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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羽絨毛之形態特性與種類鑑別 

王翰聰1,4  陳筱薇2  黃振芳3 

摘 要 水禽之羽絨具有極佳之保暖性及膨鬆性，使其成為高附加價值之動物副產物，台灣亦是國際羽毛精洗之重鎮，

羽絨加工產業鏈有完整之發展。本文將對於羽絨毛之生長、組成形態及鑑別方法進行探討，以提供羽絨毛進一步利用

之基礎。水禽羽絨毛之生長上，毛囊幹細胞之發展對於毛囊生長、羽毛周期性生長及表皮分泌均有影響，且其受到水

禽體內訊息傳遞因子與生長因子的調控。羽絨為次級毛囊發育而來，結構特徵上與其絨枝及節點的型態與分布狀況有

關，以組成形態來看，不同種類之水禽絨毛在顯微結構特徵上有差異，可作為鑑別羽絨來源種類之基礎。羽絨毛生長

受到動物之營養狀態、體重、性別、品種、羽毛生長部位等因素的影響，水禽採食之胺基酸的組成狀態對羽絨毛的生

長與特性有明顯影響，體重與產絨量呈正比，而品種間之產絨量也有明顯差異。由於陸禽羽毛無防水特性，因此陸禽

羽絨毛混雜於水禽羽絨及不同水禽羽絨之分辨，為羽絨鑑別之重點。除傳統的人工篩選法外，亦可利用紅外線光譜、

影像分析運算比對、分子生物學鑑定及化學溶解性差異進行鑑別。新式鑑別方法各有檢測優勢，但在產業實際應用上

仍需進一步之研究，若能加強鑑別技術之發展，將有助於羽絨產業的品質再向上提升。 

關鍵字：羽絨、結構特性、類別鑑定。 

The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es distinguish of 

waterfowl feather down 

Han-Tsuang Wang(1)(4) Shiau-Wei Chen (2)  Jeng-Fang Huang (3) 

ABSTRACT Feather down of waterfowl has superior thermal insulating property and filling power, it resulted 

in feather down as a high value animal byproduct. Taiw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eather down washing 

industry, it also developed a complete production chain of feather processing. We attempted to discuss the 

growth, morph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es distinguish of waterfowl feather down from recent data in this 

review. We attempted to provide a basic information for feather down research. To look at the hair cell growth, 

feather periodicity growth and skin secretion are effected by hair follicle stem cell, some signal transduction 

factors and growth factors also showed contribution to hair follicle stem cells differentiation regulation. The 

feather down was developed from secondary hair follicle,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re related to the 

morphology and distribution of down branch and node. The micro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waterfowl could be applied on the feather down recognition. The feather and down production are affected 

by factors including animal nutrition status, body weight, sexuality, species and feather growth region. The 

amino acid composition in waterfowl diet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feather and down growth. Body weight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down production, the species of waterfowl also affected the down produc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of water proof property of land fowl and water fow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 fowl feather 

mixed in down product and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waterfowl feather down source are major works of 

feather down species distinguish. Except recognition by microscope, other new methods including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 image processing and segmentation, molecular biology assay and solubi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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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solution cloud be applied in the category recognition. All new recognition methods showed some 

advantages in feather down identification. However, more research work is still needed to search for the 

suitable recognition method in feather down industry. The improvement of species distinguish technology 

could be benefit to the upgrade of feather down processing industry. 

Key words：Feather down,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Category recognition 

緒言 

羽毛為禽類重要的外觀特徵，主要的功能為保護皮

膚和保溫隔熱之作用。此外，羽毛具有鑑別禽類健康狀

態、品種與性別等功用。羽絨毛為肉品加工產業常見之副

產品，可粗分為羽毛(feather)和羽絨(down)兩大類，其

中水禽之羽絨具有其他纖維原料所沒有的保暖、輕盈、立

體球狀的貼身性、蓬鬆性和可調節身體濕度等獨特性，使

得水禽羽絨成為無可取代之優良保暖素材，具發展為精

緻農業之潛力 (江與葉，2011)。然而，羽絨的纖維特性

指標受許多因素影響，這些指標又影響羽絨的經濟價值，

加上不同水禽之羽絨價格差異很大，特性也有相當大的

差異。台灣羽毛業發展已有百年以上，羽毛水洗技術位居

世界領導地位，大量進口羽絨到台灣，使 1980 年代時，

台灣成為全球最大的羽毛加工區，並建立完整的產業鏈，

具有極強的生產競爭力 (江與葉，2011)。羽絨毛之加工

及水洗相關技術與品質檢驗發展，已有較多相關文獻進

行探討，本文將由羽絨毛生長發育、外觀形態與羽毛纖維

之構造開始，探討影響羽絨毛生長與纖維特性之因素，進

一步以羽絨之結構及化學特性，對檢測與分辨不同羽絨

來源之可用方法進行比較。希望透過鑑別技術的提升，能

使國產羽絨的加工有更進一步的表現。 

一、羽毛之發生與毛囊發育 

禽類的羽毛在胚胎時期就已經開始發生，在表皮層

與真皮層逐漸形成雛羽，於出殼前幾天，雛羽完全成熟。

雛羽稀薄，保暖性能差，出殼後，雛羽逐漸脫換育成羽，

育成羽保暖效果較雛羽好 (Xu et al., 2007)。在種別差異

上，陸禽身上的羽毛未發展羽絨構造，因此無法浮於水面 

(陳等，2004)。 

毛囊(feather follicle)為羽毛毛根在真皮乳頭層中，

被內毛鞘與外毛鞘包圍，外毛鞘再被結締組織所包圍，所

形成口袋狀的構造，是羽毛發育的位置。透過毛囊內毛乳

頭與毛球相互作用，羽毛開始發育。毛囊由毛杆(shaft)、

毛球(bulb region)、毛乳頭(papilla)和毛基質(matrix)等

部分組成，由於內有神經纖維、動脈毛細血管叢與靜脈毛

細血管叢，因此具有感知能力，並能獲得養分。毛囊的發

育在表皮和真皮間，毛囊內層的上皮組織與表皮相連，外

層則為結締組織與真皮相連，經複雜交互作用而形成，其

發育具週期性 (馬等，2012)。毛囊外根鞘隆突部(bulge)

