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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火災對世界各國政府而言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人為災害。由於

紡織品的易延燒性是引發火災快速蔓延的主要因素，而如何賦予紡織品阻

燃性相當重要的議題，其相關技術開發也在近數十年間吸引各界重視。本

研究即透過專利分析方法探討阻燃紡織品發展的方向。 藉由從美國與台灣

專利資料庫中收集自 1992 年 7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專利有效期限

20 年內之專利資料進行阻燃紡織品的專利分析。首先運用 IPTECH 資料庫

工具對五種專利項目進行分析以建立阻燃紡織品專利地圖，分析項目包含

專利件數分析、技術生命週期分析、申請國家別分析、申請公司別分析及

國際專利分類號(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等。同時，藉由計算阻

燃紡織品之主導廠商之專利相對定位(RPP)、專利相對優勢(RPA)及技術吸

引力(技術相對成長比率 RGR、技術相對成長潛力比率 RDGR)等三大專利指

標建立專利組合圖以探討阻燃紡織品技術的趨勢變化。 研究發現美國是阻

燃紡織品主要的技術領先國家，而 Du Pont 公司更是擁有較多數量的阻燃紡

織品專利與具備相對較高研發能量，因此目前居於領導地位。在 IPC 中以

B32B 技術領域的專利占最多顯示目前此類技術開發已呈現飽和狀態，此意

謂著 B32B 類技術的未來發展潛力將受限制，故不建議繼續投入大量資源進

行發展。然而，就專利組合圖之分析結果而言，A41D 技術領域是所有技術

領域中具相對較高的技術相對成長率和技術相對成長潛力。此顯示在目前

整個阻燃紡織品產業技術中，A41D 領域是具有高度吸引力的領域，故建議

有興趣朝阻燃紡織品發展的廠商，可朝 A41D 技術領域進行投入技術發展

與相關專利佈局。  

摘

要

(英

) 

The fire disaster has been consider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man-made disaster to all 

of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Due to the flammability of textile is the main reason to 

induce the fire rapid spreading,it is the important issue to provide the fire retardant 

for textile, and the relative research in flame retardant has also draw a lot of attention 

in last several decades.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the trend of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in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using the pantent analysis. The patent analysis for the fire 

retardant textile was carried out to collect the patents with validity period of 20 years 

from July 1, 1992 to June 30, 2012. The patent map for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was 

built by calculating the five different aspects utilizing the IPTECH database tools, 



including the analysis in number of patents, in the technology life cycle, in the patent 

assignee, in the assignee country of patent and in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The portfolio maps were built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end of technique 

development in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Three of the main patent factors were used by 

the calculation of the relative patent position (RPP), the revealed patent advantage 

(RPA), and the technique attractive in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which included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RGR) and relative development of growth rate (RDGR). The 

patent analysis results shows that America is the main leading country in the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and the Du Pont Incorporation is the leading company with a great 

number of patents in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and with a relative higher research 

potential. In the analysis of IPC, a great number of patent in the IPC of B32B 

indicates the state of technique development is over saturated, it means that the 

potential for the technique development related to B32B would be limited, and it 

would not be suggested to proceed the following research. However, as illustrated in 

the results of portfolio maps, it is revealed that the relative higher values of RGR and 

RDGR could be observed in A41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field of A41D is with high 

attractive of all research fields in flame retardant textile. The strategic patenting in the 

technique field of A41D is suggested for the companies with high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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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3/4/23 

轉

檔

日

2013/04/24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9065025 2013.4.23 18:52 210.61.66.79 new 01 499065025 2013.4.23 18:53 

210.61.66.79 new 02 499065025 2013.4.23 18:53 210.61.66.79 new 03 499065025 

2013.4.23 18:53 210.61.66.79 new 04 499065025 2013.4.23 18:54 210.61.66.79 new 

05 499065025 2013.4.23 18:55 210.61.66.79 new 06 499065025 2013.4.23 18:55 

210.61.66.79 new 07 499065025 2013.4.23 18:55 210.61.66.79 new 08 499065025 

2013.4.23 18:55 210.61.66.79 new 09 499065025 2013.4.23 18:56 210.61.66.79 new 

10 

異

動

記

錄 

C 499065025 Y2013.M4.D23 17:55 59.120.18.202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7:55 59.120.18.202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8:13 59.120.18.202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8:16 210.61.66.79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9:02 

210.61.66.79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9:03 210.61.66.79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9:04 210.61.66.79 M 499065025 Y2013.M4.D23 19:04 

210.61.66.79 M text2457 Y2013.M4.D23 19:04 210.61.66.79 M text2457 

Y2013.M4.D24 10:00 140.136.183.51 M text2457 Y2013.M4.D24 10:00 

140.136.183.51 M text2457 Y2013.M4.D24 10:01 140.136.183.51 M text2457 

Y2013.M4.D24 10:01 140.136.183.51 I 030540 Y2013.M4.D24 11:27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