並透過大數據資訊收
集，達成全製程管理。 

直流驅動高亮度電致發光紗
線化技術 

利用濕式 OLED 的技術，來製作低驅動電壓且高亮度發
光纖維，並引進不同偶級的材料來調控 OLED 元件中發
光分子排列，降低元件的驅動電壓並提高出光率與亮度。 

&#8226;具可自主操控之發光纖
維創新時尚紡織品，如：服裝、
飾品、家飾、帽子、袋包、鞋類
等。&#8226;光警示作業服、安全
護具及裝備。&#8226;生醫光學感
測紗線。 



中文名稱  技術特色  可應用範圍  

精準動作偵測服飾整合技術 

二合一動作偵測服飾系統技術係指易穿脫服飾結構嵌入
多組彈性織物排線與織物型肌電圖用電極，連結無線電
子裝置，可同時偵測穿戴者的肢體關節角度與肌肉活動
狀態之數據。 

健身服飾、復健輔具、軍事訓練
偵測服飾、專業選手服飾、AR/VR
偵測載具等等 

機台狀態監測及維修預測技
術 

本技術感測紡織設備相關參數，建立設備穩健度預知模
型，提早預警馬達損壞。 

適用紡織相關設備之機台運轉狀
態感測，機台故障原因分析，機
台設備診斷，機台設備排程。 

染缸排程模組 
根據訂單交期、胚布規格、染色機容量、最少清缸原則，
進行工單排程。 

節省排程時間，減少清缸數，節
省水資源 

PU 系染料墨水合成技術 

將染料與水性 PU 反應成水性 PU 系高分子染料，並調製
成墨水，直接噴印於 PET 布(含 8%OP)不需經前處理，
此墨水可以在 130℃下定型 3 分鐘即可硬化，PU 系染料
墨水噴印均染性、乾濕磨擦牢度均較顏料系佳 

噴墨印花技術 

改質型聚醯亞胺薄膜孔洞結
構控制技術 

將聚醯亞胺高分子進行改質，透過交聯反應使低固含量
的聚醯亞胺高分子(20wt%)擁有高黏度(超過 10000cp)，
便能在溶劑置換後仍維持薄膜強度，且因低固含量，高
分子仍有足夠空間使溶劑置換形成多孔洞結構，使之成
為具抗結垢性能之ＵＦ過濾膜 

油水分離膜節能反光膜鋰電池絕
緣層輕量保溫織物 

超細纖維防水透氣複合膜技
術 

The North Face 在 2019 年推出的 FUTURELIGHT 技術，
宣稱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防水透氣戶外材質」，採用奈
米紡絲技術以及環保的製程開發是我們的產品目標 

防水透氣複合膜 

高溫 sizing agent分子設計及
合成技術 

本計畫開發之 sizing agent 在 PEI/CF 系統界面強度達
57MPa，提高 1.5 倍，提高界面強度，可自主開發高強力
碳纖預浸料，依循環經濟趨勢，轉型為易回收熱塑複合
材料製程，預計可提高碳纖板強度達世界水準 0.8GPa 

隨著航空宇宙、交通運輸、土木
建築、新能源、海洋、生物醫學、
通訊資訊、軍備、防護等高科技
產業的迅速發展，對纖維材料性
能的要求越來越高，也促進了對
新型纖維的研究與開發，未來發
展著重於高強力、輕量化、易回
收等主軸 

兼具易去汙之無氟撥水劑開
發 

將雙離子化合物導入架橋劑系統，有助於提升耐久性，
且因雙離子官能基且具高親水性，且與助劑相容性高，
可搭配不同後整理加工助劑，並提升產品價值 

戶外運動與休閒用紡織品 

吸光阻熱變色複合機能纖維
技術 

本計畫透過纖維化技術的開發，開發出吸光阻熱變色複
合機能之纖維，其中包含耐隆 UV 光致變色纖維開發、
紡絲用阻熱材料細化及深入探討吸光阻熱變色複合機能
之可行性評估，利用複合之環境應達機能提升產業附加
價值 

特殊染料工塑母粒工程塑膠化纖
母粒合成纖維 

高頻纖維複合材料技術  
開發 PEI 材料改質及紡絲技術，藉以 PEI 優異的介電特
性發展 5G 高頻/高速電子複合材料，開發高附加價值纖
維產品 

高性能纖維正進入蓬勃發展的新
階段，而 PEI 在通訊資訊等高科
技產業應用，具有非常優異的介
電特性，可應用在高頻/高速電路
板開發，以解決現階段電子產品
傳輸損耗過大的問題 

手部電刺激抓握輔助紡織品
技術 

無法達到肌肉收縮。本計畫目的為發展主動搭配濕式複
合電極式中風後動作復能輔助穿戴技術，開發功能性電
刺激、人因工程與使用性穿戴設計，結合肌肉程序控制
達到肢體動作控制功能，未來暨技術擴散可應用在復健
輔助搭配連結健保或長照給付項目與服務流程和健身訓
練與軍事等應用市場 

醫療復健與肌肉訓練運動或生理
訊號用之健康促進之應用產品，
如護具等 

紡織設備 IoT 技術 

紡織業陸續投入數位轉型。紡織製程繁複冗長，設備品
牌多，機型雜陳，缺乏通訊標準，資料擷取與互通難。
各家開發的軟體或模組無法共用。拓充雲端服務時，無
標準地雲環境，雲服務提供不易 

紡織業，提供各工段的智慧機械
雲服務，包括：粗紗機、精紡機、
假撚機、梭織機、圓編機、打色
機、浸漬設備、染色機、定型機
等等 

高細胞親合性異形斷面纖維
編織材料技術 

開發五種異形斷面紡絲模組及 PET 纖維，包括一字形、
十字形、Y 字形、星形以及工字形斷面 PET 纖維，利用
化學改質以及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進行表面親水化改
質，提升纖維親水性及細胞親和性；配合膠原蛋白後處
理加工技術，增加膠原蛋白貼附量，提升材料之生物相
容性。開發植入醫療材料編織技術，配合所需醫療材料
之機械特性，設計高強度或是高延展性之編織材料。本
技術已於 108 年 6 月申請中華民國專利。開發五種異形
斷面紡絲模組及 PET 纖維，包括一字形、十字形、Y 字
形、星形以及工字形斷面 PET 纖維，利用化學改質以及

植入性醫療紡織品高強度傷口敷
材親膚性紡織品消耗性醫療紡織
品 



中文名稱  技術特色  可應用範圍  

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進行表面親水化改質，提升纖維親
水性及細胞親和性；配合膠原蛋白後處理加工技術，增
加膠原蛋白貼附量，提升材料之生物相容性。開發植入
醫療材料編織技術，配合所需醫療材料之機械特性，設
計高強度或是高延展性之編織材料。本技術已於 108 年
6 月申請中華民國專利 

紡織品數位傳輸色校技術 
RFID 傳輸紡織品線上打樣顏色;即時修正打樣色與色差
補償 

染整、印花之對色打樣、量產工
程 

濕製程熱能再應用技術開發 
鍋爐預測濕製程中所需蒸氣量，將鍋爐調控至正確壓
力，並調控回收水，對現場排程進行冷卻水量預測，以
滿足現場需量的前提下，調整機台的參數。 

染整製程 

配方數位節能決策技術 

開發具半自動判讀之配方數位節能決策系統，取代傳統
人工判斷，由智動決策模組決策適配與否、相容性與否，
解決不適配與不相容問題，提升一次對色率，提升染色
製程節能。 

紡織染整業染色品質改善，提升
一次對色率 

高透光遮熱塗佈材料開發技
術 

本計畫以氣凝膠/中空玻璃珠/雲母粉體與水性樹脂的混
合運用，達到遮蔽近紅外線波段，並有部分光線穿透的
效果，能有效提升陽光熱阻斷能力並同時增加居住之光
舒適性。 

可應用於須透光、遮蔽太陽熱能
的產品。如住商隔熱簾，透光帳
篷、遮陽傘、農業用膜等。 

高透光遮熱紗線開發技術  
建立遮熱紗線開發技術，進行紡絲及 DTY 或 ATY 加工，
完成遮熱聚酯加工紗線可有效提升其對陽光之熱阻斷能
力，以降低空調環境之能耗 

窗簾、遮陽傘、服飾 

高透光遮蔽織物開發技術 
利用 2 層織物組織結構，以及經過配紗設計，可有效控
制織物開孔位置與開孔率，形成可任意控制與調整的採
光織物。 

窗簾 

高透光隔熱遮陽系統檢測評
估技術 

符合 CNS13749 遮光性測試，符合標準 ISO 9050、ISO 
52022-1 之日照熱輻射取得係數 SHGC，符合 EN 14501
熱舒適評級 

窗簾布、遮陽布 

 

2.本次公開專利共計有 233 筆 (獲證 54 筆，申請中 179 筆 )，均屬非專屬授權，如下表所示。 

專利名稱  專利號碼  
核准
國家  

摘要  

改質聚醯胺的製作方法 I684683 
中華
民國 

本發明係關於改質聚醯胺及其製作方法，以及耐隆複合纖維。特別係
關於利用二乙基三胺為反應物之一所製得的改質聚醯胺及其製作方
法，以及包括此改質聚醯胺的耐隆複合纖維。 

聚酯纖維及聚酯的製作
方法 

I684612 
中華
民國 

一種聚酯纖維包括：第一聚酯纖維，第一聚酯纖維包括聚酯，聚酯係
由對苯二甲酸、乙二醇、至少一二酸及至少一二醇共聚合而成，至少
一二酸係選自由己二酸及 1,4-環己烷二羧酸所組成的群組，至少一二
醇係選自由乙氧化-2-甲基-1,3-丙二醇、2-甲基-1,3-丙二醇及己二醇所
組成的群組。 

螢光纖維及其製造方法 I684684 
中華
民國 

提供一種螢光纖維及其製造方法。螢光纖維包括纖維本體以及複合顏
料，複合顏料附著於纖維本體上。纖維本體包括聚醯胺、聚酯、聚丙
烯或熱塑性聚胺基甲酸酯。複合顏料包括螢光顏料及二氧化鈦，二氧
化鈦附著於螢光顏料上，螢光顏料與二氧化鈦的重量比例為 2.5 至
17，二氧化鈦的晶型為金紅石型。 

自行車褲 I684416 
中華
民國 

一種自行車褲，包括褲子本體、一對第一感測電極、一對第二感測電
極、一對第三感測電極、一對第四感測電極以及多條導電包芯紗。褲
子本體為織物結構。第一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右下肢的股四頭
肌區塊。第二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左下肢的股四頭肌區塊。第
三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右下肢的股二頭肌區塊。第四感測電極
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左下肢的股二頭肌區塊。導電包芯紗設置在褲子本
體上，並電性連接對應的感測電極。每一導電包芯紗包含隔離管及位
在隔離管內的第一導電紗線，且第一導電紗線相較於隔離管的超喂率
為 20%~80%。 

窗簾布 M590409 
中華
民國 

一種窗簾布包含不織布基布、第一不織布層以及第二不織布層。不織
布基布具有相對的第一表面及第二表面。第一不織布層配置在不織布
基布的第一表面且與不織布基布彼此纏結。第二不織布層配置在不織
布基布的第二表面且與不織布基布彼此纏結。不織布基布、第一不織
布層以及第二不織布層有相同的基底材料(base material)。 

非浸泡式水洗設備的調 I684690 中華 一種非浸泡式水洗設備，用於對布料進行水洗製程。非浸泡式水洗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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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法 民國 備包含清洗槽、導引機構、張力感測器、離心噴流機構以及控制器。
清洗槽具有進布口與出布口。導引機構設置以將布料由進布口導引至
出布口。張力感測器設置以偵測布料上的張力。離心噴流機構設置於
清洗槽內，離心噴流機構提供化學溶液以噴射至布料。控制器用以根
據張力感測器偵測的張力值，控制離心噴流機構。 

織物排線及應用其的智
能服飾 

ZL201920295340.X 
中國
大陸 

一種織物排線，包含基底紗層以及走線。基底紗層由彈性紗線編織而
構成，其中基底紗層為長條狀並沿第一方向延伸，且基底紗層具有第
一邊緣、第二邊緣以及位在第一邊緣與第二邊緣之間的走線區。走線
配置於基底紗層的表面，並具有第一連接部、第一彎曲部、第二連接
部與第二彎曲部，其中第一連接部自走線區朝著第一邊緣延伸，並與
第一彎曲部連接，其中第二連接部與第一彎曲部連接，且第二連接部
自第一彎曲部朝著第二邊緣延伸，並與第二彎曲部連接。 

電熱織物  ZL201920324078.7 
中國
大陸 

電熱織物包含第一布材、第二布材、電子元件、第一導電部、第二導
電部以及封裝層。第一布材包含第一基布與配置在第一基布上的第一
導電層。第二布材與第一布材分離，並包含第二基布與配置在第二基
布上的第二導電層。電子元件具有第一接腳與第二接腳，其中第一接
腳透過第一導電部電性連接第一導電層，第二接腳透過第二導電部電
性連接第二導電層。封裝層將第一接腳與第一導電部固定在第一布材
上並也將第二接腳與第二導電部固定在第二布材上，其中第一布材與
第二布材各自具有滲透區，且滲透區包括封裝層的一部分。 

織物模塊及使用其的肌
電感測模塊  

ZL201920294364.3 
中國
大陸 

一種織物模組，包含第一彈性防水膜、多個導電圖案、第二彈性防水
膜以及織物排線。多個導電圖案配置於第一彈性防水膜上，其中導電
圖案各自具有相連接的感測電極及導電路徑。第二彈性防水膜設置於
第一彈性防水膜上，並具有多個開口，開口的數量與導電圖案的數量
相同，其中導電路徑被包覆於第一彈性防水膜及第二彈性防水膜之
間，而感測電極自開口露出。織物排線具有多個導電通道，其中導電
通道的數量與導電圖案的數量相同，且導電通道分別電性連接導電路
徑。 

噴墨印花服裝的製作方
法 

I685599 
中華
民國 

一種噴墨印花服裝的製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建立版型圖。依據版
型圖製作服裝模型。於服裝模型上建立曲面座標網格。以平行光源正
投影的方式將印花圖案投影至服裝模型上，其中印花圖案的部份分布
在服裝模型的對接縫紉處。依據曲面座標網格定位印花圖案，以獲得
多個曲面定位數據。依據多個曲面定位數據建立印花圖案平面設計
圖。依據印花圖案平面設計圖對布料進行噴墨印花製程後進行裁切製
程，以獲得多個印花圖案裁片。將印花圖案裁片製作成服裝成品。 