含有毛囊幹細胞，是具有週期性生長和自我更新之能力

的細胞 (de Viragh and Meuli, 1995)。毛囊幹細胞不但

對於毛囊形態發生和羽毛週期性的生長具重要影響，同

時也是表皮和皮脂腺更新的細胞來源。 

具有刺激或抑制細胞分化與增殖的訊息因子有很

多，先前研究結果顯示，lymphoid enhancer binding 

factor 1 (Lef 1)與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BMP)

能影響毛囊形成(van Genderen et al., 1994)。Jamora et 

al. (2003) 發現訊息傳遞因子 wnt 與 noggin 可影響未

成熟的毛囊幹細胞開始分化形成毛囊的能力。毛囊發生

的機制在一般狀態下，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 

(GSK-3) complex 會將 β-catenin 磷酸化，使之降解，

當 wnt 結合到 GSK-3 complex 時，可抑制 β-catenin 的

磷酸化，使之累積。累積的 β-catenin 進入角質細胞細胞

核中，與 Lef 1/ TCF 結合並參與轉錄作用，活化基因，

促細胞轉化成多能性之細胞，分化成毛囊 (Salic et al., 

2000)。除此之外，β-catenin 亦可透過與 High-mobility 

group (HMG) box 中 sox 交互作用，抑制 Lef 1/ TCF 活

性 (Zorn et al., 1999)。細胞轉型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TGF-β)透過活化 TGF-beta activated 

kinase 1 (TAK 1) 使 TCF 磷酸化，阻礙其與 DNA 的結

合而抑制 Lef 1 / TCF (Ishitani et al., 1990)。 

毛囊及其周圍組織存在多種生長因子、細胞因子與

其受體，並以自泌或旁泌的方式，影響羽毛的生長發育與

生 長 週 期  (Akiyama et al., 1996) 。 表 皮 生 長 因 子

(eidermal growth factor，EGF)家族中，EGF 與 TCF (T-

cell factor)為主要影響羽毛的生長發育的因子(Song et 

al., 2004)。EGF、TCF 與兩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分佈於毛囊內外毛根鞘，

EGF 可延緩毛囊的發育，延長羽毛的生長週期的起始與

過程，減緩羽毛的生長速度 (Philpott and Kealey, 1994; 

Bond et al., 1996; Hoffmann et al., 1996)。 TCF 除能

延緩毛囊的生長發育，亦能降低毛囊生長速度(Luetteke 

et al., 1993; Luetteke et al.,1994)。 

二、羽毛之生長與分類 

羽毛開始發育時，毛球內的上皮細胞會始活化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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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毛球上方的細胞逐漸形成羽軸(shaft axis)和羽枝脊

(barb ridge)。接著毛囊遠端羽枝脊上皮細胞會迅速增殖

分 化 形 成 緣 板 (peripheral barbule plates) 、 羽 小 枝

(barbules)和原條(ramus)，而羽枝脊最終發育成羽枝

(barb)。羽枝由枝幹(rachis)和羽小枝(barbules)構成，而

緣板和原條的細胞會逐漸凋亡，進而形成羽枝內部空隙

(Prum and Williamson, 2001)。毛囊分成初級毛囊和次

級毛囊，彼此的發育是獨立進行，次級毛囊僅有輻射對稱

的羽枝脊，並且只能發育成羽絨(Xu et al., 2007)。馬等

(2012)針對鵝羽毛的生長進行研究，認為羽毛的生長是

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同部位的羽毛成長速度不同，換羽時

間也不一致。同一部位的羽絨、羽枝、羽軸隨著日齡的增

長，變化趨勢相似，然而羽根變化的趨勢則與羽絨、羽枝、

羽軸相反，尤其以羽根和羽軸兩者變化的趨勢最為明顯，

各部位的羽根在 44 日齡最長，在 54 日齡最短，但是羽

軸在 44 日齡最短，在 54 日齡最長(Kozák et al., 1992a)。

宋等(2003)對雛雞換毛進行觀察發現，5 日齡始長尾羽，

9 日齡時部分個體的頸部開始換毛，至 13 日齡全部開始

換毛。換羽順序為尾、頸、胸、體幹至背部羽毛。研究亦

發現，快羽型的雞隻羽毛生長狀況較慢羽型的雞隻好(張，

2008)。禽類需經歷三次換羽，始形成成熟之羽毛，常見

之飼養中大型鵝隻品種會經歷三次新舊羽毛交替的階

段，分別為：第一階段發生在 10 日齡至 4 週齡，雛羽脫

落；第二階段於 1~2 月齡，第一新羽被第二新羽代替，

且翅膀長出羽管；第三階段則發生在 80~150 日齡，所

有羽毛長齊(Kozák et al., 1992b)。 

禽類的羽毛大致分為正羽(又稱外羽)、羽絨(又稱絨

羽)和纖羽三類。正羽由羽根、羽枝和羽軸構成。羽枝相

互勾連形成羽片。羽枝上又生有兩排羽小枝，遠端的羽小

枝與其相鄰的近端羽小枝相互勾連，羽小枝上生有纖毛

和小勾 (Chen et al., 2015)。羽絨由絨核和絨絲組成，具

有更短的羽軸，羽枝上無羽小枝，呈蓬鬆狀，纖羽結構上

和毛髮相似，只在其頂部有一些羽枝(郭等，2010)。按羽

毛所在身體部位分有頭羽、頸羽、腹羽、背羽、翼羽、尾

羽等(馬等，2012)。羽絨的功能為絕緣的作用，而纖羽具

體的功能尚不清楚，但有研究認為，其是感覺輸入系統的

一部分，主要對正羽進行調控 (Bradley, 1972)。 

三、羽絨纖維的結構 

羽絨是生長在禽體表皮層上被毛片所覆蓋的纖細而

柔軟的絨毛。其不含羽軸，以絨朵(flower down)之形式

存在，於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下觀察，呈巨大的樹枝狀結

構 。 在 羽 絨 中 心 有 一 個 極 小 的 核 ， 稱 為 絨 核 (down 

nucleus)。絨核呈樹根狀，隨羽絨的發育情況不同而大小

不同，一般的長度約 0.5~ 4 mm，成熟絨的絨核較粗而

硬。絨核上有一根根微細而纖長的絨枝 (羽絲 )(down 

branch)，構成了絨朵的主體，並延伸至不同方向，圍繞

絨核，形成球狀的絨朵(Davies, 1970)。根據高等(2007)

