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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專業、優質和高效能的產品及服務，致力改善並提昇人類的生活品質

發明家金牌獎、世界名人錄與國際學士院榮譽生技學博士學位

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
發明家大展，以特殊
超微研粉機榮獲－
金牌獎

獲頒英國劍橋大學傑出人
仕獎，列入世界名人錄

 1943年－ 創立台灣歷史最久，設備最完善的研粉機製造廠
 1978年－ 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發明家大展獲金牌獎殊榮
 1987年－ 美國紐約世界博覽會發明家大展榮獲銀牌獎肯定
 2002年－ 成立奈米材料研發中心、材料供應公司，及國內首座【專業奈米化加工中心】
 2006年－ 新芳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SGS瑞士遠東公證集團，和國立成功大學共同組成

【奈米產品製造與檢測研發聯盟 Nano Union】
 2008年－ 國際專利技術-【抗電磁波、抗靜電材料及塗料】系列產品問世。
 2009年－ 總經理張仁鴻先生榮獲日本親王頒授國際學士院－榮譽生技學博士，表彰多年對

生技及奈米產業的貢獻，此學位為【聯合國世界大學總長會議】認定並授證登錄；
首位在台灣生技界獲此殊榮，實為台灣之光。

『奈米級特殊超微研粉機』為全國第一家通過ＧＭＰ研粉機專利，並擁有中國、日本、大
英國協、美國、德國等國際專利，已成為現代研粉工業之寵兒，外銷世界各地，深獲讚譽！

代工研磨：國內首座專業奈米化研粉示範工廠 ，比照GMP規範，受理各產業代工研粉業務。
系統製造：銷售奈米級特殊超微研粉機， 製程電腦精控，品質嚴格控管，設備整廠輸出

，產能大，成本低。
粉體檢測：奈米產品製造與檢測研發聯盟
材料供應：功能性材料－相關奈米化粉體材料供應、抗電磁波材料製成之烤漆或水泥漆及

塑膠產品、遠紅外線材料、抗菌材料、各項導電之抗靜電材料或抗電磁波材料。
其他有機/無機材料－均可依需求提供生產。

生技保健：如奈米化珍珠粉、奈米化樟芝子實 體、奈米化冬蟲夏草子實體、奈米靈芝子實
體、奈米竹炭、奈米離子鈣、奈米膠原蛋白等粉體材料。

關於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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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部門

榮獲日本親王頒授國際學士院－
榮譽生技學博士學位



聯盟總召集人兼主任委員
新芳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聯盟副主任委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
SGS瑞士遠東公證集團

技術委員會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研究所

１.有效結合產、官、學、研各界資源，建立奈米技術應用
產品製程、設備、檢測技術準則及共同標準作業規範等
共通平台，藉由上、中、下游技術整合與市場資訊的交
換合作，提昇產品研發速度確保品質一致性，帶動相關
應用產品之產業發展。

2. 上、中、下游技術整合共同研發，降低研發成本及縮短
奈米技術應用產品產業化時程。

奈米產品製造與檢測研發聯盟－2006年成立於工業技術研究院

英國 日本 美國 德國

韓國 中國臺灣

組織架構 聯盟宗旨

奈米製程榮獲國際專利

由各線條組成的同心圓，可說是奈米結構，線條彼此交叉，
意涵著環環相扣、生生不息；正如現今奈米已與人類的生活
結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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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圍：1. 抗電磁波：3C電子產品之外殼、室內塗裝、建材、
高壓電塔、變電器(所)、金屬、牆壁、塑膠、水泥、
木材、紙張、電線或電線塑膠管、工業或家電用
馬達、電力傳輸系統。