智能手套 ZL201920294365.8 
中國
大陸 

一種智慧型手套，包含手套載體、第一導電部、第二導電部以及電路
連接部。手套載體具有多個金屬扣連接部，金屬扣連接部配置在手套
載體的手背上。第一導電部配置在手套載體上且由手套載體的手背向
五指的第一指節延伸。第二導電部配置在手套載體上且由五指的第一
指節延伸至第二指節。電路連接部配置在手套載體上且具有多個導電
線路，並將第一導電部及第二導電部電性連接至多個金屬扣連接部。 

導電紗線的製造方法 I685598 
中華
民國 

提供一種導電紗線的製造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驟。提供異型斷面紗
線，其中所述異型斷面紗線的表面具有溝槽。將所述異型斷面紗線製
成針織布。將所述針織布含浸於導電樹脂溶液後，進行壓吸步驟及乾
燥步驟，以形成導電針織布。將所述導電針織布解織，以形成導電紗
線。 

用以形成聚醯亞胺的組
成物、聚醯亞胺及聚醯亞
胺膜 

I685544 
中華
民國 

一種用以形成聚醯亞胺的組成物，包括四羧酸二酐單體組分、二胺單
體組分以及溶劑。 

感溫調濕後整理加工用
組成物 

I685597 
中華
民國 

一種感溫調濕後整理加工用組成物，包括感溫響應材料、親水柔軟
劑、架橋劑以及水。感溫響應材料包括聚乙烯醇及聚丙烯醯胺衍生物
的共聚物或聚乙烯醇及聚丙烯酸甲酯衍生物的共聚物。以 1000 重量
份的水計，感溫響應材料的添加量為 16 重量份至 80 重量份，親水柔
軟劑的添加量為 0.1 重量份至 64 重量份，且架橋劑的添加量為 2 重
量份至 8 重量份。 

冷卻服飾系統 I685308 
中華
民國 

一種冷卻服飾系統，包括服飾、換熱管、冷卻系統、導管及馬達。換
熱管配置於服飾上，其中換熱管具有入口端及出口端。冷卻系統包括
容器、至少一鹽類及水，其中容器具有入口處及出口處，至少一鹽類
配置於容器內，水配置於容器內且與至少一鹽類分離設置。導管連接
冷卻系統及換熱管，其中導管將換熱管的入口端及出口端分別連接於
容器的出口處及入口處。馬達配置在導管上，且導管通過馬達連接換
熱管的入口端與容器的出口處。 

吸溼發熱劑及其製備方 I684691 中華 一種吸溼發熱劑及其製備方法。吸溼發熱劑包括 10 重量份至 90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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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民國 份的蛋白質、高分子分散液及餘量的與蛋白質以及高分子分散液不互
溶的載劑。高分子分散液包括 90 重量份至 10 重量份的奈米纖維素。 

涼感織物 ZL201920302186.4 
中國
大陸 

一種涼感織物，包括經紗以及緯紗，其中經紗的編織密度為 160~180
根/吋，且經紗為改質型親水耐綸，具備含水功能，而緯紗與經紗交
織且緯紗的編織密度為 330~370 根/吋，其中緯紗包括改質型親水耐
綸與聚酯的複合紗。 

測試裝置 ZL201920364058.2 
中國
大陸 

本新型創作提供一種測試裝置，用來評估紡織品的熱效應，包括至少
兩個濕度控制槽以及溫濕度感測器。每一濕度控制槽藉由裝載甘油水
溶液或不同的鹽類溶液以維持濕度。溫濕度感測器透過旋轉構件在濕
度不同的濕度控制槽之間移動，其中每一濕度控制槽上方具有探測孔
及放入口，旋轉構件配置於探測孔上方，以使溫濕度感測器透過探測
孔進入濕度控制槽中。 

布料 ZL201920313972.4 
中國
大陸 

一種布料，包括布層以及感濕層。布層具有彼此相對的外表面及內表
面，其中布層包括第一固定部、至少一第一活動部以及至少一第一切
縫。至少一第一活動部連接於第一固定部。至少一第一切縫貫穿外表
面及內表面且圍繞至少一第一活動部。感濕層配置於外表面或內表面
上，且至少連接至少一第一活動部，其中感濕層的材質包括聚乙烯醇
類樹脂。 

濾材 ZL201920327701.4 
中國
大陸 

一種濾材，包括熔噴不織布、熱風棉不織布以及包覆層。熔噴不織布
包括彼此交錯的多條熔噴纖維，且熔噴不織布的基重介於 25 g/m2 至
85 g/m2 之間。熱風棉不織布包括彼此交錯的多條熱風棉纖維，其中
部分的多條熔噴纖維與部分的多條熱風棉纖維彼此相黏附，且熱風棉
不織布的基重介於 65 g/m2 至 85 g/m2 之間。包覆層包覆每一熔噴纖
維及每一熱風棉纖維，其中包覆層的材質包括聚矽氮氟化合物，以及
包覆層的重量為 5%至 10%的熔噴不織布及熱風棉不織布的總重量。 

纖維的製備方法與紡絲
黏液 

ZL201410821753.9 
中國
大陸 

一種纖維的製備方法。在纖維的製備方法中，先將聚合物溶解於離子
液體與鹽類的混合溶液中，以形成紡絲黏液，其中鹽類包括 KCl、
KBr、KOAc、NaBr、ZnCl2 或其組合。接著，以紡絲黏液為原料進
行紡絲製程，以形成纖維。 

紡織設備與其熱能調控
方法 

I686524 
中華
民國 

一種紡織設備，包含熱供應機台、紡織機台、第一管線、第二管線、
第一感測器及第二感測器。熱供應機台用以提升流體的溫度。紡織機
台用以提升織物的溫度。第一管線自熱供應機台的一端延伸至紡織機
台的一端，並用以運輸流體。第二管線自熱供應機台的另一端延伸至
紡織機台的另一端，並用以運輸流體。第一感測器設置於第一管線並
鄰於紡織機台，用以探測流體的溫度。第二感測器設置於第二管線並
鄰於紡織機台，用以探測流體的溫度。 

熱遮蔽織物 M592444 
中華
民國 

一種熱遮蔽織物由經紗與緯紗交互編織而成，其中經紗為熱遮蔽紗。
熱遮蔽織物具有緞紋結構，且熱遮蔽織物的厚度介於 0.3 毫米至 0.6
毫米之間。 

紗窗 ZL201920269966.3 
中國
大陸 

一種紗窗，包含一對載布以及不織布。載布具有網格結構。不織布設
置於載布之間且由載布的網格結構暴露，其中不織布由高分子聚合物
構成並具有多條第一纖維絲與多條第二纖維絲，其中第一纖維絲的纖
維直徑介於 0.7 微米(μm)至 1 微米(μm)，且第二纖維絲的纖維直徑
介於 1 微米(μm)至 10 微米(μm)。 

氣流檢測系統 M592961 
中華
民國 

一種氣流檢測系統，其包括承載元件、第一球閥、吹氣管線以及吸氣
管線。承載元件包括承載表面以及換氣管線，且換氣管線具有位於承
載表面的換氣口。第一球閥包括第一路、第二路以及第三路，且第一
路連接承載元件的換氣管線。吹氣管線連接第一球閥的第二路。吸氣
管線連接第一球閥的第三路。 

耐隆纖維及耐隆的製作
方法 

I689531 
中華
民國 

一種耐隆纖維包括由己內醯胺衍生的重複單元、由己二胺衍生的重複
單元、由己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由癸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以及由含
苯環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由己內醯胺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45
莫耳份至 55 莫耳份。由己二胺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45 莫耳份至
55 莫耳份。由己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15 莫耳份至 30 莫耳
份。由癸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15 莫耳份至 25 莫耳份。由含
苯環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2 莫耳份至 15 莫耳份。由含苯環
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包括由對苯二甲酸衍生的重複單元或由間苯二
甲酸衍生的重複單元。 

染色設備及布料的水洗
時間預測方法 

I693323 
中華
民國 

一種染色設備包括清洗槽、出水管線、迴流管線以及色度感測器。清
洗槽具有進水口與出水口。出水管線連接出水口。迴流管線連接出水
管線，且迴流管線與出水管線之間的夾角介於 40°至 50°之間。色度
感測器可動地設置於迴流管線上，用以測量清洗槽內的液體的水洗色
度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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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醯亞胺混合物及氣體
分離膜 

10,625,216 美國 
本發明是有關於一種混合物， 且特別是有關於一種聚醯亞胺混合物
及由所述聚醯亞胺混合物製得的氣體分離膜。 

數位噴印墨水 10,640,667 美國 

一種數位噴印墨水，其包括吸濕劑、表面活性劑、抗凍劑以及餘量的
溶劑。吸濕劑包括嵌段共聚醚酯。表面活性劑包括丙烯酸嵌段共聚
物。抗凍劑包括乙二醇。數位噴印墨水具有 2 cps 至 12 cps 的黏度以
及 28 dyne/cm 至 40 dyne/cm 的表面張力，且數位噴印墨水的 pH 值介
於 6 至 8 之間。以數位噴印墨水的總重計，吸濕劑的含量介於 5 wt.%
至 11 wt.%之間，表面活性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10 wt.%之間，抗
凍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5 wt.%之間。 

本質型螢光纖維母粒、螢
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I693310 
中華
民國 

提供一種本質型螢光纖維母粒，其包括約 65~80 重量份的基材粉體、
約 1~5 重量份的螢光色料、約 10~20 重量份的耐日光劑以及約 9~15
重量份的添加劑，其中所述基材粉體可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丁二酯。另
提供一種螢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冷卻服飾系統 I693035 
中華
民國 

一種冷卻服飾系統，包括服飾、換熱管、冷卻系統、導管及馬達。換
熱管配置於服飾上，其中換熱管具有入口端及出口端。冷卻系統包括
容器、至少一鹽類及水，其中容器具有入口處及出口處，至少一鹽類
配置於容器內，水配置於容器內且與至少一鹽類分離設置。導管連接
冷卻系統及換熱管，其中導管將換熱管的入口端及出口端分別連接於
容器的出口處及入口處。馬達配置在導管上，且導管通過馬達連接換
熱管的入口端與容器的出口處。 

具有細胞親和性的纖維
及使用其所製成的纖維
製品 

I692559 
中華
民國 

本發明提供一種具有細胞親和性的纖維及使用其所製成的纖維製
品，具有細胞親和性的纖維為經膠原蛋白表面處理的聚對苯二甲酸乙
二酯纖維，且具有異形斷面。 

熔噴不織布 I690633 
中華
民國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聚
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吡咯啶酮且固含量
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程，以
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及所述
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亦被提出。 

熔噴芯鞘型纖維及使用
其的熔噴不織布 

I693309 
中華
民國 

一種熔噴芯鞘型纖維，具有螺旋結構，其中所述熔噴芯鞘型纖維每長
度 100 µm 具有等於或大於 5 個的螺旋數，以及所述熔噴芯鞘型纖維
的平均纖維細度介於 1 微米(μm)至 20 微米之間。 

不織布結構與其製作方
法 

I695102 
中華
民國 

一種不織布結構的製作方法，包含以下步驟。提供由多條熔噴纖維所
構成的熔噴纖維絲幕。在熔噴纖維絲幕中喂入多數個長絲以使其互相
纏結，然後收集並固化長絲與熔噴纖維絲幕纏結的複合物，以得到不
織布結構。 

聚醯亞胺組成物以及分
離膜的製備方法 

10,675,590 美國 
本發明是有關於一種組成物，且特別是有關於一種聚醯亞胺組成物及
使用所述聚醯亞胺組成物的分離膜的製備方法。 

氣流紡紗機 M597297 
中華
民國 

一種氣流紡紗機包含開纖裝置、第一纖維提供裝置、第二纖維提供裝
置、轉動裝置、負壓裝置以及捲取裝置。開纖裝置具有入口以及出口。
第一纖維提供裝置配置以通過入口向開纖裝置提供第一纖維。第二纖
維提供裝置配置以通過入口向開纖裝置提供第二纖維，開纖裝置配置
以打散及混合第一纖維與第二纖維以形成混合纖維。轉動裝置連通出
口並配置以接收混合纖維並形成紗線。負壓裝置連通轉動裝置並配置
以向轉動裝置提供負壓。捲取裝置配置以從轉動裝置捲取紗線。 

耐隆 66 改質纖維 I695023 
中華
民國 

一種耐隆 66 改質纖維，其包括衍生自己二酸與己二胺的第一單體、
衍生自具有長碳鏈的二酸或二胺的第二單體、衍生自具有芳香環的二
酸或二胺的第三單體、衍生自環狀二酸或環狀二胺的第四單體。第二
單體具有 6 個至 36 個碳原子。第三單體具有 8 個至 14 個碳原子。第
四單體具有 6 個至 10 個碳原子。以耐隆 66 改質纖維的總重量計，第
一單體的含量介於 78 重量%至 94.8 重量%之間，第二單體的含量介
於 0.1 重量%至 1 重量%之間，第三單體的含量介於 5 重量%至 20 重
量%之間，第四單體的含量介於 0.1 重量%至 1 重量%之間。 

噴塗液與噴塗液組 I695042 
中華
民國 

本發明實施例提供一種噴塗液與一種噴塗液組。噴塗液適用以噴塗的
方式對織物進行表面處理。噴塗液包括含量範圍為 5 phr 至 30 phr 的
溫度響應功能性組成物。溫度響應功能性組成物用以隨溫度調節噴塗
液的親水性。噴塗液的黏度範圍為 1 cps 至 5 cps。噴塗液的表面張力
範圍為 30 dyne/cm 至 60 dyne/cm。 

數位噴印墨水 I695919  
中華
民國 

一種數位噴印墨水，其包括吸濕劑、表面活性劑、抗凍劑以及餘量的
溶劑。吸濕劑包括嵌段共聚醚酯。表面活性劑包括丙烯酸嵌段共聚
物。抗凍劑包括乙二醇。數位噴印墨水具有 2 cps 至 12 cps 的黏度以
及 28 dyne/cm 至 40 dyne/cm 的表面張力，且數位噴印墨水的 pH 值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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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6 至 8 之間。以數位噴印墨水的總重計，吸濕劑的含量介於 5 wt.%
至 11 wt.%之間，表面活性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10 wt.%之間，抗
凍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5 wt.%之間。 