對於絨朵結構的詳細研究，絨枝長度約為 0.5~ 3.5 cm，

直徑為 8~30 μm。每根絨枝上排列著大量的絨小枝

(fibrils diverging)(圖 1a)，但對於發育較完全或朵形較大

的絨，主要的絨枝上還會有次絨枝(圖 1b)，但數量不多

且不是每個絨枝上都會有，如此形成獨特的羽絨纖維。 

絨小枝沿絨枝呈 30 - 90〫生長，一般從絨枝的根部

向梢部角度逐漸變小，由十字狀逐漸變為 Y 字狀 (Zhang 

et al., 2011)。絨小枝從絨枝生長出後，截面形狀和直徑

變化較大，細度逐漸變細(圖 2a)。一般絨小枝長度為

100~ 500 μm，細度為 2~15 μm。絨小枝靠近根部處，

存在距離一定間隔的骨節(condyle)(圖 2b)，越向梢部，

骨節逐漸進化為節點(node)(圖 3a)。節點的形狀有三角

形(圖 3b)和叉狀節點兩種(圖 3c)。 

節點的有無和形態與絨羽的生長狀況、於小枝上的

位置及絨小枝在絨枝上的位置有關。絨枝末端的絨小枝

生有節點，而絨枝梢端的絨小枝無節點。成熟絨的絨小枝

                

圖 1. 羽絨顯微結構。(a) 絨核與絨枝； (b) 絨枝上的絨小枝。 

Figure 1. Microstructure of feather down. (a) Down nucleus and down branch; (b) Fibrils diverging on 

down branch.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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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約有 10 ~ 20 個節點，節點間距約為 20 ~30 μm，節

點最寬處約是同部位絨小枝直徑的 3~6 倍。隨成熟狀況

不同，在一個絨小枝上，可能同時出現叉狀與三角形節

點，形狀由三角形逐漸變為叉狀(圖 3a)，也可能全部為叉

狀節點(圖 3c)或全部為三角形節點(圖 3b)，有些節點則

成為絨小枝的末端。 

四、羽絨纖維的特性 

由於絨朵纖維之間的斥力作用，造成了羽絨獨特的

蓬鬆性。當含絨量越高時，其蓬鬆度亦越大(余等，1989；

金與李，2000)。成熟羽絨依形態不同，可以分為朵絨和

傘形絨。朵絨之絨朵較大，絨枝較長，呈散射狀球形，蓬

鬆性和保暖性最好。反之，傘形絨絨朵較小，絨枝分佈範

圍較窄，呈傘狀分佈，其各項性能不如朵絨優良。 

(一) 羽絨基礎形態  

羽絨形態結構，由小至大分別為基原纖、微原纖、原

纖與大原纖依序堆疊所形成。幾根長鏈分子互相纏繞形

成螺旋狀之基原纖，其具有一定的柔曲性，直徑為 10~30 

Å。許多基原纖平行排列，組合成微原纖，直徑介於 100~ 

500 Å。再由多個微原纖同樣以平行排列的方式形成原

纖，直徑則為 1000~ 5000 Å。最後由原纖維排列形成大

原纖，大原纖再堆砌形成羽絨。原纖具有比微原纖更大空

隙，夾雜著部分非結晶性部分(陳等，2004)。 

由羽絨纖維的長度和細度來看，羽絨纖維與其它蛋

白質纖維長度相比下較短，絨朵中每根羽絲的長度約為 

1-3 cm，細度介於 80-220 nm 之間 (金與李，2000；陳

等，2004)。羽絨纖維化學結構上，羽絨纖維由多種胺基

酸縮合而成的蛋白質大分子，分子間存在雙硫鍵、離子鍵

與氫鍵，使得羽絨纖維分子具有網狀結構，化學性質因而

穩定。羽絨纖維的表面是一層細胞膜，為固醇(sterol)與

三磷酸酯(triphosphate ester)的雙分子層組成。這層雙

分子薄膜佔整根羽絨纖維重量的 10%以下，故而羽絨纖

維防水性能較好(Gao et al., 2007)。由於三磷酸酯具有很

強的吸附性，在雙分子層的外層吸附了一些顆粒狀的蛋

白質，羽絨分子結構中含有大量的鹼性基團和酸性基團，

因此其具備兩性的特性(陳等，2004)。 

細胞膜的裡層是組成羽絨纖維主要成分的蛋白質，

稱之為羽朊，為多種胺基酸縮合而成，羽朊中的初級結構

為各種胺基酸所組合而成的多胜肽鏈。雙硫鍵使得部分

的多胜肽鏈形成環狀，羥基和胺基間的氫鍵使之呈右螺

旋，構成羽朊的二級結構。幾條多胜肽鏈因氫鍵纏繞成一 

 

              

圖 2. 絨小枝之特徵。(a) 形態變化。(b) 絨小枝上的骨節 

Figure 2. The characteristic of fibrils diverging. (a) Morphology change. (b) The condyle on fibrils diverging. 

 

            

圖 3. 絨小枝上的節點位置與形態。 (a) 節點分布。 (b) 三角形結點。 (c) 叉狀節點。 

Figure 3. The location and shape of nodes on fibrils diverging. (a) Distribution of nodes (b) Triangle shape 

node. (c) Fork shape nod

(b) (a) (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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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多股再纏繞一起，形成繩索狀結構  (Jin and Li, 

2000)。 

羽朊分子間通過離子鍵、醯胺鍵、酯鍵、雙硫鍵和氫

鍵等作用力，產生許多形式的橫向連結。這些連結可因物

理(如熱、紫外線、摩擦等)、化學(如酸、鹼、氧化或還原

劑等)及生物(昆蟲、微生物等)作用下分解，造成羽絨的變

性變質(陳等，2004)。 

(二) 羽絨羽毛與其他蛋白質纖維之比較 

羽絨絨朵中，羽絲的平均長度與細度與羊毛或蠶絲

相比，其長度較短，細度較粗，造成羽絨的紡織性能較羊

毛和蠶絲差，因此羽絨通常只被使用於寢具及衣物的填

充物(陳等，2004)。與其他蛋白質纖維相較，羽絨羽毛的

非結晶性部分較羊毛多，羽絨的基原纖、微原纖和原纖之

結構中，存在著較多與較大的空隙，使得羽絨纖維比羊毛

和蠶絲纖維輕(Jin and Li, 2000)。表 1 為水禽羽絨與其他

蛋白纖維主要性能之比較 (Skelton et al. 1985; Jin and 

Li, 2000; 陳等，2004)。 

五、影響羽毛性狀之因素 

羽絨毛的發育受遺傳、激素、營養與環境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響(司等，2006;  Saatci, 2008)。羽毛也會受到動