2. 抗靜電：飛機、晶圓廠作業環境、煉油廠、油槽、
加油站、瓦斯爐、瓦斯桶、瓦斯罐裝廠、化學材料
運輸車、油品運輸車。

■產品功能：抗電磁波、抗靜電、遠紅外線，另依需求提供防霉除臭功能。
■使用方法：使用前請先以攪拌機均勻攪拌，以噴漆式塗裝（建議每公斤塗佈2~2.5坪），

亦可酌量稀釋；詳細施工方式，請參照原廠標準化操作手冊。
■施工種類：1.烤 漆：先塗裝抗電磁波(抗靜電)底漆後，再塗裝抗電磁波面漆。

2.油 墨: ：可印刷於任何材質表面。
3.水泥漆：可直接選色或依廠商需求設計。
4.接地線：高頻電磁波塗裝後不需接地，低頻電磁波塗裝後需配合接地導除。

■成份標示：奈米碳管、TiO2光觸媒、遠紅外線材料、高分子材料。

■重 量：依廠商需求分裝。
■保存方式：避免與陽光直接照射。
■保存期限：正常情況下未開封1年以上。

■產品特性
1.抗波能力：國際認證SGS檢測－抗電磁波吸附功能隔離度達99.66%  (0~3000MHz)。

2.抗波範圍：包括高頻(手機)及低頻(家電類、 工業電力設施)兩大區段。

3.超導散熱：奈米碳管具超導散熱之功能，線路或電子元件塗裝後不產生高溫，且
降低電阻達到節能省電的目的。

4.多樣選擇： 塗料有塑膠烤漆、印刷用油墨與水泥漆等。顏色多樣美觀，可任客戶選
擇色系。(其他廠牌多為灰黑色或黑色)      

5.不易脫落：表面清潔性佳，防潮耐候，不生壁癌不易脫落 。

6. 有益人體：具有吸收與遮蔽電磁波之優越效果，能將電磁波之危害波長轉換為有
益人體的遠紅外線波長，可促進人體血液循環，強化免疫系統功能。

7. 綠色環保/符合歐盟國家RoHS的六項環保檢測標準：本塗料不使用有害人體之有機
溶劑，環保無污染；產品成份不含鎘、鉛、汞、六價鉻、多溴聯苯
(PBB) 及多溴聯苯醚(PBDE)，節能又減碳為我們的地球盡份心力！
RoHS管制的產品種類：大小型家電用品、資訊及電訊設備、消費性
及照明設備、電動工具、玩具和娛樂運動器材，以及自動販賣機。

8. 安全無虞：施工後表面不導電，絶不會引發觸電的危險，功能性與安全性兼具。
差異：一般抗電磁波塗料具導電特性，一旦發生漏電情形， 後果不堪
設想！

新芳抗電磁波塗料功能優於世界衛生組織（WHO）建議值
國際認證組織SGS根據美國ASTM D4935與軍方標準MIL-STD-285規範測試通過

抗電磁波、抗靜電多功能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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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漆、混泥土添加使用方法：
 低濃度：水泥漆70％＋添加劑30％
 中濃度：水泥漆60％＋添加劑40％
 高濃度：水泥漆50％＋添加劑50％
 可與色漆混合使用或外加色粉、色素
 添加劑使用前需均勻攪拌，防止沉澱
 水泥漆與添加劑混合後需均勻攪拌
 施工後亦可粉刷一道無添加劑之面漆，其功能不變
 適合基地臺樓層施工(需做專線接地，不可與其他電器

相關接地線連結)
 本添加劑亦可與水泥相關之混泥土添加使用，做頂樓

施工、牆壁施工，其最大功能亦可散熱，防止電磁波
輻射及靜電傷害

稀釋劑：水；視黏稠度酌量添加佔總比例10～15％

建材之水泥類混泥土添加比例與水泥漆添加比例相同

施工方式：噴漆，粉刷，水泥漿混合施工

保存方式：
（1）避免與陽光直接照射
（2）置於陰涼處

地 址：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 1131-1 號
電 話：886-6-6520707    傳真：886-6-6534890
h t t p：//www.hsinfang.com.tw    
E-mail：nano@hsinfang.com.tw

（3）長期置放後如有水份蒸發，亦可外加水之稀釋劑使用

抗電磁波、抗靜電、散熱功能建材添加劑

mailto:nano@hsinfang.com.tw


●新芳公司抗電磁波奈米塗料為台灣第一家通過SGS國際認證

測試頻率範圍100MHz-3GHz，電磁波吸收隔離度可達99.66%      

●符合國際歐盟RoHS 2002/95/EC 六項環保檢測標準

SGS 國際檢測掛保證

新芳抗電磁波(Anti-EMI)多功能塗料不含鎘、鉛、汞、六價鉻、多溴聯苯(PBB)和多溴聯苯醚(P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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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電磁波遮蔽布 抵禦電磁波對人體DNA的破壞、預防靜電襲擊， 經SGS國際檢測
認證，遮蔽隔離度達99％以上。