織物 I695918 
中華
民國 

一種織物，包括基布以及塗層。塗層配置於基布上，其中塗層包括樹
脂基質以及溫度調節粉末，其中基於樹脂基質的含量為 100 重量份，
溫度調節粉末的含量為 20 重量份至 80 重量份，且溫度調節粉末的材
質包括經改質的聚苯胺。 

氣流產生裝置、石墨烯分
散液及其制備方法 

ZL201710350845.7 
中國
大陸 

一種石墨烯粉體絮凝物及其製造方法，此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對
石墨原材進行連續高速往覆壓延製程以製成石墨前驅物，石墨前驅物
具有差排滑移結構。之後，藉由水平方向壓縮氣流使石墨前驅物進行
插層反應，以形成石墨烯與氣體層間化合物。接著，藉由層間氣流壓
力釋放使石墨烯與氣體層間化合物進行膨脹剝離反應，以形成石墨烯
聚集體。然後，使石墨烯聚集體在氣流中懸浮漂移並相互碰撞，以產
生石墨烯粉體絮凝物。 

耐磨纖維、耐磨與耐衝擊
纖維及其母粒 

ZL201611208434.6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耐磨纖維的母粒及使用其所製成的耐磨纖維。所述母粒包括
約 90 至 99.5 重量份的聚酯、約 0.4 至 9.9 重量份的固態耐磨改質劑
以及約 0.1 至 1.5 重量份的偶聯劑。所述固態耐磨改質包括聚二甲基
矽氧烷或其衍生物。另提供一種耐磨與耐衝擊纖維的母粒以及使用其
所製成的耐磨與耐衝擊纖維。 

溫度檢測裝置 M599903 
中華
民國 

一種溫度檢測裝置，其包括載台、加熱模組以及熱影像擷取模組。載
台包括承載平面。加熱模組包括加熱平面，且加熱平面的面積小於承
載平面的面積。熱影像擷取模組位於載台的一側，且熱影像擷取模組
包含攝像端。攝像端朝向承載平面，並與承載平面之間具有擷取空
間。擷取空間適於供加熱模組配置。 

阻燃性複合布料 ZL201920294444.9 
中國
大陸 

一種阻燃性複合布料，包括基布和阻燃性聚氨酯薄膜。阻燃性聚氨酯
薄膜設置於基布上，且阻燃性聚氨酯薄膜具有 0.1～0.2 毫米的厚度。 

用於衣物的布料 I704260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衣物的布料包括：第一織物，其是由多條低熔點纖維與多條
常規紗線編織後經熱處理而形成，以第一織物的總重量計，低熔點纖
維佔 10wt%至 55wt%，其中低熔點纖維是低熔點聚酯纖維或低熔點
耐隆纖維，且低熔點纖維的基底材料與常規紗線的基底材料相同。 

電致發光纖維 I704053 
中華
民國 

一種電致發光纖維，包括線狀中心電極、介電層、電致發光層及透明
導電層。介電層包覆線狀中心電極。電致發光層包覆介電層，且電致
發光層包括 3 重量份至 7 重量份的含銅硫化鋅發光粉、0.05 重量份至
0.8 重量份的金屬氧化物、0.1 重量份至 0.7 重量份的胺醇類化合物、
0.095 重量份至 0.24 重量份的鹼金屬碳酸鹽、以及 2.0 重量份至 2.5
重量份的 PU 樹脂。金屬氧化物包括氧化鋅、二氧化鈦、鈦酸鋇、二
氧化錳或其組合。透明導電層包覆電致發光層。 

具有高折射率的阻燃材
料及其製造方法及具有
高折射率的阻燃聚合物 

ZL201611158567.7 
中國
大陸 

本發明提供一種具有高折射率的阻燃材料的製造方法，包含以下步
驟：使二羧酸、烷撐二醇、多苯環二醇及第一多苯環酯類阻燃劑聚合
以形成聚合物，其中二羧酸為 50 至 65 重量份，烷撐二醇為 20 至 30
重量份，多苯環二醇為 9 至 15 重量份，第一多苯環酯類阻燃劑為 1
至 4 重量份；以及混合聚合物及第二多苯環酯類阻燃劑，第二多苯環
酯類阻燃劑為 4 至 10 重量份。 

不織布結構與其製作方
法 

ZL201611101193.5 
中國
大陸 

一種不織布結構，包含多數個複合纖維團球，以及多數個直紡纖維。
複合纖維團球由內而外包含多數個層，其中多數個層的最外層的材料
為短纖維，多數個層的至少一層的材料為羽絨。直紡纖維用以纏結複
合纖維團球，以形成不織布結構。 

無線射頻紗線模組 10,769,508 美國 

一種無線射頻紗線模組，包括第一軟性基板、無線射頻組件以及第一
封裝膠。第一軟性基板為長條狀且厚度為 40μm~60μm。無線射頻
組件配置在第一軟性基板上，且無線射頻組件包括第一導電層、第二
導電層以及無線射頻晶片。第一導電層及第二導電層配置在第一軟性
基板上且厚度為 3μm~10μm，且第一導電層及第二導電層的延伸路
徑分別與第一軟性基板的第一部份及第二部分的延伸路徑相同。無線
射頻晶片設置在第一導電層及第二導電層上。第一封裝膠覆蓋無線射
頻組件。 

聚醯亞胺組成物以及分
離膜的製備方法 

10,792,621 美國 
本發明是有關於一種組成物，且特別是有關於一種聚醯亞胺組成物及
使用所述聚醯亞胺組成物的分離膜的製備方法。 

染色系統及其控制方法 I710682 
中華
民國 

一種染色系統，其包括染色槽、熱交換器、鍋爐以及第一泵。熱交換
器連接染色槽並形成染色流體的循環迴路。第一泵經熱交換器連接至
鍋爐，且第一泵輸送熱交換流體至熱交換器中與染色流體進行熱交
換，再輸送熱交換後的熱交換流體至鍋爐，供鍋爐加熱。一種控制方
法亦被提出。 

用於形成熔噴無紡布的 ZL201611087851.X 中國 本發明提供一種熔噴不織布以及用於形成其的方法及組成物，所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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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物、熔噴無紡布及形
成方法 

大陸 法包括以下步驟。對用於形成熔噴不織布的組成物進行混合分散製
程，以形成粉體。接著，對粉體進行熔噴製程，以形成熔噴不織布。
用於形成熔噴不織布的組成物包括聚苯硫醚熔噴原料以及聚醚醯亞
胺添加劑，其中以用於形成熔噴不織布的組成物的總重量計，聚醚醯
亞胺添加劑的添加量為 10 wt%以下 

耐隆 66 改質纖維 10,851,206 美國 

一種耐隆 66 改質纖維，其包括衍生自己二酸與己二胺的第一單體、
衍生自具有長碳鏈的二酸或二胺的第二單體、衍生自具有芳香環的二
酸或二胺的第三單體、衍生自環狀二酸或環狀二胺的第四單體。第二
單體具有 6 個至 36 個碳原子。第三單體具有 8 個至 14 個碳原子。第
四單體具有 6 個至 10 個碳原子。以耐隆 66 改質纖維的總重量計，第
一單體的含量介於 78 重量%至 94.8 重量%之間，第二單體的含量介
於 0.1 重量%至 1 重量%之間，第三單體的含量介於 5 重量%至 20 重
量%之間，第四單體的含量介於 0.1 重量%至 1 重量%之間。 

預處理液組成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預處理液組成物，用於噴墨印花且包括離子液體、鹼性物質、
吸濕劑、還原防止劑及餘量的溶劑。離子液體的含量為 1 至 5 wt%，
鹼性物質的含量為 1 至 10 wt%，吸溼劑的含量為 1 至 10 wt%，還
原防止劑的含量為 1 至 3 wt%。 

導電紗線模組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導電紗線模組，包含紗線、第一導電層、第二導電層、絕緣層
以及電子元件。第一導電層覆蓋在紗線上。第二導電層覆蓋在紗線
上。絕緣層覆蓋在紗線上，並配置在第一導電層與第二導電層之間。
電子元件設置在第一導電層、第二導電層及絕緣層上，並具有第一
接腳及第二接腳，其中第一接腳電性連接第一導電層，而第二接腳
電性連接第二導電層。 

吸溼發熱劑及其製備方
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吸溼發熱劑及其製備方法。吸溼發熱劑包括 10 重量份至 90 重
量份的蛋白質、高分子分散液及餘量的與蛋白質以及高分子分散液
不互溶的載劑。高分子分散液包括 90 重量份至 10 重量份的奈米纖
維素。 

螢光纖維及其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螢光纖維及其製造方法。螢光纖維包括纖維本體以及複合
顏料，複合顏料附著於纖維本體上。纖維本體包括聚醯胺、聚酯、
聚丙烯或熱塑性聚胺基甲酸酯。複合顏料包括螢光顏料及二氧化
鈦，二氧化鈦附著於螢光顏料上，螢光顏料與二氧化鈦的重量比例
為 2.5 至 17，二氧化鈦的晶型為金紅石型。 

阻燃塑膠粒及阻燃片材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阻燃塑膠粒及阻燃片材。阻燃塑膠粒包括：35 重量份至 95 重
量份的熱塑性塑料；5 重量份至 25 重量份的單水合氧化鋁顆粒；0.1
重量份至 0.5 重量份的偶合劑；以及 0.05 重量份至 0.3 重量份的分
散劑。阻燃片材係藉由對阻燃塑膠粒進行射出成型來形成。 

聚醯胺醯亞胺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聚醯胺醯亞胺，其由以下式 1 表示：其中 R 為碳數為 6 的芳基、
碳數為 7 至 8 的芳烷基、碳數為 2 至 3 的烷氧烷基、或碳數為 3 至
18 的烷基；以及 0.02&#8804;X&#8804;0.5。 

數字噴印墨水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數位噴印墨水，其包括吸濕劑、表面活性劑、抗凍劑以及餘量
的溶劑。吸濕劑包括嵌段共聚醚酯。表面活性劑包括丙烯酸嵌段共
聚物。抗凍劑包括乙二醇。數位噴印墨水具有 2 cps 至 12 cps 的黏
度以及 28 dyne/cm 至 40 dyne/cm 的表面張力，且數位噴印墨水的
pH 值介於 6 至 8 之間。以數位噴印墨水的總重計，吸濕劑的含量介
於 5 wt.%至 11 wt.%之間，表面活性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10 wt.%
之間，抗凍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5 wt.%之間。 

電致發光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電致發光纖維，包括線狀中心電極、介電層、電致發光層及透
明導電層。介電層包覆線狀中心電極。電致發光層包覆介電層，且
電致發光層包括 3 重量份至 7 重量份的含銅硫化鋅發光粉、0.05 重
量份至 0.8 重量份的金屬氧化物、0.1 重量份至 0.7 重量份的胺醇類
化合物、0.095 重量份至 0.24 重量份的鹼金屬碳酸鹽、以及 2.0 重量
份至 2.5 重量份的 PU 樹脂。金屬氧化物包括氧化鋅、二氧化鈦、鈦
酸鋇、二氧化錳或其組合。透明導電層包覆電致發光層。 

尼龍纖維及尼龍的製作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耐隆纖維包括由己內醯胺衍生的重複單元、由己二胺衍生的重
複單元、由己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由癸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以及
由含苯環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由己內醯胺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
為 45 莫耳份至 55 莫耳份。由己二胺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45 莫
耳份至 55 莫耳份。由己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15 莫耳份至
30 莫耳份。由癸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15 莫耳份至 25 莫耳
份。由含苯環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的含量為 2 莫耳份至 15 莫耳份。
由含苯環二酸衍生的重複單元包括由對苯二甲酸衍生的重複單元或
由間苯二甲酸衍生的重複單元。 

自行車褲 (申請中，尚無獲證 中國 一種自行車褲，包括褲子本體、一對第一感測電極、一對第二感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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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號) 大陸 電極、一對第三感測電極、一對第四感測電極以及多條導電包芯紗。
褲子本體為織物結構。第一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右下肢的股
四頭肌區塊。第二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左下肢的股四頭肌區
塊。第三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右下肢的股二頭肌區塊。第四
感測電極設置在褲子本體的左下肢的股二頭肌區塊。導電包芯紗設
置在褲子本體上，並電性連接對應的感測電極。每一導電包芯紗包
含隔離管及位在隔離管內的第一導電紗線，且第一導電紗線相較於
隔離管的超喂率為 20%~80%。 

無線射頻紗線模組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無線射頻紗線模組，包括第一軟性基板、無線射頻組件以及第
一封裝膠。第一軟性基板為長條狀且厚度為 40μm~60μm。無線射
頻組件配置在第一軟性基板上，且無線射頻組件包括第一導電層、
第二導電層以及無線射頻晶片。第一導電層及第二導電層配置在第
一軟性基板上且厚度為 3μm~10μm，且第一導電層及第二導電層
的延伸路徑分別與第一軟性基板的第一部份及第二部分的延伸路徑
相同。無線射頻晶片設置在第一導電層及第二導電層上。第一封裝
膠覆蓋無線射頻組件。 

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布料，包括親水表面以及複合表面。複合表面與親水性表面對
向設置，且複合表面經數位噴印而具有親水區及疏水區。親水區與
疏水區的面積比例介於 1：8 至 4：5 之間。 

阻燃纖維母粒、螢光阻
燃纖維的組成物以及螢
光阻燃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阻燃纖維母粒，其包括約 80~95 重量份的聚對苯二甲酸丁
二酯、約 1~15 重量份的磷系阻燃劑、約 1~10 重量份的氮系阻燃劑
以及約 0.01~5 重量份的分散劑。此外，所述磷系阻燃劑的重量份大
於或等於所述氮系阻燃劑的重量份。另提供一種螢光阻燃纖維的組
成物以及螢光阻燃纖維。 

本質型螢光纖維母粒、
螢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本質型螢光纖維母粒，其包括約 65~80 重量份的基材粉
體、約 1~5 重量份的螢光色料、約 10~20 重量份的耐日光劑以及約
9~15 重量份的添加劑，其中所述基材粉體可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丁二
酯。另提供一種螢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動作感測裝置及具有動
作感測裝置的智能服飾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動作感測裝置，包括彈性膜、第一應變感測器、第二應變感測
器以及第三應變感測器。彈性膜具有彈性及防水性，並包括彈性膜
本體以及自彈性膜本體分別沿著第一方向、第二方向及第三方向向
外延伸的第一延伸部、第二延伸部及第三延伸部，其中第二方向與
第三方向之間的夾角為銳角。第一應變感測器配置在第一延伸部
上，以量測第一方向上的應變量。第二應變感測器配置在第二延伸
部上，以量測第二方向上的應變量。第三應變感測器配置在第三延
伸部上，以量測第三方向上的應變量。 