物日齡、季節、疾病等因素，造成羽毛特性的改變。下列

將分別針對營養(蛋白質與胺基酸、脂質、維生素與微量

元素)、動物體重、性別、品種、羽毛生長部位等因素對

於羽絨毛生長影響進行探討。 

(一)  營養 

營養對於禽類羽毛的發育、結構、換羽以及羽色均具

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飼糧中蛋白質含量和優劣對羽毛的

生長影響很大。其中又以含硫胺基酸與支鏈胺基酸的影

響尤為重要，維生素和微量元素亦不可或缺，而脂質的功

用則利於羽絨保持光澤(李等，2001)。 

1. 蛋白質與胺基酸 

羽毛中蛋白質含量高達 90%，故蛋白質對於羽毛的

生長影響甚钜。飼糧中粗蛋白的濃度對於羽毛的產毛率、

正羽和羽絨的指標(質量與長度)具有重要的影響(郭等，

2012)。李等(2001)研究中發現，羽毛蛋白質沉積量可達

總體蛋白質沉積量的 12.99%~18.88%，顯示飼糧中蛋白

質的濃度對於羽毛生長是相當重要。羽毛重量隨飼糧中

粗蛋白濃度增加而增加(Aktare et al., 1996)。與陸禽相

比，水禽之體蛋白質於羽毛中堆積的比例較高，生長初期

約有 33%之蛋白質堆積於羽毛部分(Nitsan et al., 1981)。 

當飼糧中粗蛋白的含量低於 18%時，羽毛重量和毛

重比會下降 (Si et al., 2000)。Urdaneta-Rincon and 

Leeson(2004)研究發現當飼糧中粗蛋白含量從 17%增

加至 25%時，羽毛的生長速度增快，且品質亦較好。但

若再增加粗蛋白的濃度(大於 25%)，羽毛生長無顯著差

異。Twining et al. (1976) 研究結果顯示，粗蛋白含量對

於換羽時羽毛生長具重要影響。郭等(2012)的研究指出，

飼糧中粗蛋白質濃度與蘇胺酸(thronine)的濃度，顯著影

響北京鴨的產毛率、正羽和羽絨指標(質量與長度)。在低

濃度粗蛋白(14%)飼糧中，蘇胺酸的添加顯著提高正羽和

羽絨的指標。顯示蘇胺酸在羽毛早期發育中具有重要的

影響。此外，正羽的良好發育所需之蘇胺酸濃度較羽絨發

育高。 

離胺酸(lysine)和甲硫胺酸(methionine)均顯著影響

羽毛之生長。李等(2001)研究 0~8 週齡的雉雞，對於離

胺酸和甲硫胺酸的需求，顯示最大羽毛蛋白質沉積需要

之採食離胺酸和甲硫胺酸量(1.28 %與 0.51 %)大於最大

屠體蛋白沉積(1.18 %與 0.41 %)與蛋白質淨利用率(1.18 

%與 0.43 %)。不同週齡雉雞，促使羽毛生長(鞍部和尾部

羽毛)最佳的離胺酸和甲硫胺酸需求量有差異，以對於生

長較初期羽毛蛋白質沉積量的影響而言，甲硫胺酸之影

響大於離胺酸。表皮組織中含硫胺基酸相對比例遠高於

肌肉組織，因此飼糧中缺乏含硫胺基酸時，首先會造成羽

毛發育之異常(Tsiagbe et al., 1987)。研究發現，在羽毛

迅速發育時期，半胱胺酸(cysteine)占硫胺基酸的 54%

時，禽類具有最大的飼料效率。當羽毛發育完成，半胱胺

酸的影響便下降(Wheeler and Latshaw, 1981)。Tsiagbe 

et al.  (1987)研究中則認為半胱胺酸和甲硫胺酸的濃度

會影響羽毛的構造，在基礎日糧中(0.37%半胱胺酸和

0.35%甲硫胺酸)，額外添加 0.20%半胱胺酸會提高羽毛

堅硬度，而添加更高量的甲硫胺酸(1.45%)則導致羽毛更

加柔軟，這可能與硫化物的大量增加有關。含硫胺基酸添

加能促進羽毛生長作用，添加任何硫化物，如單質硫、硫

酸鈣或硫酸鈉等均能提高動物的乾物質採食量和體增

重。以飼料效率而言，甲硫胺酸效果最好，硫酸鈣效果最

差，而各種硫化物來源都能促進羽毛生長，其中以甲硫胺

酸促進效果最好，單質硫效果最差。額外添加單質硫或含

硫胺基酸的效果，與動物額外添加硫化物前的營養濃度

有關(Qi et al., 1994)。 

除了含硫胺基酸對於羽毛生長具影響外，支鏈胺基

酸對於羽毛發育亦具有重要影響。Farran and Thomas 

(1992)的研究中，餵飼纈胺酸(valine)缺乏，但是白胺酸

(leucine)和異白胺酸(isoleucine)充足的日糧，雛雞會出

現 特 異 性 的 胺 基 酸 缺 乏 症 。 Urdaneta-Rincon and 

Leeson (2004)的試驗中建議，提供 0~3 週雛雞正常羽毛 



- 156 - 王翰聰、陳筱薇、黃振芳：水禽羽絨毛之型態特性與種類鑑別 

 

生長，支鏈胺基酸添加量應是 NRC(1994)推薦量的 1.08

倍。當羽毛的組成中缺乏纈胺酸、異白胺酸和半胱胺酸

時，可透過在飼糧中添加纈胺酸與異白胺酸使羽毛胺基

酸組成達正常(Penz et al., 1984)。 

部分胺基酸對於羽毛色素沉積具有重要影響，其中

離胺酸已被證實為色素構造中最主要的胺基酸(Owings 

et al., 1959)。此外，當餵飼缺乏苯丙胺酸(phenylalanine)

和酪胺酸(tyrosine)的飼糧時，羽毛顏色會變淺，可能與

這兩個胺基酸為黑色素形成之前驅物質有關(Anderson 

and Warnick, 1967)。 

2. 脂質 

尾脂腺分泌的油脂可滋潤羽毛並具防水的作用(郭

等，2010)。當家禽飼糧中脂肪含量長期低於 1.5%或因

飼糧脂肪利用性降低時，會有尾脂腺縮小之情況出現，油

脂分泌減少，進而使禽類羽毛發育異常並影響羽毛光澤

(Sandilands et al., 2004)。

 