製成居家用品寢具，如窗簾、沙發布、桌巾、枕頭套、床單和床墊等，防止電磁波干
擾人體睡眠品質，及抑制睡眠中衣服、床被摩擦產生之靜電，讓人體血液循環更順暢、身
體更健康。亦可運用在手機套或皮包、手提袋之內襯布料，提供手機使用者，多一層隨
身的安全防護！

壁紙 室內裝潢已完工無法變動時，選用新芳水性塗料或壁紙，打造電磁波防護罩的環境，
讓生活空間舒暢快意、健康滿分 。

原料自行研發生產，絕無匱乏之虞！ 可依廠商需求量身訂作！

使用抗電磁波防護墊(配合接地線)，電磁波立即消失！

電磁波防護墊可防止電磁波繞射爬行，藉由
抗電磁波塗料塗裝於辦公桌墊、坐墊、滑鼠墊；
將電子、電器產品釋放之電磁波予以吸收，配合
接地線導除，電磁波對人體的傷害將降至最低！

接地線
任何家電用品、工業用電之電器設備，皆須使用接地
線，可防止漏電之電擊，還可抑制電磁波繞射爬行，
搭配接地線的電器產品最安全；使用家電或電器產品
時，請勿拆除三孔插座之接地棒；若室內的插座未做
好接地措施，請使用新芳公司－抗電磁波防護墊配合
接地線，屏蔽效果更佳。

▲滑鼠墊

內襯遮蔽布

可依廠商需求配色

▲抗電磁波防護桌墊

壁紙

抗電磁波多功能防護墊- 桌墊、坐墊、滑鼠墊

抗電磁波無敵鐵罩衫- 遮蔽布、壁紙、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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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證實，運用新芳電磁波屏蔽盒及抗電磁波布料，能有效屏蔽手
機及電子產品所釋放之電磁波。本塗料藉由導電吸附功能防止電磁波繞射、
蔓延整個環境。一般家電建議在機殼外表塗裝，以降低電磁波對人體的危害。

▲手機來電時， 電磁波偵測值
高達 1670 μW/m2

▲將手機置入電磁波屏蔽盒模擬電子
產品之機殼進行測試，電磁波值大
幅降至 002 μW/m2

新芳研發之抗電磁波布料，可廣泛運用於室內裝潢及居家用品、窗簾等，防
止居家環境鄰近高壓變電所、高壓電塔、電線桿變壓器、電力傳輸線所造成的
電磁波傷害。

▲手機來電時， 電磁波偵測
值高達 1765 μW/m2

▲手機撥通後，置入於電磁
波遮蔽布進行測試，電磁波
值大幅降至 002 μW/m2

高頻/射頻電磁波
手機是日常生活最常見的電磁波輻射來源，長時間使用手機通話，最常見
的現象為頭痛、聽力減退，甚至有腫瘤生成或破壞腦神經細胞之可能性。

▲可運用於醫療放射室之
防護衣、寢具布料，防
止靜電干擾血液循環。

電磁波遮蔽布

電磁波屏蔽盒

手機專用 -電磁波多功能屏蔽盒、遮蔽布功能測試

遮蔽率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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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波波動密度極高，易貫穿人體或一般導體與
非導體；以人體 做為實際量測對象， 證明電磁
波會繞射，傷害人體每一器官！不管是高頻、
低頻之電磁波，對細胞DNA染色體都會造成傷
害而引發病症！