感溫調濕後整理加工用
組成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感溫調濕後整理加工用組成物，包括感溫響應材料、親水柔軟
劑、架橋劑以及水。感溫響應材料包括聚乙烯醇及聚丙烯醯胺衍生
物的共聚物或聚乙烯醇及聚丙烯酸甲酯衍生物的共聚物。以 1000 重
量份的水計，感溫響應材料的添加量為 16 重量份至 80 重量份，親
水柔軟劑的添加量為 0.1 重量份至 64 重量份，且架橋劑的添加量為
2 重量份至 8 重量份。 

聚酯光變色組成物以及
聚酯光變色纖維的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提供一種聚酯光變色組成物，其包括約 98~99.5 重量份的聚對苯二
甲酸丁二酯（PBT）、約 0.2~1 重量份的光變色劑、約 0.5~1.5 重量
份的亞磷酸酯類抗氧化劑以及約 0.01~0.1 重量份的固體分散劑。另
提供一種聚酯光變色纖維的製備方法。 

溫度響應材料、溫度響
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提供一種溫度響應材料，其具有由式(1)所表示的結構：x 與 y 的莫
耳比為 9:1 至 1:3；n 為 7~120 的整數；以及 m 為 10~1,000 的整數。 

纖維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及纖維的製造方法，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驟。將無機粉體及潤滑劑攪拌均勻再乾燥，以使潤滑劑
均勻披覆於無機粉體的表面上。之後，將經潤滑劑均勻披覆的無機
粉體及成核劑與共聚耐隆材料攪拌混合及乾燥，再進行混練製程，
以形成纖維母粒。 

冷卻服飾系統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冷卻服飾系統，包括服飾、換熱管、冷卻系統、導管及馬達。
換熱管配置於服飾上，其中換熱管具有入口端及出口端。冷卻系統
包括容器、至少一鹽類及水，其中容器具有入口處及出口處，至少
一鹽類配置於容器內，水配置於容器內且與至少一鹽類分離設置。
導管連接冷卻系統及換熱管，其中導管將換熱管的入口端及出口端
分別連接於容器的出口處及入口處。馬達配置在導管上，且導管通
過馬達連接換熱管的入口端與容器的出口處。 

熔噴不織布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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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聚酯光變色組成物以及
聚酯光變色纖維的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聚酯光變色組成物，其包括約 98~99.5 重量份的聚對苯二
甲酸丁二酯（PBT）、約 0.2~1 重量份的光變色劑、約 0.5~1.5 重量
份的亞磷酸酯類抗氧化劑以及約 0.01~0.1 重量份的固體分散劑。另
提供一種聚酯光變色纖維的製備方法。 

聚乳酸複合纖維及其製
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本發明提供一種聚乳酸複合纖維及其製備方法，聚乳酸複合纖維的
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首先，將聚乳酸組成物溶解於共溶劑中，
聚乳酸組成物包括膠原蛋白及聚乳酸(PLA)或聚乳酸聚甘醇酸共聚
物(PLGA)。之後，以乾噴濕紡絲製程或電紡製程形成聚乳酸複合纖
維。 

無紡布與其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不織布的製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驟。使用分割型複合紗進行水
針穿刺製程，以使分割型複合紗於開纖後相互纏結，並形成為不織
布。每一分割型複合紗包括改質型親水耐綸纖維，具備含水功能，
且水針穿刺製程的水針壓力為 3MPa 至 5MPa。 

具有細胞親和性的纖維
及使用其所製成的纖維
製品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本發明提供一種具有細胞親和性的纖維及使用其所製成的纖維製
品，具有細胞親和性的纖維為經膠原蛋白表面處理的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酯纖維，且具有異形斷面。 

塑料組成物以及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塑料組成物，包括 45 重量份至 70 重量份的聚醚醯亞胺，30 重
量份至 55 重量份的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以及 0.5 重量份至 0.6 重量份的團塊聚合物。另
提供一種纖維，其包括所述塑料組成物。 

溫度響應材料，溫度響
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溫度響應材料，其具有由式(1)所表示的結構：x 與 y 的莫
耳比為 9:1 至 1:3；n 為 7~120 的整數；以及 m 為 10~1,000 的整數。 

熱塑性組成物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熱塑性組成物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織物，包括基布以及塗層。塗層配置於基布上，其中塗層包括
樹脂基質以及溫度調節粉末，其中基於樹脂基質的含量為 100 重量
份，溫度調節粉末的含量為 20 重量份至 80 重量份，且溫度調節粉
末的材質包括經改質的聚苯胺。 

疏水紗線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疏水紗線的製造方法，其包括對聚酯紗線進行疏水處理，在溫
度為 25°C 至 75°C 下，將聚酯紗線泡於疏水處理溶液中以 1~5 
kgf/cm2 的壓力進行加壓循環，形成疏水紗線。疏水處理溶液包括 5
重量份至 45 重量份的無氟撥水劑、0.5 重量份至 5 重量份的架橋劑、
以及 50 重量份至 95.5 重量份的溶劑。 

用於織物的數碼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撥水型墨水
與撥水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撥水型墨水，包括 25 重量份
至 35 重量份的撥水劑、15 重量份至 25 重量份的保濕劑、0.5 重量
份至 2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 35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溶劑。
撥水劑的 pH 值介於 1.5 至 6 之間，在 20℃至 25℃時，比重介於 0.8
至 1.5 之間。 

用於織物的數字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墨水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墨水包括 29 重量份至 30 重
量份的聚氨酯分散液、18 重量份至 21 重量份的保濕劑、1 重量份至
2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 47 重量份至 52 重量份的溶劑，其中
聚氨酯分散液在 25℃時的 pH 值介於 5.4 至 8.0 之間，比重介於 1.03
至 1.06 之間。 

用於噴塗布料的噴墨設 (申請中，尚無獲證 中國 一種用於噴塗布料的噴墨設備包括調液模組、墨瓶組、噴頭組、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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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證號) 大陸 氣組及氣源控制組。調液模組包括混墨瓶、墨水槽、第一供墨管線、
第二供墨管線、重量量測器、感知器及控制器。墨水槽包括第一墨
水瓶及第二墨水瓶。第一供墨管線連接第一墨水瓶及混墨瓶。第二
供墨管線連接第二墨水瓶及混墨瓶。重量量測器位於混墨瓶下。感
知器連接重量量測器。控制器連接感知器、第一供墨管線及第二供
墨管線。墨瓶組連接調液模組的混墨瓶。噴頭組連接墨瓶組。儲氣
組連接墨瓶組。氣源控制組連接儲氣組。 

熔噴無紡布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織物定型機的操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織物定型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採集馬達的電流數據、
振動數據、局部放電數據以及故障類型。建立電流數據、振動數據
以及局部放電數據對故障類型的關聯性。重複執行上述步驟，以建
立資料庫。依據資料庫內的多筆電流數據、多筆振動數據以及多筆
局部放電數據，建立迴歸方程式。在定型機的工作階段採集馬達的
工作電流數據、工作振動數據以及工作局部放電數據，並透過關聯
性及迴歸方程式分別獲得預計故障類型以及預計故障時間。 

濕度調整服飾及其控制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濕度調整服飾，其包括感測模組、濕度調整模組以及控制元件。
感測模組配置於濕度調整服飾的內側，感測模組包括溫度感測器。
濕度調整模組配置於濕度調整服飾的衣擺以及衣領之間。濕度調整
模組包括第一多孔電極層、濕度控制層以及第二多孔電極層。濕度
控制層位於第一多孔電極層以及第二多孔電極層之間。控制元件電
性連接溫度感測器以及濕度調整模組的第一多孔電極層以及第二多
孔電極層。感測模組位於濕度調整服飾的胸圍並鄰近濕度調整服飾
的領圍。 

立體不織布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立體不織布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以熔噴裝置噴射熔噴纖
維，其中熔噴纖維的單孔吐出率介於 0.01 公克/分鐘至 0.5 公克/分鐘
之間。以輥輪裝置承接熔噴纖維的第一部分。以收集裝置承接熔噴
纖維的第二部分，其中收集裝置具有承接網，且承接網的移動速率
介於 1 公尺/分鐘至 5 公尺/分鐘之間。透過輥輪裝置的轉動使熔噴纖
維的第一部分抵達收集裝置。 

用於織物的數字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吸濕型墨水
及吸濕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吸濕型墨水包括 3.0 重量份
至 6.0 重量份的色料、0.5 重量份至 2.0 重量份的吸濕劑、0.5 重量份
至 1.0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餘量的溶劑，其中吸濕劑在 25℃時
的 pH 值介於 6.0 至 8.5 之間，且可噴塗吸濕型墨水的粒徑(D90)介於
180nm 至 220nm 之間。 

不織布的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不織布的製作方法包含以下步驟。提供 32 分割型複合紗，每一
32 分割型複合紗包含耐綸纖維、聚酯纖維以及增滑劑，其中增滑劑
用以潤滑耐綸纖維與聚酯纖維間的界面。使用水針穿刺製程對所述
32 分割型複合紗進行開纖，使得 32 分割型複合紗由耐綸纖維與聚
酯纖維間的界面開纖並相互纏結，以形成不織布。 

用於衣物的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衣物的布料包括：第一織物，其是由多條低熔點纖維與多
條常規紗線編織後經熱處理而形成，以第一織物的總重量計，低熔
點纖維佔 10wt%至 55wt%，其中低熔點纖維是低熔點聚酯纖維或低
熔點耐隆纖維，且低熔點纖維的基底材料與常規紗線的基底材料相
同。 

用於座椅的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衣物的布料包括：第一織物，其是由多條低熔點纖維與多
條常規紗線編織後經熱處理而形成，以第一織物的總重量計，低熔
點纖維佔 10wt%至 55wt%，其中低熔點纖維是低熔點聚酯纖維或低
熔點耐隆纖維，且低熔點纖維的基底材料與常規紗線的基底材料相
同。 

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包括 98.00 重量份至 99.00 重量份的載體、
0.10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黃色色料、0.08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
藍色色料以及 1.00 重量份至 1.50 重量份的二氧化鈦。載體包括聚
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黃色色料以 0.10 wt%至 0.20 wt%的含量與餘
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黃色纖維時，黃色纖維在 L*a*b*色彩空間中
的 L*值介於 101.27 至 101.72 之間，a*值介於-17.61 至-13.47 之間，
且b*值介於89.84至108.79之間。當藍色色料以0.08 wt%至0.20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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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藍色纖維時，藍色纖維在 L*a*b*
色彩空間中的L*值介於 55.60至 66.80之間，a*值介於-22.69至-22.70
之間，且 b*值介於-37.50 至-31.80 之間。 

塑膠薄膜的製造裝置以
及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塑膠薄膜的製造裝置，其包括押出元件、齒輪泵、冷卻輥輪、
收捲輥輪以及檢測元件組。押出元件具有進料端及出料端，且塑膠
薄膜自出料端提供。齒輪泵鄰近進料端配置，並用以控制押出元件
的進料速率。冷卻輥輪鄰近出料端配置，且冷卻輥輪與出料端間隔
氣隙距離。冷卻輥輪用以控制薄膜押出元件的押出速率且提供輸送
方向。收捲輥輪沿著輸送方向配置在冷卻輥輪之後，收捲輥輪用以
收集經冷卻的塑膠薄膜。檢測元件組配置在冷卻輥輪及收捲輥輪之
間，且檢測元件組具有厚度檢測元件及寬度檢測元件。一種製作方
法亦被提出。 

彈性導電模組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彈性導電模組包含第一彈性防水膜、至少一第二彈性防水膜以
及第一彈性導電圖案。第一彈性防水膜沿第一方向延伸，並沿第二
方向來回彎折。第二彈性防水膜適形地配置在第一彈性防水膜上。
第一彈性防水膜及第二彈性防水膜各自具有第一弧狀部及第二弧狀
部，第一弧狀部連接第二弧狀部，且第一弧狀部的弧心與第二弧狀
部的弧心的連線段與第一方向的夾角介於 25°至 35°之間。第一彈性
導電圖案配置於第一彈性防水膜與第二彈性防水膜之間。第一彈性
導電圖案包含多個第一導電通道，且第一導電通道在第一方向及第
二方向所形成的平面上彼此間隔排列。 

布料定位治具以及電子
布料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布料定位治具包含電木基座、壓板以及印刷板。電木基座包含
承載平台、第一凹槽以及固定件。承載平台配置以放置布料。第一
凹槽圍繞承載平台。固定件配置於第一凹槽中，以固定布料。壓板
配置於電木基座上且具有鏤空區域對齊承載平台。印刷板配置於壓
板上。 

溫度響應材料、溫度響
應纖維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提供一種溫度響應材料，其具有由式(1)所表示的結構：x 與 y 的莫
耳比為 9:1 至 1:3；n 為 7~120 的整數；以及 m 為 10~1,000 的整數。 

無線射頻辨識紗線切割
裝置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無線射頻辨識紗線切割裝置，其包括供應線軸、第一紗線移動
元件、第二紗線移動元件、攝像元件、光源以及熱切割元件。供應
線軸提供無線射頻辨識紗線到第一紗線移動元件與第二紗線移動元
件。光源沿著第二方向提供光至攝像元件，且第一方向不同於第二
方向。熱切割元件配置於攝像元件以及第二紗線移動元件之間。第
一紗線移動元件以及第二紗線移動元件沿著第一方向移動無線射頻
辨識紗線，使無線射頻辨識紗線的移動路徑通過光源以及攝像元件
之間再到達熱切割元件由熱切割元件切割。 

染色裝置以及布材的染
色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染色裝置，包括染液槽、固色槽、水洗槽、吊軌、吊升器、影
像擷取器以及控制器。固色槽設置於染液槽與水洗槽之間。吊軌設
置於染液槽的上方。吊升器設置於吊軌上。影像擷取器對準染液槽
的內部，且影像擷取器相對染液槽的俯角為銳角。控制器電性連接
影像擷取器與吊升器。 