表 1、羽絨與其他蛋白纖維主要性能之比較 

Table 1. Comparison of feather down and other protein fibers   

特性 

Characteristics 

羽絨 

Down 

羊毛 

Wool 

蠶絲 

Silk 

斷裂強度(Rupture strength) 

  乾態 (Dry) 

 

0.6~1.2 

 

0.9~1.5 

 

3~3.5 

  濕態 (Wet) 0.5~1.1 0.67~1.43 1.5~2.5 

相對濕強(Relative wet strength) 82 76~96 70 

斷裂延伸率(Elongation at break) 

  乾態 (Dry) 

 

20~32 

 

25~35 

 

15~25 

  濕態 (Wet) 22~45 25~50 27~33 

彈性恢復率(Elasticity comeback rate) 75 99 54~55 

回潮率(Moisture regain) 

  20℃ / RH = 65%  

 

15 

 

16 

 

9 

  20℃ / RH = 95%  19 22 36~37 

熱導率 (Hot conductance, w/MC) 0.048~0.054 0.052~0.055 0.05~0.055 

耐熱性/ ℃ (thermal stability) 

  分解溫度(Decomposing temperature) 

 

150 

 

130 

 

235 

  燃燒溫度(Burning temperature) 720 800 270~465 

  耐日光性(Light stability) Strength 

decreased/ 

Denature 

 Strength 

decreased/ 

Yellowing 

Strength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強度損失/ h (Strength loss/h)  

(50% of sunlight time) 

 

1000 

 

1100 

 

305 

耐酸性(Anti-acid ability) Pretty good Good Poor 

耐蟲蛀、耐黴菌性 

(Anti-insect and anti-mildew ability) 

Anti-mildew / 

Insect tolerance 

Anti-mildew / 

Insect 

Intolerance 

Anti-mildew 

/Insect 

Intolerance 

染色性(Chromaticity) Poor Pretty good Prett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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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維生素 

各種維生素對於羽毛的作用是廣泛而明顯的。脂溶

性維生素中，維生素 A 缺乏會引起上皮組織乾燥和皮膚

過度角質化，維生素 D 缺乏則導致羽毛蓬鬆無光澤，維

生素 E 缺乏時羽毛發育亦出現異常(Wolf et al., 2003)。

水溶性維生素同樣能影響羽毛生長。維生素 B6 缺乏時會

造成被羽生長不佳，羽毛粗糙、稀疏且易脫落，而泛酸能

影響毛髮的色澤，缺乏時會導致皮膚、黏膜及羽毛發生病

變(郭等，2010)。葉酸具促進羽毛生長的作用，家禽飼糧

中添加葉酸，能有效預防羽毛發育不良，且顯著影響羽毛

的色澤(Briggs and Lillie, 1946)。核黃素缺乏會導致胚胎

期的雞隻和雛雞羽毛出現異常，羽絨頂端異常腫脹的錐

形羽(Whitehead et al., 1993)。 

4. 礦物質與微量元素 

鈉是維持體內滲透壓、酸鹼值與離子平衡的主要元

素，缺乏時會導致羽毛發育不良，同時伴隨啄羽的現象

(Leeson and Summers, 1980)。許多研究中發現，微量

元素鋅為體內多種酵素的成分，除參與酵素反應外，與家

禽的羽絨生長密切相關，並且有利於銅和錳等元素之吸

收。鋅的缺乏會導致羽毛磨損，尤其是快速生長的主翼羽

和次翼羽，磨損更為顯著(Bortolotti et al., 1989)。餵飼

含有一般濃度的礦物質飼糧時，雛雞仍可能出現羽毛發

育受阻等缺鋅症狀 。當 於基礎日糧中 (鋅濃度 為 50 

mg/kg)添加碳酸鋅(100 mg/kg)可減緩羽毛異常的現

象，試驗中增加日糧鋅的濃度對於羽毛生長的影響很大，

飼糧中添加礦物質補充料能顯著地提高絨毛中銅、錳、鋅 

和鐵的含量，並促進鵝羽絨生長，提高羽絨產量(駱與王，

1996)。 

飼糧中鈣、磷比例不平衡會引起家禽啄羽的現象，然

而過量的鈣與磷亦不利於家禽羽毛生長(Bortolotti et al., 

1989) 。 硒 是 谷 胱 甘 肽 過 氧 化 酶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的組成成分，能防止細胞粒線體脂