★人體實驗結果：電磁波輻射線會繞射爬行，對職場工作者傷害極大！

▲電腦開機狀況下，未經
任何屏蔽，電磁波量測
值高達 1022 V/m

▲右手接觸桌墊 (未做好接地)
、左手執儀器偵測自己，
發現電磁波量測值高達
1049 V/m

▲使用抗電磁波多功能桌墊
暨接地線後，電磁波值大
幅降至 001 V/m
使用防護墊務必搭配接地
設施

▲ 透過儀器測出腦部驚人的
電磁波值；請重視電磁波
對人體健康衍生問題的嚴
重性！

▲人體因接觸環境而受電磁波
危害之證明：頭部的電磁波
量測值高達 658 V/m

▲使用抗電磁波多功能桌墊
暨安裝接地線，電磁波值
大幅降至002 V/m

電腦專用 - 抗電磁波多功能防護墊 吸附屏蔽功能測試

電磁波輻射線會繞射爬行，蔓延整個環境，一般錯誤的認知：筆記型電腦體積較小，電磁波釋
放值應該較低不致傷害人體，但經實際量測後，竟發現停留在人體頭部的電磁波值高6.58V/m!  
對長時間處於電腦環境工作及沈溺電玩線上遊戲者，勢必造成極大傷害，若無採取防治，日後
的慢性疾病將不斷發生！

使用防護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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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電線電磁波量測對照
(本塗料適用於電線製造業或工業相關電力設施)

▲工業用大型馬達啟動時，套上
一般導電線管，電磁波偵測值
高達 704 V/m

▲同品牌導電線管經
抗電磁波塗裝後，
電磁波值降至 003 V/m

導電線管電磁波量測對照

工業用導電線管、電線及控制箱，是用電常見基本配置。大電流傳輸過
程之配電管線，產生的電磁場相當驚人，若無適當的防護處理，工作中
長期曝露於高電磁波環境下，容易造成不孕症，癱瘓人體神經系統或導
致各項慢性疾病。

▲工業用大型馬達電線，
在大電流傳輸過程產生
極大電場之電磁波，實
際測試值高達1193 V/m

▲工業用電線經抗電磁波
塗裝後，電磁波值大幅
降至 001 V/m

實驗證實，新芳公司出品－抗電磁波多功能塗料，塗裝在導電線管、電線
與電力設施之控制箱表面，薄層烤漆配合接地，即可簡易將電磁波導除；
使用抗電磁波產品將使居家環境或工廠成為優質環境。防癌保健從環境措施
做起，讓世界上每個人都得到健康！

遮蔽率
99.9%

遮蔽率
99.5%

無電磁波的控制箱

抗電磁波塗裝之導電線管

抗電磁波塗裝之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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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爐啟動狀態，電磁波量測值
高達690 V/m

▲吹風機啟動時，電磁波量測值高
達 795 V/m

▲使用抗電磁波防護墊後，電磁波值
大幅降至 005 V/m

▲同品牌吹風機經抗電磁波塗裝後，
電磁波值大幅降004V/m

測試對象 手機 工業用電線 導電線管 吹風機 電磁爐 液晶螢幕 滑鼠

頻率範圍 高頻 低頻 低頻 低頻 低頻 低頻 低頻

遮蔽前電
磁波強度 1670 μW/m2 1193 V/m 704 V/m 795 V/m 690 V/m 743 V/m 198 V/m

遮蔽後電
磁波強度 002μ W/m2 001 V/m 003  V/m 004 V/m 005 V/m 003 V/m 001 V/m

遮蔽率 99.88 % 99.9 % 99.5 % 99.5 % 99.3 % 99.6 % 99.5 %

測試儀器 HF 35C ME 3030B

電磁波測試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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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起源–電荷的局部累積，我們的大部分動作，都足以產生靜電的累積。
少量的靜電累積在放電時也許無傷大雅，但是足夠的靜電累積能在十億分之
一秒內燒壞任何電子元件，甚至引起工廠內的易燃物爆炸等問題！其靜電所
帶來的損失可能是數百萬或數千萬…等 !