機能性樹脂材料、其製
造方法及感濕收縮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機能性樹脂材料是藉由包括以下試劑製備而成：多元醇、多元
胺、第一交聯劑、第二交聯劑以及奈米纖維素。第一交聯劑及第二
交聯劑各自包括異氰酸酯嵌段。奈米纖維素包括以式(1)表示的重複
單元， 

改質聚醯胺、其製作方
法及單組分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本發明在後段紡絲製程上有 70d/24f、70/48f 規格皆可紡，但後續為
用在衣著服飾因此測試以 70d/48f 規格為主要手感也較優，纖維強度
有 2.65gf/d 以上、伸度 30±10%、藉親水寡聚物及親水性的交聯劑能
夠有提升吸濕伸長率 14~17%、乾燥回復率 94~98%、回潮率在 20
℃ 65% RH 及 30℃ 90% RH 狀態下最高數值分別為 6.1%及
13.5%、20℃ 65% RH 到 30℃ 90% RH 吸濕率最高為 7.4% 

電熱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電熱織物包括本體區及多個發熱區。各發熱區具有孔洞結構，
並連接於本體區的一側，其中相鄰兩發熱區間具有間隔，間隔在發
熱區連接於本體區處具有彎折部，且發熱區的平均電阻高於本體區
的平均電阻。 

單向導濕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單向導濕織物包括裏層組織、表層組織以及接結紗。裏層組織
具有相互交織的多條裏經紗及多條裏緯紗，其中裏經紗具有親水
性，且裏緯紗具有疏水性。表層組織具有相互交織的多條表經紗及
多條表緯紗，其中表經紗具有親水性。接結紗與裏經紗及表經紗相
互交織，以接結裏層組織及表層組織。 

含羽絨紡織品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不織布的製作方法包含以下步驟。提供 32 分割型複合紗，每一
32 分割型複合紗包含耐綸纖維、聚酯纖維以及增滑劑，其中增滑劑
用以潤滑耐綸纖維與聚酯纖維間的界面。使用水針穿刺製程對所述



專利名稱  專利號碼  
核准
國家  

摘要  

32 分割型複合紗進行開纖，使得 32 分割型複合紗由耐綸纖維與聚
酯纖維間的界面開纖並相互纏結，以形成不織布。 

聚醯亞胺組成物以及分
離膜的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分離膜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包括可溶性聚醯亞胺、
交聯劑及溶劑的聚醯亞胺組成物。可溶性聚醯亞胺由以下式 1 表示： 

織物檢測系統以及織物
檢測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織物檢測系統，其包括導向輥、攝像元件、第一光源、第二光
源以及側光元件。攝像元件朝向導向輥之間的影像擷取區域。第一
光源配置於攝像元件旁並提供第一光。第二光源提供第二光，且導
向輥配置於第一光源以及第二光源之間。側光元件設置於攝像元件
和導向輥之間。側光元件提供第三光以及第四光。第一光和第二光
平行，第三光和第一光之間夾第一夾角，第四光和第一光之間夾第
二夾角。影像擷取區域在第一方向上位於第一光源和第二光源之
間，在第二方向上位於第三光源和第四光源之間。第一方向垂直於
第二方向。一種織物檢測方法亦被提出。 

電致發光線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電致發光線包含中心導線、電洞傳輸層、發光層、電子傳輸層
以及透明導電層。電洞傳輸層包繞中心導線，且電洞傳輸層的最高
占據分子軌域介於-4.8eV 至-5.9eV 間。發光層包繞電洞傳輸層。電
子傳輸層包繞發光層，且電子傳輸層的最低未占分子軌域介於
-4.2eV 至-2.7eV 間。透明導電層包繞電子傳輸層。電致發光線的直
徑介於 420.16μm 至 520.24μm 間。 

立體不織布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立體不織布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以熔噴裝置噴射熔噴纖
維，其中熔噴纖維的單孔吐出率介於 0.01 公克/分鐘至 0.5 公克/分鐘
之間。以輥輪裝置承接熔噴纖維的第一部分。以收集裝置承接熔噴
纖維的第二部分，其中收集裝置具有承接網，且承接網的移動速率
介於 1 公尺/分鐘至 5 公尺/分鐘之間。透過輥輪裝置的轉動使熔噴纖
維的第一部分抵達收集裝置。 

使織物均勻染色的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使織物均勻染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對織物進行噴墨印花製
程，使得染料以網點佈置的型態配置於織物的表面。對織物進行噴
霧給濕製程，使得織物承接液滴。對織物進行蒸處固色製程，使得
染料於織物的表面進行擴散，並固著於織物的表面。 

纖維母粒及熔紡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纖維母粒及熔紡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耐磨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耐磨纖維包括 90.0 重量份至 99.0 重量份的纖維本體、0.5 重量
份至 7.5 重量份的耐磨劑、0.1 重量份至 0.5 重量份的石蠟系滑劑以
及 0.1 重量份至 0.3 重量份的抗氧化劑。纖維本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酯。耐磨劑附著於纖維本體的表面，且包括二氧化矽氣凝膠。 

布料檢測機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布料檢測機包含多個導布輥、第一檢測裝置、第二檢測裝置、
第三檢測裝置以及處理器。導布輥分別抵接布料，並配置以帶動布
料沿路徑朝輸送方向移動。第一檢測裝置的第一光源朝路徑的第一
區域射出第一光線，第一檢測裝置的第一攝影元件拍攝第一區域。
第二檢測裝置的第二光源朝路徑的第二區域射出第二光線，第二檢
測裝置的第二攝影元件拍攝第二區域。第三檢測裝置的第三光源朝
路徑的第三區域射出第三光線，第三檢測裝置的第三攝影元件拍攝
第三區域。處理器電性連接第一、第二以及第三攝影元件。第一、
第二以及第三區域依序排列於輸送方向。 

光變色聚丙烯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光變色聚丙烯纖維，其包括約 98~99 重量份的聚丙烯、
0.2~0.8 重量份的光變色劑、0.1~1 重量份的紫外光吸收劑以及 0.1~1
重量份的光安定劑，其中紫外光吸收劑包括 且光安定劑包括 ，其
中 n 為 10~14。另提供一種光變色聚丙烯纖維的製備方法。 

導電織物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中國 一種導電織物包括基布及導電膜。導電膜配置於所述基布上。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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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號) 大陸 膜包括聚氨酯樹脂及含銀導體，其中含銀導體為 55 重量份至 80 重
量份，而聚氨酯樹脂為 8 重量份至 12 重量份。 

改質聚醯胺、其製作方
法及單組分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本發明在後段紡絲製程上有 70d/24f、70/48f 規格皆可紡，但後續為
用在衣著服飾因此測試以 70d/48f 規格為主要手感也較優，纖維強度
有 2.65gf/d 以上、伸度 30±10%、藉親水寡聚物及親水性的交聯劑能
夠有提升吸濕伸長率 14~17%、乾燥回復率 94~98%、回潮率在 20
℃ 65% RH 及 30℃ 90% RH 狀態下最高數值分別為 6.1%及
13.5%、20℃ 65% RH 到 30℃ 90% RH 吸濕率最高為 7.4% 

含羽絨紡織品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不織布的製作方法包含以下步驟。提供 32 分割型複合紗，每一
32 分割型複合紗包含耐綸纖維、聚酯纖維以及增滑劑，其中增滑劑
用以潤滑耐綸纖維與聚酯纖維間的界面。使用水針穿刺製程對所述
32 分割型複合紗進行開纖，使得 32 分割型複合紗由耐綸纖維與聚
酯纖維間的界面開纖並相互纏結，以形成不織布。 

紅外線反射纖維及其製
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紅外線反射纖維包括 76.0 重量份至 88.5 重量份的載體、1.8 重
量份至 4.0 重量份的紅外線反射組成物、2.5 重量份至 7.5 重量份的
含二氧化鈦組成物以及 6.0 重量份至 16.0 重量份的調色組成物。載
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紅外線反射組成物以 5.0wt%至
7.5wt%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第一纖維時，第一纖維的
最大紅外線反射率介於 61%至 70%間。 

紅外線反射纖維及其製
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紅外線反射纖維包括 76.0 重量份至 88.5 重量份的載體、1.8 重
量份至 4.0 重量份的紅外線反射組成物、2.5 重量份至 7.5 重量份的
含二氧化鈦組成物以及 6.0 重量份至 16.0 重量份的調色組成物。載
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紅外線反射組成物以 5.0wt%至
7.5wt%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第一纖維時，第一纖維的
最大紅外線反射率介於 61%至 70%間。 

溫度調節尼龍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溫度調節耐隆纖維包括纖維本體以及相變化組成物。相變化組
成物摻雜於纖維本體中，且包括 450 重量份至 550 重量份的聚四氫
&#21579;喃衍生物以及 5 重量份至 20 重量份的琥珀酸酐衍生物。以
100 重量份的溫度調節耐隆纖維計，相變化組成物的含量介於 6 重
量份至 12 重量份間。 

紅外線反射纖維及其製
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歐盟 一種紅外線反射纖維包括 76.0 重量份至 88.5 重量份的載體、1.8 重
量份至 4.0 重量份的紅外線反射組成物、2.5 重量份至 7.5 重量份的
含二氧化鈦組成物以及 6.0 重量份至 16.0 重量份的調色組成物。載
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紅外線反射組成物以 5.0wt%至
7.5wt%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第一纖維時，第一纖維的
最大紅外線反射率介於 61%至 70%間。 

電熱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電熱織物包括本體區及多個發熱區。各發熱區具有孔洞結構，
並連接於本體區的一側，其中相鄰兩發熱區間具有間隔，間隔在發
熱區連接於本體區處具有彎折部，且發熱區的平均電阻高於本體區
的平均電阻。 

改質聚醯胺、其製作方
法及單組分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本發明在後段紡絲製程上有 70d/24f、70/48f 規格皆可紡，但後續為
用在衣著服飾因此測試以 70d/48f 規格為主要手感也較優，纖維強度
有 2.65gf/d 以上、伸度 30±10%、藉親水寡聚物及親水性的交聯劑能
夠有提升吸濕伸長率 14~17%、乾燥回復率 94~98%、回潮率在 20
℃ 65% RH 及 30℃ 90% RH 狀態下最高數值分別為 6.1%及
13.5%、20℃ 65% RH 到 30℃ 90% RH 吸濕率最高為 7.4% 

光變色聚丙烯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提供一種光變色聚丙烯纖維，其包括約 98~99 重量份的聚丙烯、
0.2~0.8 重量份的光變色劑、0.1~1 重量份的紫外光吸收劑以及 0.1~1
重量份的光安定劑，其中紫外光吸收劑包括 且光安定劑包括 ，其
中 n 為 10~14。另提供一種光變色聚丙烯纖維的製備方法。 

耐磨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耐磨纖維包括 90.0 重量份至 99.0 重量份的纖維本體、0.5 重量
份至 7.5 重量份的耐磨劑、0.1 重量份至 0.5 重量份的石蠟系滑劑以
及 0.1 重量份至 0.3 重量份的抗氧化劑。纖維本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酯。耐磨劑附著於纖維本體的表面，且包括二氧化矽氣凝膠。 

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織物，包括基布以及塗層。塗層配置於基布上，其中塗層包括
樹脂基質以及溫度調節粉末，其中基於樹脂基質的含量為 100 重量
份，溫度調節粉末的含量為 20 重量份至 80 重量份，且溫度調節粉
末的材質包括經改質的聚苯胺。 

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墨水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墨水包括 29 重量份至 30 重
量份的聚氨酯分散液、18 重量份至 21 重量份的保濕劑、1 重量份至
2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 47 重量份至 52 重量份的溶劑，其中
聚氨酯分散液在 25℃時的 pH 值介於 5.4 至 8.0 之間，比重介於 1.03
至 1.06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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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撥水型墨水
與撥水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撥水型墨水，包括 25 重量份
至 35 重量份的撥水劑、15 重量份至 25 重量份的保濕劑、0.5 重量
份至 2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 35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溶劑。
撥水劑的 pH 值介於 1.5 至 6 之間，在 20℃至 25℃時，比重介於 0.8
至 1.5 之間。 

溫度調節耐隆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溫度調節耐隆纖維包括纖維本體以及相變化組成物。相變化組
成物摻雜於纖維本體中，且包括 450 重量份至 550 重量份的聚四氫
&#21579;喃衍生物以及 5 重量份至 20 重量份的琥珀酸酐衍生物。以
100 重量份的溫度調節耐隆纖維計，相變化組成物的含量介於 6 重
量份至 12 重量份間。 

織物檢測系統以及織物
檢測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織物檢測系統，其包括導向輥、攝像元件、第一光源、第二光
源以及側光元件。攝像元件朝向導向輥之間的影像擷取區域。第一
光源配置於攝像元件旁並提供第一光。第二光源提供第二光，且導
向輥配置於第一光源以及第二光源之間。側光元件設置於攝像元件
和導向輥之間。側光元件提供第三光以及第四光。第一光和第二光
平行，第三光和第一光之間夾第一夾角，第四光和第一光之間夾第
二夾角。影像擷取區域在第一方向上位於第一光源和第二光源之
間，在第二方向上位於第三光源和第四光源之間。第一方向垂直於
第二方向。一種織物檢測方法亦被提出。 

用於保暖織物的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保暖織物的布料包括中空並列型纖維。中空並列型纖維包
括 40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第一聚酯以及 40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
第二聚酯，其中第一聚酯的特性黏度與第二聚酯的特性黏度的差值
介於 0.15 dL/g 至 0.25 dL/g 間。 

織物染色設備的控制方
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織物染色設備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於至少一台染色機設
定工作參數。透過工作參數及第一迴歸方程式計算當鍋爐在高壓狀
態時，每一台染色機的熱交換流體的第一預計使用量。透過工作參
數及第二迴歸方程式計算當鍋爐在低壓狀態時，每一台染色機的熱
交換流體的第二預計使用量。判斷第二預計使用量的總和是否超過
鍋爐在低壓狀態時的最大負載量。若總和未超過最大負載量，將織
物染色設備切換至節能模式，使鍋爐於低壓狀態下運作。 

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吸濕型墨水
及吸濕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吸濕型墨水包括 3.0 重量份
至 6.0 重量份的色料、0.5 重量份至 2.0 重量份的吸濕劑、0.5 重量份
至 1.0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餘量的溶劑，其中吸濕劑在 25℃時
的 pH 值介於 6.0 至 8.5 之間，且可噴塗吸濕型墨水的粒徑(D90)介於
180nm 至 220nm 之間。 