質過氧化，保護細胞膜，當硒缺乏時，羽毛發育會出現異

常。因此飼糧中補充硒能促進羽毛生長作用(Supplee, 

1966)，且有機硒的促進能力較無機硒更為顯著。此外飼

糧中補充有機硒可減少羽毛的磨損和折斷(Perić et al., 

2009)。在鴨的飼糧中添加 2%矽酸鈉能改善鴨的羽毛生

長，亦能提高脫毛的乾淨度。當添加的濃度為 300 

mg/kg，可使肉鴨羽毛生長發育快，且較為豐滿(郭等，

2010)。 

(二) 動物體重 

動物的體重對於羽毛的生長也具有影響。Pingel 

(1990) 在生長中的鵝隻證實了體生長與羽毛生長為正

相關。Hopps (2002) 研究中找出了水禽羽毛產量與體重

之間的迴歸方程式為 ŷ = － 1.25085 + 0.056745 W，

其中 W 為體重。時等(1994)由試驗結果得到豁鵝羽毛產

量與體重之間的回歸方程式為 ŷ = 0.10 W 0.85 (r = 

0.59)。劉等(1996)則證實鴨隻體重與羽絨的生長發育有

關，體型較大鴨隻，羽絨發育有更好的表現。體重會顯著

影響羽毛的產出量，一隻成年鵝的羽重大約占體重的

6.2%，各品種間的羽量因為體重而不同。根據文獻資料，

從體重為 3.5~4.5kg 的鵝身上大約可得到 200~260g 的

羽 毛 ， 而 從 體 重 為 5~7kg 的 鵝 身 上 大 約 可 得 到

290~327g 的羽毛   (Schneider, 1995; Szado et al., 

1995)。 

(三) 性別 

不 同 性 別 對 禽 類 羽 絨 特 性 有 影 響 (Kozák et al., 

2011)。性別對於白鵝羽絨生長的影響的研究中，雖然在

17 週齡的公母鵝羽絨細度、羽絨絨朵長差異不顯著，但

母鵝羽絨每千朵重量和產絨量顯著高於公鵝 (劉等，

1998)。余等(1989)由白鵝胸部絨朵的平均直徑結果得

知，為公鵝 28.65 mm x 21.13 mm (長徑 x 短徑)，母鵝

則為 25.87 mm x 22.35 mm (長徑 x 短徑)。羽毛羽絨的

產出量會因性別而受部分影響，在三次不同的取絨時間

中，從體型較大的鵝身上，相較於較小體型的雌鵝，會得

到比較多的羽毛，但是在性別間的差異並不明顯(Kozák 

et al., 1997)。 

(四) 品種 

水禽羽絨的生長發育性狀存在品種(系)間的差異(余

等，1989)。曾等(2001)研究中發現洗滌後羽絨成品中，

中國天府肉鴨  (Tianfu duck)和中國天建鴨  (Tianjian 

duck)之羽絨蓬鬆度(彈性與品質指標)最高，膨鬆度指數

(filling power) 平 均 為 400 ， 其 次 是 中 國 建 昌 鴨 

(Jianchang duck)為 350，而中國四川麻鴨 (Sichuan 

shelduck)最小，只達 300。在成品透明度(羽毛潔淨程度)

方面，中國天建鴨羽絨透明度最高(21.28)而中國建昌鴨

最低(16.39)。在建昌鴨羽絨的耗氧指數(有機物殘留量)最

高(78.55)，天建鴨最低(57.76)。羽絨脂肪對水禽的浮游、

保暖和抗病都很重要，所測試之羽絨原料中，以四川麻鴨

和建昌鴨羽絨的含脂率最高，平均為 1.1%，天建鴨為

0.86%，天府肉鴨只有 0.80%。張等(2002)用中國吉林農

大白鵝Ⅱ號為父系，中國吉林白鵝作母系，研究雜交對羽

絨特性的影響。試驗結果顯示，F1 子代的絨朵長度、千

朵重都極顯著高於母系，但與父系差異不顯著。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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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示絨朵長度及每千朵羽絨重平均值顯著高於母系(p 

< 0.01)，含絨率平均值高於父系(p < 0.05)。此研究中所

使用的父系(吉林農大白鵝Ⅱ號)絨朵大，羽枝細度粗，千

朵重大，含絨率低。母系(吉林白鵝)含絨率高，然而絨朵

小，千朵重輕。F1 子代充分利用了母系的含絨率及父系

的絨朵長度，羽枝細度，千朵重等優良性狀。F1 子代與

父系、母系之間羽絨含脂率則差異不顯著。雜交鴨產絨性

能存在較強的雜交優勢，可提高產絨性能(劉等，1998)。 

水禽羽絨的生長發育性狀存在品種(系)間的差異(余

等，1989)。曾等(2001)研究中發現洗滌後羽絨成品中，

中國天府肉鴨  (Tianfu duck)和中國天建鴨  (Tianjian 

duck)之羽絨蓬鬆度(彈性與品質指標)最高，膨鬆度指數

(filling power) 平 均 為 400 ， 其 次 是 中 國 建 昌 鴨 

(Jianchang duck)為 350，而中國四川麻鴨 (Sichuan 

shelduck)最小，只達 300。在成品透明度(羽毛潔淨程度)

方面，中國天建鴨羽絨透明度最高(21.28)而中國建昌鴨

最低(16.39)。在建昌鴨羽絨的耗氧指數(有機物殘留量)最

高(78.55)，天建鴨最低(57.76)。羽絨脂肪對水禽的浮游、

保暖和抗病都很重要，所測試之羽絨原料中，以四川麻鴨

和建昌鴨羽絨的含脂率最高，平均為 1.1%，天建鴨為

0.86%，天府肉鴨只有 0.80%。張等(2002)用中國吉林農

大白鵝Ⅱ號為父系，中國吉林白鵝作母系，研究雜交對羽

絨特性的影響。試驗結果顯示，F1 子代的絨朵長度、千

朵重都極顯著高於母系，但與父系差異不顯著。分析結果

也顯示絨朵長度及每千朵羽絨重平均值顯著高於母系(p 

< 0.01)，含絨率平均值高於父系(p < 0.05)。此研究中所

使用的父系(吉林農大白鵝Ⅱ號)絨朵大，羽枝細度粗，千

朵重大，含絨率低。母系(吉林白鵝)含絨率高，然而絨朵

小，千朵重輕。F1 子代充分利用了母系的含絨率及父系

的絨朵長度，羽枝細度，千朵重等優良性狀。F1 子代與

父系、母系之間羽絨含脂率則差異不顯著。雜交鴨產絨性

能存在較強的雜交優勢，可提高產絨性能(劉等，1998)。 

(五) 羽毛生長部位 

水禽不同部位的羽絨絨朵長差異極顯著。以 12 週齡

的鴨為例，胸部羽絨絨朵最長，背部次之，再次為頸部，

之後為腹部，腿部的羽絨絨朵最小。胸部羽絨細度和千朵

重最小平方平均值(Least square means)最大，其次為腹

部和背部，再者為頸部和腿部。由各部位羽絨絨朵長和千

朵重的差異，可以知鴨的胸部、腹部、背部和頸部是產絨

重要之部位(劉等，1998)。鵝羽絨之分布研究顯示，白鵝

胸部羽絨各項指標均顯著高於其他部位，其次為腹部和

背部，再次為頸部，腿部最低。顯示白鵝產絨部位也是胸

部、腹部和背部(Pacs, 1968)。 

六、羽絨鑑別與檢測 

有關羽絨毛之加工與成品品質相關項目，目前已有

國家檢驗標準(CNS 13982)可供查詢，本文將以羽絨鑑別

的相關應用技術為主，探討鑑別羽絨參雜物及來源的可

能發展。 

(一) 羽絨羽毛種類鑑別基礎 

目前成衣市場上羽絨產品繁多，品質參差不齊，羽絨

製品中常混入鴿子毛、雞毛等陸禽毛。此外，由於各種羽

絨之蓬鬆度(filling power, FP)不同，造成保暖程度相差

很大，相同重量的羽絨下，膨鬆度越高表示其保暖效果越

佳。以鵝絨和鴨絨為例，一般鴨絨的膨鬆度約 450 mm，

鵝絨的膨鬆度則可高於 600 mm，使得鵝絨品質優於鴨

絨毛，造成販售的價格相差很大。因此，羽絨種類的判別

鑑定十分重要。各國羽絨毛標準對鵝絨毛中的鴨絨毛含

量都有最高限定。根據高等(2007)的研究，鵝絨與鴨絨的

外觀特徵以鵝絨的絨朵較鴨絨大，但大型鴨的絨朵很大，

仔鵝的絨朵又小於一般的鴨絨，因此絨朵大小非區分鵝、

鴨絨的顯著指標。最基本的鑑別方法，是以顯微鏡觀察，

放大後可看出鵝與鴨絨的絨枝及節點形狀、大小及分佈

狀況都存在差別。水禽羽絨之節點特徵上，鵝絨與鴨絨有

下列鑑別之特性(中國國家標準，2011; Fuller, 2015):  1. 

鵝絨之節點節距較鴨絨長；2. 在節點分布上，鵝絨的節

點均勻分布在整個羽枝上，但鴨絨的節點集中在羽枝尖

端；3. 節點大小與形狀上，鵝絨為小於 60o 之窄三角型，

但是鴨絨節點近似等邊三角形；4. 羽枝粗細上，鴨絨較

鵝絨為粗；5. 單一羽枝上的節點數，鵝絨較鴨絨之數目

少很多；6. 羽枝密度上，鵝絨較鴨絨為密，且相靠近； 

7. 羽枝上的分叉位置，鵝絨會分布於整個羽枝，但是鴨

絨只出現在羽枝尖端。圖 4 為鴨鵝絨之結構鑑別圖，圖

4a 中，鵝之絨小枝在約 1/3 處有節點，且節點三角形較

小，間距較長，分佈密度較稀。鴨絨之絨小枝在約 1/2 處

開始有節點，節點的三角形較大，間距較短，分佈密度較

密集。而圖 4b 中顯示鵝絨之絨小枝之間距離較小，絨枝

較細。反之鴨絨之絨小枝之間距離較大，絨枝較粗。圖 4c

顯示鵝絨絨枝約 1/3 處開始有絨小枝，鴨絨絨枝約 1/2 

處開始有絨小枝。 

(二) 羽絨含量及種類的檢測方法探討 

1. 手工挑撿法： 

現今羽絨羽毛種類的鑑定都是經由專業訓練的技術

人員通過電子與光學顯微鏡以肉眼觀察羽絨之形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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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羽絨羽毛樣品進行人工鑑定。然該方法勞動量大，人

為因素(如視覺疲勞、經驗不足)造成結果誤差較大(燕與

王，2007)。對大量樣本的分析及現場快速檢測有其弱勢

存在。 

2. 利 用 傅 立 葉 紅 外 線 光 譜 儀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與X-射線分析結構： 

由於羽絨屬於蛋白質纖維，FTIR 可分析羽絨之化學

結構。鴨絨纖維成分組成內-SH 基之含量顯著高於鵝絨

纖維(Zhang et al., 2011)，經過 X-射線分析羽絨纖維之

結晶構造，鵝絨之結晶度約為 30%，而鴨絨纖維之結晶

度約為 40%(Jin et al., 2013)。由於利用 FTIR 檢驗與 X-

射線之設備與耗材成本相當高，使用人員的訓練及維護

成本亦高，因此較難以推廣於羽絨產業使用。 

3. 氣流儀測試法： 

氣流通過由試驗試樣組成的纖維塞，在刻度尺上指

示出透氣性的變化，以通過纖維塞的流量或纖維塞兩端

的壓力差表示，試樣的品質和體積對確定型式的儀器可

建立固定轉換常數(Zeng et al., 2009)。指示透氣性變化

的刻度可以用流量或壓力差的適當單位來表示，但此種

方法無法定量地鑑別羽絨種類(陳與樊，2011)。 

4. 圖像分割法： 

針對傳統的人工檢測羽絨方法的問題，羽絨種類自

動檢測成為目前研發趨勢。在自動檢測過程中，圖像分割

為重要之前處理步驟，圖像分割的效果將直接影響到自

動檢測的速度和準確率。部份研究者將遺傳演算法引入

到羽絨識別中進行利用，利用基於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的閾值分割演算法，可提高羽絨種類的識

別率。羽絨圖像閾值分割演算法的提出和應用，提高了羽

絨識別率，同時提升了羽絨種類自動檢測的準確性，但當

檢測目標的相對面積減小時，這些方法的性能則迅速下

降(陳與樊，2011)，因此在樣品數量及資料庫建立上，仍

有相當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5. 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內核構建： 

支持向量機(SVM)是建立在統計學習理論(SLT)的

VC 維理論和結構風險最小原理基礎上的一種新的演算

方法，根據有限的樣本資訊在模型的複雜性和學習能力

之間尋求最佳整合點，以獲得最好的推算能力與結果。目

前，在模式識別方面，SVM 演算法在精度上已經超過傳

統的學習演算法或與之相近，將組合內核和優化演算法

應用到基於 SVM 的羽絨自動檢測系統中，可使羽絨系統

的識別性能效能明顯提高。利用 SVM 自動檢測時，羽絨

圖像先經過二元化處理為平面影像，SVM 在對圖像內菱

型節點進行辨識與計算菱節之距離，以電腦自動鑑別羽

絨種類(Shi, 2002；Yan and Ge, 2005)。此法之識別系統

優於傳統人工檢驗，然其識別率並不完善，在良好之運算

模式配合下，大約仍有 10-20%之誤差存在(陳等，2011)。

另外亦有文獻指出，利用 SVM 配合遺傳演算法進行整合

分析，則可將誤差縮小到 5-7%以內(Yan and Wang, 

2009)。 

 

 

 

圖 4. 鵝絨(G)與鴨絨(D)之絨小支形態鑑別。(a) 節點分布。(b)絨小枝間距。(c)絨小枝位置。 

Figure 4. The fibrils diverging morphology distinguishes of goose down (G) and duck down (D). (a) 

Distribution of nodes. (b) Spacing of the fibrils diverging. (c) Location of fibrils div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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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子生物學鑑定法： 

萃取羽絨 DNA，透過生物技術鑑別羽絨種類。近年

來，已廣泛利用非侵入性方法採取鳥類羽毛進行性別鑑

定、生物學分類或病毒檢驗(Olsen et al., 2012)。傳統方

法使用 PCI (Phenol/Chloroform/Isoamyl alcohol)法萃

取羽毛之 DNA (Natalia et al., 2001)，而 Phillip et al. 