聚醯亞胺組成物以及分
離膜的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分離膜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包括可溶性聚醯亞胺、
交聯劑及溶劑的聚醯亞胺組成物。可溶性聚醯亞胺由以下式 1 表示： 

抗污樹脂、抗污織物及
其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抗污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抗污樹脂。抗污樹脂配置在基布上，其
中抗污樹脂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進行第一熱製程，以混合多
元醇、交聯劑及膽鹼，以形成第一混合物，其中第一熱製程的反應
溫度介於 90℃至 120℃間。進行第二熱製程，以混合第一混合物及
擴鏈劑，以形成抗污樹脂，其中擴鏈劑包括第一試劑及第二試劑，
且第二熱製程的反應溫度介於 120℃至 150℃間。 

抗污樹脂、抗污織物及
其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抗污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抗污樹脂。抗污樹脂配置在基布上，其
中抗污樹脂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進行第一熱製程，以混合多
元醇、交聯劑及膽鹼，以形成第一混合物，其中第一熱製程的反應
溫度介於 90℃至 120℃間。進行第二熱製程，以混合第一混合物及
擴鏈劑，以形成抗污樹脂，其中擴鏈劑包括第一試劑及第二試劑，
且第二熱製程的反應溫度介於 120℃至 150℃間。 

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包括 98.00 重量份至 99.00 重量份的載體、
0.10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黃色色料、0.08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
藍色色料以及 1.00 重量份至 1.50 重量份的二氧化鈦。載體包括聚
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黃色色料以 0.10 wt%至 0.20 wt%的含量與餘
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黃色纖維時，黃色纖維在 L*a*b*色彩空間中
的 L*值介於 101.27 至 101.72 之間，a*值介於-17.61 至-13.47 之間，
且b*值介於89.84至108.79之間。當藍色色料以0.08 wt%至0.20 wt%
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藍色纖維時，藍色纖維在 L*a*b*
色彩空間中的L*值介於 55.60至 66.80之間，a*值介於-22.69至-22.70
之間，且 b*值介於-37.50 至-31.80 之間。 

機能性樹脂材料、其製
造方法及感濕收縮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機能性樹脂材料是藉由包括以下試劑製備而成：多元醇、多元
胺、第一交聯劑、第二交聯劑以及奈米纖維素。第一交聯劑及第二
交聯劑各自包括異氰酸酯嵌段。奈米纖維素包括以式(1)表示的重複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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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性樹脂材料、其製
造方法及感濕收縮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機能性樹脂材料是藉由包括以下試劑製備而成：多元醇、多元
胺、第一交聯劑、第二交聯劑以及奈米纖維素。第一交聯劑及第二
交聯劑各自包括異氰酸酯嵌段。奈米纖維素包括以式(1)表示的重複
單元， 

機能性樹脂材料、其製
造方法及感濕收縮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歐盟 一種機能性樹脂材料是藉由包括以下試劑製備而成：多元醇、多元
胺、第一交聯劑、第二交聯劑以及奈米纖維素。第一交聯劑及第二
交聯劑各自包括異氰酸酯嵌段。奈米纖維素包括以式(1)表示的重複
單元， 

纖維母粒及熔紡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電致發光線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本揭露提供一種電致發光線，其包括中心導線、電洞傳輸層、電致
發光層、電子傳輸層以及透明導電層。電洞傳輸層包繞中心導線。 

感濕變形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感濕變形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感濕收縮墨水。感濕收縮墨水利用
數位噴印製程噴塗於基布的任一表面，且感濕收縮墨水於基布的表
面形成親水區。 

透氣防水膜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透氣防水膜，包括基材以及配置於基材上的奈米纖維層。奈米
纖維層由靜電紡絲製程形成。靜電紡絲製程中所使用的電紡液包括
第一添加劑、醇類以及第二添加劑。第一添加劑包括尼龍共聚物，
且第二添加劑包括聚矽氮烷。 

感濕收縮墨水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噴印製程的感濕收縮墨水具有介於 2.5cP 至
10.0cP 間的黏度以及介於 22dyne/cm 至 32dyne/cm 間的表面張力。
感濕收縮墨水包括 15重量份至 35重量份的感濕收縮樹脂以及 65重
量份至 85 重量份的水。 

隔濕保溫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感濕變形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感濕收縮墨水。感濕收縮墨水利用
數位噴印製程噴塗於基布的任一表面，且感濕收縮墨水於基布的表
面形成親水區。 

導電織物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歐盟 一種導電織物包括基布及導電膜。導電膜配置於所述基布上。導電
膜包括聚氨酯樹脂及含銀導體，其中含銀導體為 55 重量份至 80 重
量份，而聚氨酯樹脂為 8 重量份至 12 重量份。 

冷卻服飾系統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冷卻服飾系統包括服飾、流體通道、流體儲存器、導管以及馬
達。服飾具有熱隔絕布以及熱傳導布，其中熱傳導布配置於熱隔絕
布相對於外界環境的表面。流體通道夾置於熱隔絕布與熱傳導布之
間，且由熱隔絕布與熱傳導布部分地壓合而成。流體通道具有入口
端以及出口端。流體儲存器具有入口處以及出口處。導管連接流體
通道與流體儲存器，其中導管將流體通道的入口端及出口端分別連
接於流體儲存器的出口處及入口處。馬達配置於導管上，其中導管
通過馬達以將流體通道的入口端連接於流體儲存器的出口處。 

抗結垢過濾膜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本揭露內容提供一種抗結垢過濾膜，其是藉由包括以下試劑製備而
成：以式(1)表示的聚醚醯亞胺以及以式(2)表示 

用於保暖織物的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保暖織物的布料包括中空並列型纖維。中空並列型纖維包
括 40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第一聚酯以及 40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
第二聚酯，其中第一聚酯的特性黏度與第二聚酯的特性黏度的差值
介於 0.15 dL/g 至 0.25 dL/g 間。 

耐磨防穿刺織物及防彈
衣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耐磨防穿刺織物包含第一布層、第二布層以及至少兩擴纖層。
擴纖層彼此疊置，並且，擴纖層位於第一布層與第二布層之間。 

用於電子元件的不織布
膜材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電子元件的不織布膜材包括聚醚醯亞胺基材以及氣凝膠。
氣凝膠配置於聚醚醯亞胺基材上，且具有介於 0.7%至 0.9%間的含
水率以及介於 85%至 95%間的孔隙率。 

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歐盟 一種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包括 98.00 重量份至 99.00 重量份的載體、
0.10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黃色色料、0.08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
藍色色料以及 1.00 重量份至 1.50 重量份的二氧化鈦。載體包括聚
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黃色色料以 0.10 wt%至 0.20 wt%的含量與餘
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黃色纖維時，黃色纖維在 L*a*b*色彩空間中
的 L*值介於 101.27 至 101.72 之間，a*值介於-17.61 至-13.47 之間，
且b*值介於89.84至108.79之間。當藍色色料以0.08 wt%至0.20 wt%
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藍色纖維時，藍色纖維在 L*a*b*
色彩空間中的L*值介於 55.60至 66.80之間，a*值介於-22.69至-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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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且 b*值介於-37.50 至-31.80 之間。 

調光隔熱窗簾布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調光隔熱窗簾布包括透光區以及遮光區。遮光區及透光區是由
經紗與緯紗交互編織而成，經紗為紗線直徑介於 0.10mm 至 0.15mm
間的聚酯單紗，且緯紗於遮光區的編織密度大於緯紗於透光區的編
織密度。遮光區的厚度大於透光區的厚度，且遮光區的寬度大於透
光區的寬度。 

用於製備透氣防水織物
的貼合裝置以及貼合方
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製備透氣防水織物的貼合裝置包括塗膠輪、點膠輪、進布
輪、第一壓合輪以及第二壓合輪。塗膠輪具有配置於其上的刮刀。
點膠輪相鄰於塗膠輪，且具有第二轉動方向。進布輪相鄰於點膠輪，
且具有第一轉動方向。第一壓合輪相鄰於進布輪，且具有第一轉動
方向。第二壓合輪相鄰於第一壓合輪，且具有第二轉動方向，其中
第一壓合輪與第二壓合輪的間距為透氣防水織物的厚度的 50%至
70%。 

透氣防水不織布及其製
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透氣防水不織布藉由包括以下步驟的製造方法製造而成。對 87
至 91 重量份的聚酯、5 至 7 重量份的撥水劑及 3 至 6 重量份的流促
劑進行混練製程，以形成混合物，其中聚酯在溫度為 270℃時具有
介於 350g/10min 至 1310g/10min 間的熔融指數(MI)，且混合物在溫
度為 270℃時具有介於 530g/10min 至 1540g/10min 間的熔融指數。
對混合物進行熔噴製程，使得流促劑揮發，以形成熔噴纖維。熔噴
纖維具有纖維本體以及撥水劑，撥水劑配置於纖維本體的表面，且
具有介於 350nm 至 450nm 間的粒徑(D90)。 

透氣防水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透氣防水織物包括透氣防水不織布、第一黏著層以及第一基
布。透氣防水不織布是藉由熔噴製程製備而成，並具有介於 1.5μm
至 2.0μm 間的平均孔徑，且是由熔噴纖維構成，其中熔噴纖維具有
介於 600nm 至 1700nm 間的平均纖維直徑。第一黏著層配置於透氣
防水不織布的第一表面，且具有多個黏著點，其中第一基布藉由多
個黏著點配置於透氣防水不織布的第一表面。 

織物染色製程助劑試配
性的判斷方法及其判斷
系統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織物染色製程助劑適配性的判斷方法。判斷方法包含以下步
驟。提供織物以進行待測染色製程。記錄待測染色製程的待測助劑
配方，並且待測助劑配方包括第一均染劑比例及第一促染劑比例。
對織物在待測染色製程的多個時間點上各自的第一力度染著率以及
第一力度染著率變化量依序進行量測步驟。利用決策樹根據多個第
一力度染著率以及多個第一力度染著率變化量產生第一適配結果。
判斷待測助劑配方是否適配待測染色製程。 

電致發光線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本揭露提供一種電致發光線，其包括中心導線、電洞傳輸層、電致
發光層、電子傳輸層以及透明導電層。電洞傳輸層包繞中心導線。 

粉塵輸送裝置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粉塵輸送裝置包含箱體、第一管體、第一轉桿、多個撥片以及
驅動裝置。箱體具有相連通的第一穿孔以及第一空間，第一空間配
置以容置粉塵。第一管體連接於箱體外並對應第一穿孔，第一管體
具有端面，端面遠離箱體。第一轉桿穿越第一穿孔與第一管體，第
一轉桿至少部分位於第一空間內並至少部分暴露於第一管體外，第
一轉桿具有凹槽，凹槽設置於第一轉桿的表面，並依螺旋路徑繞第
一轉桿延伸。撥片設置於第一轉桿，撥片與端面之間具有第一間隙。
驅動裝置位於箱體外並機械連接第一轉桿，驅動裝置配置以相對箱
體轉動第一轉桿。 

透光隔熱窗簾布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透光隔熱窗簾布包括基布以及聚氨酯塗層。聚氨酯塗層配置於
基布的表面。聚氨酯塗層具有多個孔洞，且每一個孔洞的直徑(D90)
介於 90nm 至 98nm 間。 

感濕變形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感濕變形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感濕收縮墨水。感濕收縮墨水利用
數位噴印製程噴塗於基布的任一表面，且感濕收縮墨水於基布的表
面形成親水區。 

隔濕保溫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感濕變形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感濕收縮墨水。感濕收縮墨水利用
數位噴印製程噴塗於基布的任一表面，且感濕收縮墨水於基布的表
面形成親水區。 

感濕收縮墨水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噴印製程的感濕收縮墨水具有介於 2.5cP 至
10.0cP 間的黏度以及介於 22dyne/cm 至 32dyne/cm 間的表面張力。
感濕收縮墨水包括 15重量份至 35重量份的感濕收縮樹脂以及 65重
量份至 85 重量份的水。 

抗結垢過濾膜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本揭露內容提供一種抗結垢過濾膜，其是藉由包括以下試劑製備而
成：以式(1)表示的聚醚醯亞胺以及以式(2)表示 

上肢穿戴裝置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上肢穿戴裝置，包含肘部配件、自肘部配件的一端延伸的上臂
配件、可活動地連接於上臂配件的上臂束帶、自肘部配件的另一端
延伸的下臂配件、可活動地連接於下臂配件的下臂束帶、自下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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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一端延伸的腕部束帶，以及位置可調整的上臂肌電感測模組和
下臂肌電感測模組。上肢穿戴裝置穿戴於使用者的上肢後，上臂肌
電感測模組的第一差動電極組件及第二差動電極組件分別位於成對
的上臂擷抗肌上，下臂肌電感測模組的第三差動電極組件及第四差
動電極組件分別位於成對的下臂擷抗肌上。 

聚醯胺醯亞胺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聚醯胺醯亞胺，其由以下式 1 表示：其中 R 為碳數為 6 的芳基、
碳數為 7 至 8 的芳烷基、碳數為 2 至 3 的烷氧烷基、或碳數為 3 至
18 的烷基；以及 0.02&#8804;X&#8804;0.5。 

用於電子元件的無紡布
膜材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電子元件的不織布膜材包括聚醚醯亞胺基材以及氣凝膠。
氣凝膠配置於聚醚醯亞胺基材上，且具有介於 0.7%至 0.9%間的含
水率以及介於 85%至 95%間的孔隙率。 

透氣防水膜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透氣防水膜，包括基材以及配置於基材上的奈米纖維層。奈米
纖維層由靜電紡絲製程形成。靜電紡絲製程中所使用的電紡液包括
第一添加劑、醇類以及第二添加劑。第一添加劑包括尼龍共聚物，
且第二添加劑包括聚矽氮烷。 

撥水樹脂、撥水織物及
其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撥水織物包括基布以及撥水樹脂。撥水樹脂配置在基布上，其
中撥水樹脂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進行第一熱製程，以混合多
元醇、交聯劑及膽鹼，以形成第一混合物，其中第一熱製程的反應
溫度介於 90℃至 120℃間。進行第二熱製程，以混合第一混合物及
撥水劑，以形成撥水樹脂，其中撥水劑包括羥基、胺基或其組合，
且第二熱製程的反應溫度介於 120℃至 150℃間。 