(1994)利用 Chelex 100 成功萃取羽毛 DNA，不但降低

萃取過程之汙染並減少使用有機溶劑。Tomoko and 

Yukinori (2000)改良傳統法，額外加入膠原蛋白酶萃取

鳥類羽毛 DNA，證實其 DNA 產量大於傳統法 130 倍。

相較於羽毛，從羽絨萃取之 DNA 含量小於羽毛 DNA 含

量約 70%(Krista et al., 2005)，然而已有文獻證實羽絨品

質優劣決定其 DNA 含量 (Fiona et al., 2008)，並成功以

羽絨 DNA 進行禽類之性別鑑定(Krista et al., 2005)。 

逢 機 增 殖 多 態 性 DNA (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 利用一段短的寡核苷酸序列

做為隨機引子，經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逢機配對並擴增 DNA，獲得 DNA 多態性

(Williams et al., 1990)。此技術不需預先得知 DNA 序

列、花費成本低且簡單快速，已被廣泛用於動物種別鑑定

(Smith et al., 1996)。Huang et al. (2003)以 RAPD 技術

鑑定禽類種別，包括鴕鳥、台灣土雞、來航雞、鵪鶉、鴿

子、中國鵝與土番鴨等等。此外，胡等(2004)利用 RAPD

技術分析北京鴨之遺傳多樣性，發現品系內之相似係數

皆大於 0.80，且親緣分析與育種選拔結果相符，證實此

生物技術可測定物種之遺傳多樣性。 利用微衛星體

(microsatellite) DNA 分子檢測技術亦可分析禽類之遺

傳多樣性(Li et al., 2006)，王等(2006)利用微衛星體 DNA 

分子檢測技術發現北京鴨的不同品系間之雜合度低，品

系間變異小。若仿照萃取高含量羽毛 DNA 之法以萃取羽

絨 DNA，配合 RAPD 或微衛星體 DNA 分子檢測技術或

許可達鑑定羽絨種類鑑別之成效，但是 RAPD 仍無法進

行定量工作(Li et al., 2006)。 

 

 

 
圖 5. 不同禽類之羽毛於各溫度條件下於不同濃度之氫氧化鈉溶液(10%、20%與 40%)溶解所需之時間 (hr)(資料整

理來源: 金與李，2000) 

Figure 5. The dissolution time (hr) requirement of selected avian feather in different NaOH concentration 

(10%, 20% and 40%) solution under each testing temperature. (Adapted from Jin and Le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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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化學溶解性檢測法： 

因羽絨纖維的主要成分為角蛋白，其分子結構中的

胺基酸組成決定了羽絨纖維對酸的耐受性。常溫下，酸性

物質對羽絨纖維的作用主要是讓羽朊分子中的離子鍵斷

裂，使得分子中氫離子濃度超過分子外，造成纖維溶脹，

但氫離子和陰離子達平衡。若提高溫度，酸除水解羽絨纖

維 外 並 可 打 斷 羽 絨 纖 維 的 主 鏈 (Hollemeyer et al., 

2002)。一般而言，羽絨的耐酸能力相當大。羽絨在無機

酸(如硫酸、鹽酸)溶液中，對酸的吸收能力和保持能力很

大。稀硫酸對羽絨幾乎無損傷。但濃硫酸並加熱處理，亦

能溶解羽絨。鹼對羽絨的作用比酸劇烈，對羽絨纖維有明

顯的破壞作用。鹼能夠破壞胱胺酸(cysteine)的雙硫鍵，

劇烈的鹼作用能打斷胜肽鏈間的離子鍵與催化胜肽鍵的

水解(金等，2000)。在一般情況下，羽絨在 pH 值為 8 的

鹼性溶液中即會損傷，pH 為 10 至 11 的溶液可強烈破

壞羽絨纖維，而受鹼處理的羽絨纖維會出現變黃、脆、光

澤暗淡與粗糙等狀況。使用 100℃下，4%NaOH 溶液即

能完全溶解羽絨纖維(金與李，2000)。 

圖 5 為不同濃度之氫氧化鈉溶液溶解不同物種之羽

毛所需之時間，從結果可以看出，隨著加熱溫度的升高，

各種羽毛溶解的時間越來越短。在加熱情況下，鴨毛和鵝

毛的溶解時間相接近，但雞毛、鴿子毛、野雞毛、孔雀毛

的溶解時間差異較大。早期有關水禽及陸禽羽毛之研究，

也 顯 示 相 同 的 化 學 特 性 結 果 (Bohren et al., 1943; 

Walker and Rogers, 1976)。 

羽絨對氧化劑的作用相當敏感，高濃度的過氧化氫、

過錳酸鉀、重鉻酸鉀等都會影響羽絨的性質(Schroeder 

et al., 1955)。氧化劑在纖維紡織工業主要是作為漂白使

用，過氧化氫為最常使用之氧化劑，氧化劑作用於羽絨纖

維的雙硫鍵，使其生成磺酸基。若氧化劑處理時間長、濃

度高或使用氧化性較強的氧化劑，都會使羽絨纖維受到

嚴重破壞。不僅纖維的雙硫鍵被氧化成磺酸基，亦能使蛋

白質降解過於迅速，產生大量自由基，使纖維顏色發黃，

失去彈性而變質(Lee et al., 2016)。在大多數情況下，還

原劑對羽絨纖維的作用為化學定型之效果，因此可藉由

化學藥品對羽絨羽毛的作用，利用羽絨羽毛的溶解性差

異作為羽毛種類鑑別方法 (金與李，2000; Lee et al., 

2016)。 

結論 

水禽羽絨毛之保暖性及結構特性使其成為高價值之

動物副產品，藉由分析羽絨毛生長與生產之相關影響因

素，配合良好的鑑別技術發展，將可連貫台灣已發展成熟

的羽絨精洗產業，更近一步提升台灣羽絨的生產價值與

品質。在實際現場使用上，發展圖像分割法配合演算技

術，進行外觀顯微構造之快速鑑定，應有助於加快鑑別速

度。若能搭配後端分子生物學鑑定，將可精確辨識羽絨來

源種類，作為未來進行溯源管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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