透氣防水不織布及其製
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透氣防水不織布藉由包括以下步驟的製造方法製造而成。對 87
至 91 重量份的聚酯、5 至 7 重量份的撥水劑及 3 至 6 重量份的流促
劑進行混練製程，以形成混合物，其中聚酯在溫度為 270℃時具有
介於 350g/10min 至 1310g/10min 間的熔融指數(MI)，且混合物在溫
度為 270℃時具有介於 530g/10min 至 1540g/10min 間的熔融指數。
對混合物進行熔噴製程，使得流促劑揮發，以形成熔噴纖維。熔噴
纖維具有纖維本體以及撥水劑，撥水劑配置於纖維本體的表面，且
具有介於 350nm 至 450nm 間的粒徑(D90)。 

用於製備透氣防水織物
的貼合裝置以及貼合方
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於製備透氣防水織物的貼合裝置包括塗膠輪、點膠輪、進布
輪、第一壓合輪以及第二壓合輪。塗膠輪具有配置於其上的刮刀。
點膠輪相鄰於塗膠輪，且具有第二轉動方向。進布輪相鄰於點膠輪，
且具有第一轉動方向。第一壓合輪相鄰於進布輪，且具有第一轉動
方向。第二壓合輪相鄰於第一壓合輪，且具有第二轉動方向，其中
第一壓合輪與第二壓合輪的間距為透氣防水織物的厚度的 50%至
70%。 

透氣防水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透氣防水織物包括透氣防水不織布、第一黏著層以及第一基
布。透氣防水不織布是藉由熔噴製程製備而成，並具有介於 1.5μm
至 2.0μm 間的平均孔徑，且是由熔噴纖維構成，其中熔噴纖維具有
介於 600nm 至 1700nm 間的平均纖維直徑。第一黏著層配置於透氣
防水不織布的第一表面，且具有多個黏著點，其中第一基布藉由多
個黏著點配置於透氣防水不織布的第一表面。 

聚醯亞胺組成物以及分
離膜的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分離膜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包括可溶性聚醯亞胺、
交聯劑及溶劑的聚醯亞胺組成物。可溶性聚醯亞胺由以下式 1 表示： 

導濕排汗織物與其製作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導濕排汗織物，包含基布、第一膠體層及第二膠體層。基布包
括彼此相對的上表面及下表面，並具有吸濕性。第一膠體層覆蓋於
基布的上表面，並具有疏水性質。第二膠體層覆蓋於基布的下表面，
並具有疏水性質。 

紡織品的加工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紡織品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紡織品。提供聚醯亞
胺，其中聚醯亞胺的重量平均分子量介於 20,000 g/mol 至 40,000 
g/mol 之間。提供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以溶解聚醯亞胺，並使聚醯
亞胺附著至紡織品中。 

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及
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及纖維，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
驟。將助劑及抗菌劑進行濕式研磨，再將助劑及抗菌劑加熱攪拌，
以使助劑均勻包覆抗菌劑。之後，將經助劑均勻包覆的抗菌劑與高
分子基材進行混練，以形成纖維母粒，其中經助劑均勻包覆的抗菌
劑均勻分散於高分子基材中。 

導電紗線模組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導電紗線模組，包含紗線、第一導電層、第二導電層、絕緣層
以及電子元件。第一導電層覆蓋在紗線上。第二導電層覆蓋在紗線
上。絕緣層覆蓋在紗線上，並配置在第一導電層與第二導電層之間。
電子元件設置在第一導電層、第二導電層及絕緣層上，並具有第一
接腳及第二接腳，其中第一接腳電性連接第一導電層，而第二接腳
電性連接第二導電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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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物模組及其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織物模組，包含第一織布、第一彈性防水膜、第二彈性防水膜、
第一導電圖案、控制模組及第二織布。第一彈性防水膜設置於第一
織布上。第二彈性防水膜設置於第一彈性防水膜上。第一導電圖案
被包覆於第一彈性防水膜及第二彈性防水膜之間，並黏附於第一彈
性防水膜及第二彈性防水膜的其中一者的表面。控制模組設置於第
一織布上，並電性連接第一導電圖案。第二織布與第一織布對向設
置，其中第一彈性防水膜、第二彈性防水膜及控制模組位於第一織
布與第二織布之間。 

聚酯嵌段共聚物、聚酯
嵌段共聚物的製作方法
及聚酯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聚酯嵌段共聚物的製作方法，其包括在觸媒存在下使聚對苯二
甲酸乙二酯與聚&#33816;二甲酸乙二酯共聚合以形成聚酯嵌段共聚
物。觸媒係由鈷、鉻、錳及銻所組成的複合物。聚苯二甲酸乙二酯
的分子量為 19000g/mol～21000g/mol。聚&#33816;二甲酸乙二酯的
分子量為 18000g/mol～24000g/mol。 

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布料，包括親水表面以及複合表面。複合表面與親水性表面對
向設置，且複合表面經數位噴印而具有親水區及疏水區。親水區與
疏水區的面積比例介於 1：8 至 4：5 之間。 

用於座椅的布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衣物的布料包括：第一織物，其是由多條低熔點纖維與多
條常規紗線編織後經熱處理而形成，以第一織物的總重量計，低熔
點纖維佔 10wt%至 55wt%，其中低熔點纖維是低熔點聚酯纖維或低
熔點耐隆纖維，且低熔點纖維的基底材料與常規紗線的基底材料相
同。 

抗靜電聚酯粒、可染色
聚酯粒及可染色抗靜電
芯鞘型複合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抗靜電聚酯粒，包含 50 至 80 重量份的聚酯、10 至 30 重
量份的導電碳粉及 10 至 30 重量份的白色金屬氧化物，白色金屬氧
化物包含二氧化鈦、銻摻雜氧化錫或其組合。另提供一種可染色聚
酯粒及一種可染色抗靜電芯鞘型複合纖維。 

聚醯亞胺組成物以及分
離膜的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分離膜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包括可溶性聚醯亞胺、
交聯劑及溶劑的聚醯亞胺組成物。可溶性聚醯亞胺由以下式 1 表示： 

智能手套及應用其的方
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智慧型手套包含手套載體、感應模組、多數個導電區塊以及多
數個導電織物結構。感應模組設置於手套載體，並包含處理器以及
與處理器電性連接之空間感知器。導電區塊設置於手套載體。導電
織物結構連接導電區塊以及處理器。 

改質聚醯胺及其製作方
法及耐隆複合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改質聚醯胺，其具有式(I)之結構：其中，a+c 為 1~20，b
為 4~50，m 為 5~11，n 為 2~16，x 為 100~220，y 為 1~6。 

用以形成聚醯亞胺的組
成物、聚醯亞胺及聚醯
亞胺膜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用以形成聚醯亞胺的組成物，包括四羧酸二酐單體組分、二胺
單體組分以及溶劑。 

導濕排汗織物與其製作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導濕排汗織物，包含基布、第一膠體層及第二膠體層。基布包
括彼此相對的上表面及下表面，並具有吸濕性。第一膠體層覆蓋於
基布的上表面，並具有疏水性質。第二膠體層覆蓋於基布的下表面，
並具有疏水性質。 

石墨烯粉體絮凝物及其
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石墨烯粉體絮凝物及其製造方法，此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對石墨原材進行連續高速往覆壓延製程以製成石墨前驅物，石墨前
驅物具有差排滑移結構。之後，藉由水平方向壓縮氣流使石墨前驅
物進行插層反應，以形成石墨烯與氣體層間化合物。接著，藉由層
間氣流壓力釋放使石墨烯與氣體層間化合物進行膨脹剝離反應，以
形成石墨烯聚集體。然後，使石墨烯聚集體在氣流中懸浮漂移並相
互碰撞，以產生石墨烯粉體絮凝物。 

織物模塊及其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織物模組，包含第一織布、第一彈性防水膜、第二彈性防水膜、
第一導電圖案、控制模組及第二織布。第一彈性防水膜設置於第一
織布上。第二彈性防水膜設置於第一彈性防水膜上。第一導電圖案
被包覆於第一彈性防水膜及第二彈性防水膜之間，並黏附於第一彈
性防水膜及第二彈性防水膜的其中一者的表面。控制模組設置於第
一織布上，並電性連接第一導電圖案。第二織布與第一織布對向設
置，其中第一彈性防水膜、第二彈性防水膜及控制模組位於第一織
布與第二織布之間。 

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及
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及纖維，纖維母粒的製造方法包括以下步
驟。將助劑及抗菌劑進行濕式研磨，再將助劑及抗菌劑加熱攪拌，
以使助劑均勻包覆抗菌劑。之後，將經助劑均勻包覆的抗菌劑與高
分子基材進行混練，以形成纖維母粒，其中經助劑均勻包覆的抗菌
劑均勻分散於高分子基材中。 

聚酯纖維及聚酯的製作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聚酯纖維包括：第一聚酯纖維，第一聚酯纖維包括聚酯，聚酯
係由對苯二甲酸、乙二醇、至少一二酸及至少一二醇共聚合而成，
至少一二酸係選自由己二酸及 1,4-環己烷二羧酸所組成的群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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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二醇係選自由乙氧化-2-甲基-1,3-丙二醇、2-甲基-1,3-丙二醇及
己二醇所組成的群組。 

導電線材模組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導電線材模組，包含第一線材以及第二線材。第一線材包含紗
線、導電層、絕緣層以及電子元件。導電層配置在紗線上，且導電
層具有第一導電部及第二導電部。絕緣層配置在紗線上且位在第一
導電部與第二導電部之間。電子元件配置在紗線上且與第一導電部
及第二導電部電性連接。第二線材沿著第一線材的路徑包繞第一線
材。 

消臭纖維及其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消臭纖維的製造方法包括：對沸石粉及月桂酸進行加熱攪拌程
序，以形成消臭劑，且沸石粉與月桂酸的重量比為 0.3 至 1.5；提供
由尼龍 6 或尼龍 610 所組成的纖維原料；對 0.5 重量份至 2.5 重量份
的消臭劑及 97.5 重量份至 99.5 重量份的纖維原料進行混練造粒程
序，以形成纖維母粒；在 245℃至 280℃的溫度下，對纖維母粒進行
熔融紡絲程序以形成消臭纖維。 

聚酯嵌段共聚物、聚酯
嵌段共聚物的製作方法
及聚酯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聚酯嵌段共聚物的製作方法，其包括在觸媒存在下使聚對苯二
甲酸乙二酯與聚&#33816;二甲酸乙二酯共聚合以形成聚酯嵌段共聚
物。觸媒係由鈷、鉻、錳及銻所組成的複合物。聚苯二甲酸乙二酯
的分子量為 19000g/mol～21000g/mol。聚&#33816;二甲酸乙二酯的
分子量為 18000g/mol～24000g/mol。 

錦綸 66 改質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耐隆 66 改質纖維，其包括衍生自己二酸與己二胺的第一單體、
衍生自具有長碳鏈的二酸或二胺的第二單體、衍生自具有芳香環的
二酸或二胺的第三單體、衍生自環狀二酸或環狀二胺的第四單體。
第二單體具有 6 個至 36 個碳原子。第三單體具有 8 個至 14 個碳原
子。第四單體具有 6 個至 10 個碳原子。以耐隆 66 改質纖維的總重
量計，第一單體的含量介於 78 重量%至 94.8 重量%之間，第二單體
的含量介於 0.1 重量%至 1 重量%之間，第三單體的含量介於 5 重量
%至 20重量%之間，第四單體的含量介於 0.1重量%至 1重量%之間。 

自行車運動衣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自行車運動衣，包含後背導流結構、一對肩部導流結構和一對
臂部導流結構。後背導流結構設置在自行車運動衣的背部的中間區
塊並自頸部延伸至腰部。肩部導流結構設置在自行車運動衣的肩
部。臂部導流結構設置在自行車運動衣的上臂部位。後背導流結構、
肩部導流結構和臂部導流結構各自的粗糙度介於 500 微米至 800 微
米之間。 

濾材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濾材，包括熔噴不織布以及包覆層。熔噴不織布包括彼此交錯
的多條熔噴纖維。包覆層包覆每一熔噴纖維，其中包覆層的材質包
括聚矽氮氟化合物，以及包覆層的重量為 3%至 15%的熔噴不織布
的重量。 

塑膠粒及紗線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塑膠粒，其包括形狀記憶聚氨酯、聚氨酯以及聚氨酯型分散劑，
其中形狀記憶聚氨酯由以下步驟形成：將二異氰酸酯與多元醇進行
聚合反應以形成聚合物，以及將聚合物與擴鏈劑進行聚合反應以形
成形狀記憶聚氨酯。另提供一種紗線，其由所述塑膠粒所製成。 

水洗設備與其調控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水洗設備，包含清洗槽、第一緩衝槽、第一通道、第一溢流孔
以及第一酸鹼感測器。第一緩衝槽設置於清洗槽下方。第一通道連
接清洗槽及第一緩衝槽。第一溢流孔設置於第一通道上，並位於清
洗槽內。第一酸鹼感測器設置於第一緩衝槽內，並用以探測第一緩
衝槽內的溶液的酸鹼值。 

立體導電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立體導電織物，包含基底紗層、導電紗以及支撐紗。基底紗層
包含沿經向平行排列的多個經紗以及沿緯向排列的緯紗。緯紗與經
紗上下交錯排列以構成基底紗層。導電紗沿經向排列且以跳紗的方
式與緯紗交織，使導電紗形成凸出於基底紗層之表面的複數個導電
結構。支撐紗沿經向排列且以跳紗的方式與緯紗交織，使支撐紗形
成凸出於基底紗層之另一表面的複數個加壓結構。 

噴墨印花服裝的製作方
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噴墨印花服裝的製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建立版型圖。依據
版型圖製作服裝模型。於服裝模型上建立曲面座標網格。以平行光
源正投影的方式將印花圖案投影至服裝模型上，其中印花圖案的部
份分布在服裝模型的對接縫紉處。依據曲面座標網格定位印花圖
案，以獲得多個曲面定位數據。依據多個曲面定位數據建立印花圖
案平面設計圖。依據印花圖案平面設計圖對布料進行噴墨印花製程
後進行裁切製程，以獲得多個印花圖案裁片。將印花圖案裁片製作
成服裝成品。 

不織布與其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不織布的製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驟。使用分割型複合紗進行水
針穿刺製程，以使分割型複合紗於開纖後相互纏結，並形成為不織
布。每一分割型複合紗包括改質型親水耐綸纖維，具備含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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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水針穿刺製程的水針壓力為 3MPa 至 5MPa。 

導電紗線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提供一種導電紗線的製造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驟。提供異型斷面紗
線，其中所述異型斷面紗線的表面具有溝槽。將所述異型斷面紗線
製成針織布。將所述針織布含浸於導電樹脂溶液後，進行壓吸步驟
及乾燥步驟，以形成導電針織布。將所述導電針織布解織，以形成
導電紗線。 

智慧型手套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智慧型手套包含手套載體、感應模組、多數個導電區塊以及多
數個導電織物結構。感應模組設置於手套載體，並包含處理器以及
與處理器電性連接之空間感知器。導電區塊設置於手套載體。導電
織物結構連接導電區塊以及處理器。 

水性聚氨酯的製造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本發明實施例提供一種水性聚氨酯的製造方法及發泡體。水性聚氨
酯的製造方法包括：進行第一預聚合步驟，使氫化苯基甲烷二異氰
酸酯、環己烷二甲醇以及多元醇聚合以形成第一異氰酸酯預聚合
物；進行第二預聚合步驟，在丁酮中使第一異氰酸酯預聚合物及二
羥甲基丙酸聚合以形成第二異氰酸酯預聚合物；進行中和步驟，使
第二異氰酸酯預聚合物與中和劑混合以形成第三異氰酸酯預聚合
物；以及進行混合步驟，使第三異氰酸酯預聚合物及分散劑在水中
混合，以得到水性聚氨酯。以水性聚氨酯的總分子量計，水性聚氨
酯具有 0.4%至 1.6%的羧基。 

用於噴塗布料的噴墨設
備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噴塗布料的噴墨設備包括調液模組、墨瓶組、噴頭組、儲
氣組及氣源控制組。調液模組包括混墨瓶、墨水槽、第一供墨管線、
第二供墨管線、重量量測器、感知器及控制器。墨水槽包括第一墨
水瓶及第二墨水瓶。第一供墨管線連接第一墨水瓶及混墨瓶。第二
供墨管線連接第二墨水瓶及混墨瓶。重量量測器位於混墨瓶下。感
知器連接重量量測器。控制器連接感知器、第一供墨管線及第二供
墨管線。墨瓶組連接調液模組的混墨瓶。噴頭組連接墨瓶組。儲氣
組連接墨瓶組。氣源控制組連接儲氣組。 

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撥水型墨水
與撥水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撥水型墨水，包括 25 重量份
至 35 重量份的撥水劑、15 重量份至 25 重量份的保濕劑、0.5 重量
份至 2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 35 重量份至 60 重量份的溶劑。
撥水劑的 pH 值介於 1.5 至 6 之間，在 20℃至 25℃時，比重介於 0.8
至 1.5 之間。 

濾材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濾材，包括熔噴不織布以及包覆層。熔噴不織布包括彼此交錯
的多條熔噴纖維。包覆層包覆每一熔噴纖維，其中包覆層的材質包
括聚矽氮氟化合物，以及包覆層的重量為 3%至 15%的熔噴不織布
的重量。 

無線射頻辨識紗線切割
裝置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無線射頻辨識紗線切割裝置，其包括供應線軸、第一紗線移動
元件、第二紗線移動元件、攝像元件、光源以及熱切割元件。供應
線軸提供無線射頻辨識紗線到第一紗線移動元件與第二紗線移動元
件。光源沿著第二方向提供光至攝像元件，且第一方向不同於第二
方向。熱切割元件配置於攝像元件以及第二紗線移動元件之間。第
一紗線移動元件以及第二紗線移動元件沿著第一方向移動無線射頻
辨識紗線，使無線射頻辨識紗線的移動路徑通過光源以及攝像元件
之間再到達熱切割元件由熱切割元件切割。 

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
程的可噴塗吸濕型墨水
及吸濕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用於織物的數位印花製程的可噴塗吸濕型墨水包括 3.0 重量份
至 6.0 重量份的色料、0.5 重量份至 2.0 重量份的吸濕劑、0.5 重量份
至 1.0 重量份的界面活性劑以及餘量的溶劑，其中吸濕劑在 25℃時
的 pH 值介於 6.0 至 8.5 之間，且可噴塗吸濕型墨水的粒徑(D90)介於
180nm 至 220nm 之間。 

不織布的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不織布的製作方法包含以下步驟。提供 32 分割型複合紗，每一
32 分割型複合紗包含耐綸纖維、聚酯纖維以及增滑劑，其中增滑劑
用以潤滑耐綸纖維與聚酯纖維間的界面。使用水針穿刺製程對所述
32 分割型複合紗進行開纖，使得 32 分割型複合紗由耐綸纖維與聚
酯纖維間的界面開纖並相互纏結，以形成不織布。 

電致發光線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電致發光線包含中心導線、電洞傳輸層、發光層、電子傳輸層
以及透明導電層。電洞傳輸層包繞中心導線，且電洞傳輸層的最高
占據分子軌域介於-4.8eV 至-5.9eV 間。發光層包繞電洞傳輸層。電
子傳輸層包繞發光層，且電子傳輸層的最低未占分子軌域介於
-4.2eV 至-2.7eV 間。透明導電層包繞電子傳輸層。電致發光線的直
徑介於 420.16μm 至 520.24μm 間。 

塑膠薄膜的製造裝置以
及製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塑膠薄膜的製造裝置，其包括押出元件、齒輪泵、冷卻輥輪、
收捲輥輪以及檢測元件組。押出元件具有進料端及出料端，且塑膠
薄膜自出料端提供。齒輪泵鄰近進料端配置，並用以控制押出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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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料速率。冷卻輥輪鄰近出料端配置，且冷卻輥輪與出料端間隔
氣隙距離。冷卻輥輪用以控制薄膜押出元件的押出速率且提供輸送
方向。收捲輥輪沿著輸送方向配置在冷卻輥輪之後，收捲輥輪用以
收集經冷卻的塑膠薄膜。檢測元件組配置在冷卻輥輪及收捲輥輪之
間，且檢測元件組具有厚度檢測元件及寬度檢測元件。一種製作方
法亦被提出。 

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本質型螢光綠纖維包括 98.00 重量份至 99.00 重量份的載體、
0.10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黃色色料、0.08 重量份至 0.20 重量份的
藍色色料以及 1.00 重量份至 1.50 重量份的二氧化鈦。載體包括聚
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黃色色料以 0.10 wt%至 0.20 wt%的含量與餘
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黃色纖維時，黃色纖維在 L*a*b*色彩空間中
的 L*值介於 101.27 至 101.72 之間，a*值介於-17.61 至-13.47 之間，
且b*值介於89.84至108.79之間。當藍色色料以0.08 wt%至0.20 wt%
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藍色纖維時，藍色纖維在 L*a*b*
色彩空間中的L*值介於 55.60至 66.80之間，a*值介於-22.69至-22.70
之間，且 b*值介於-37.50 至-31.80 之間。 

織物定型機的操作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織物定型機的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採集馬達的電流數據、
振動數據、局部放電數據以及故障類型。建立電流數據、振動數據
以及局部放電數據對故障類型的關聯性。重複執行上述步驟，以建
立資料庫。依據資料庫內的多筆電流數據、多筆振動數據以及多筆
局部放電數據，建立迴歸方程式。在定型機的工作階段採集馬達的
工作電流數據、工作振動數據以及工作局部放電數據，並透過關聯
性及迴歸方程式分別獲得預計故障類型以及預計故障時間。 

冷卻服飾系統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冷卻服飾系統包括服飾、流體通道、流體儲存器、導管以及馬
達。服飾具有熱隔絕布以及熱傳導布，其中熱傳導布配置於熱隔絕
布相對於外界環境的表面。流體通道夾置於熱隔絕布與熱傳導布之
間，且由熱隔絕布與熱傳導布部分地壓合而成。流體通道具有入口
端以及出口端。流體儲存器具有入口處以及出口處。導管連接流體
通道與流體儲存器，其中導管將流體通道的入口端及出口端分別連
接於流體儲存器的出口處及入口處。馬達配置於導管上，其中導管
通過馬達以將流體通道的入口端連接於流體儲存器的出口處。 

使織物均勻染色的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使織物均勻染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驟。對織物進行噴墨印花製
程，使得染料以網點佈置的型態配置於織物的表面。對織物進行噴
霧給濕製程，使得織物承接液滴。對織物進行蒸處固色製程，使得
染料於織物的表面進行擴散，並固著於織物的表面。 

紅外線反射纖維及其製
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紅外線反射纖維包括 76.0 重量份至 88.5 重量份的載體、1.8 重
量份至 4.0 重量份的紅外線反射組成物、2.5 重量份至 7.5 重量份的
含二氧化鈦組成物以及 6.0 重量份至 16.0 重量份的調色組成物。載
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當紅外線反射組成物以 5.0wt%至
7.5wt%的含量與餘量的載體混合並製作成第一纖維時，第一纖維的
最大紅外線反射率介於 61%至 70%間。 

光變色聚丙烯纖維及其
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提供一種光變色聚丙烯纖維，其包括約 98~99 重量份的聚丙烯、
0.2~0.8 重量份的光變色劑、0.1~1 重量份的紫外光吸收劑以及 0.1~1
重量份的光安定劑，其中紫外光吸收劑包括 且光安定劑包括 ，其
中 n 為 10~14。另提供一種光變色聚丙烯纖維的製備方法。 

導電織物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導電織物包括基布及導電膜。導電膜配置於所述基布上。導電
膜包括聚氨酯樹脂及含銀導體，其中含銀導體為 55 重量份至 80 重
量份，而聚氨酯樹脂為 8 重量份至 12 重量份。 

布料檢測機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布料檢測機包含多個導布輥、第一檢測裝置、第二檢測裝置、
第三檢測裝置以及處理器。導布輥分別抵接布料，並配置以帶動布
料沿路徑朝輸送方向移動。第一檢測裝置的第一光源朝路徑的第一
區域射出第一光線，第一檢測裝置的第一攝影元件拍攝第一區域。
第二檢測裝置的第二光源朝路徑的第二區域射出第二光線，第二檢
測裝置的第二攝影元件拍攝第二區域。第三檢測裝置的第三光源朝
路徑的第三區域射出第三光線，第三檢測裝置的第三攝影元件拍攝
第三區域。處理器電性連接第一、第二以及第三攝影元件。第一、
第二以及第三區域依序排列於輸送方向。 

耐磨纖維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耐磨纖維包括 90.0 重量份至 99.0 重量份的纖維本體、0.5 重量
份至 7.5 重量份的耐磨劑、0.1 重量份至 0.5 重量份的石蠟系滑劑以
及 0.1 重量份至 0.3 重量份的抗氧化劑。纖維本體包括聚對苯二甲酸
乙二酯。耐磨劑附著於纖維本體的表面，且包括二氧化矽氣凝膠。 

數位噴印墨水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數位噴印墨水，其包括吸濕劑、表面活性劑、抗凍劑以及餘量
的溶劑。吸濕劑包括嵌段共聚醚酯。表面活性劑包括丙烯酸嵌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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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物。抗凍劑包括乙二醇。數位噴印墨水具有 2 cps 至 12 cps 的黏
度以及 28 dyne/cm 至 40 dyne/cm 的表面張力，且數位噴印墨水的
pH 值介於 6 至 8 之間。以數位噴印墨水的總重計，吸濕劑的含量介
於 5 wt.%至 11 wt.%之間，表面活性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10 wt.%
之間，抗凍劑的含量介於 3 wt.%至 5 wt.%之間。 

可水洗面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可水洗面罩包含防水織物結構、保溫織物結構、電致發熱元件
以及乾式面膜。保溫織物結構配置於防水織物結構的表面，且防水
織物結構與保溫織物結構間具有開口。電致發熱元件配置於防水織
物結構與保溫織物結構間，且開口配置以放置或取出電致發熱元
件。乾式面膜配置於防水織物結構相對於保溫織物結構的表面。 

熱塑性組成物及其製備
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歐盟 一種熱塑性組成物的製備方法，包括以下步驟。提供聚醚醯亞胺或
聚苯硫醚。提供聚醯亞胺，其中聚醯亞胺的玻璃轉移溫度介於 128oC
至 169oC 之間，所述聚醯亞胺的 10%熱重損失溫度介於 490oC 至
534oC 之間，以及當所述聚醯亞胺溶於 N-甲基-2-&#21537;咯啶酮且
固含量為 30 wt%時，黏度介於 100 cps 至 250 cps 之間。進行熱熔製
程，以混合所述聚醚醯亞胺及所述聚醯亞胺或者混合所述聚苯硫醚
及所述聚醯亞胺，以形成熱塑性組成物。另外，一種熱塑性組成物
亦被提出。 

單向導濕織物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國
大陸 

一種單向導濕織物包括裏層組織、表層組織以及接結紗。裏層組織
具有相互交織的多條裏經紗及多條裏緯紗，其中裏經紗具有親水
性，且裏緯紗具有疏水性。表層組織具有相互交織的多條表經紗及
多條表緯紗，其中表經紗具有親水性。接結紗與裏經紗及表經紗相
互交織，以接結裏層組織及表層組織。 

導電織物及其製備方法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美國 一種導電織物包括基布及導電膜。導電膜配置於所述基布上。導電
膜包括聚氨酯樹脂及含銀導體，其中含銀導體為 55 重量份至 80 重
量份，而聚氨酯樹脂為 8 重量份至 12 重量份。 

粉塵輸送裝置 (申請中，尚無獲證
證號) 

中華
民國 

一種粉塵輸送裝置包含箱體、第一管體、第一轉桿、多個撥片以及
驅動裝置。箱體具有相連通的第一穿孔以及第一空間，第一空間配
置以容置粉塵。第一管體連接於箱體外並對應第一穿孔，第一管體
具有端面，端面遠離箱體。第一轉桿穿越第一穿孔與第一管體，第
一轉桿至少部分位於第一空間內並至少部分暴露於第一管體外，第
一轉桿具有凹槽，凹槽設置於第一轉桿的表面，並依螺旋路徑繞第
一轉桿延伸。撥片設置於第一轉桿，撥片與端面之間具有第一間隙。
驅動裝置位於箱體外並機械連接第一轉桿，驅動裝置配置以相對箱
體轉動第一轉桿。 

另有關「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1/1)」之相關出版品成果，請詳
http://www2.itis.org.tw/Report/Report_List.aspx?industry=3&ctgy=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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