★如何有效防止靜電對電子元件破壞及對人體的傷害

▲接觸抗EMI塗料僅花費 0.2秒，將
靜電值降至０V

●證明本塗料兼具抗靜電功能

▲未接觸產品前，先施壓靜電幅特數
給該儀器，儀器顯示為 1.77kv

靜電塗料測試結果：

抗靜電產品可分為三大項：塑膠、織物以及塗料
這三大類所衍生出的產品可以應用於 1.工業靜電危害防制 2. 醫療電子設備
靜電危害防制

相關產品及運用

塑 膠 織 物 塗 料

防靜電鞋、防靜電腕帶、
防靜電手套、防靜電包裝
袋、防靜電海綿、防靜電
工作椅等

防靜電套裝、防靜電腳束、
防靜電襪、防靜電手套等

NB底板抗靜電塗漆、醫
療電子器材等外部塗裝

量測方式：將靜電場量測儀EFM022先行衝壓至1000伏特以上，再接觸
待測目標。充電板進行靜電釋放時間之量測，所偵測時間為電
壓由1000伏特降至100伏特之所需時間。其充電極板與接地
極板之距離為2公分。



抗靜電透明膠膜測試對照
(此透明膠膜具導電性故有抗靜電功能)

▲ 一般塑膠封裝之鋁箔袋，偵測
表面阻抗值，呈現絕緣狀態，
無任何抗靜電功能。

▲ 同材質之鋁箔袋經抗靜電溶劑表
面處理後，抗靜電之阻抗值109

●證明本塗料具抗靜電功能

▲

11

新芳公司所研發之抗靜電溶劑呈現透明化，可塗裝在任何材質表面(如鋁箔、塑
膠、紙張)，具長效穩定之導電與耐磨性，不易失去靜電之阻抗效果，完全阻隔濕
氣、消散靜電、具高抗張強度；可製成電子原件包裝袋、透明膠帶，適用於保存
精密電子零件主機板、電路板、測試樣品、儀器、測試感應器等。

抗靜電鋁箔袋測試對照

Ω

▲ 一般塑膠膜不具任何抗靜電功能，
偵測表面阻抗值，呈現絕緣狀態，
故此材料無任何靜電移除能力。

▲ 同材質之塑膠膜經透明溶劑表面
處理後，抗靜電之阻抗值109

●證明新芳公司所研發之抗靜電溶
劑具優良抗靜電功能

Ω



▲一般靜電塗料之墊片，需花
費靜電量測器時間 99.9秒，
仍有靜電值產生為 272V

●證明一般抗靜電塗料功能
不佳

▲接觸抗靜電塗料僅 0.2秒，
靜電值降至 0V，已無任何靜
電值

●證明本塗料兼具抗靜電功能

▲未接觸產品前，先施壓
靜電伏特數給該儀器，
顯示為 1.83KV

▲未接觸產品前，先施壓
靜電伏特數給該儀器，
顯示為 1.70KV

▲接觸抗靜電塗料僅花費0.2秒
， 將電磁波值降至1V
已無任何靜電殘留

●證明本塗料兼具抗靜電功能

▲和導電線管接觸，靜電
量測器顯示最高時間值
99.9秒，仍有靜電值存
在為 236V

塑膠墊片經抗電磁波、抗靜電塗裝前後之靜電值

抗電磁波塗料之墊片

抗電磁波之導電線管

一般塗料之墊片

施壓靜電值給靜電儀 一般導電線管

施壓靜電值給靜電儀

實驗數據顯示，新芳抗電磁波多功能產品具快速移除靜電之能力，顯示本塗
料應用在抗電磁波或靜電危害防治上均有相當良好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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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干擾亦改變人體體表電位，影響心肌正常的電生理過程，極有可能引
起心律異常，影響人的中樞神經，使人感到疲勞、煩躁和頭疼干擾人的情緒。

導電線管經抗電磁波、抗靜電塗裝前後之靜電值



散熱就是熱量傳遞，而熱的傳遞方式有三種：傳導、對
流和輻射。傳導是由能量較低的粒子和能量較高的粒子
直接接觸碰撞來傳遞能量的方式。

LED散熱組件、 燈罩燈具、太陽能電池模組散熱、紅外線
熱傳遞模組、散熱元件 NB 、 一般工業用散熱模組、 CPU
散熱模組、 IGBT散熱基板、壓縮機冷熱交換散熱片塗裝、
鋁合金製品、散熱片、面板熱導管及應用熱導管、 馬達、
音響、 電腦機殼用之散熱漆、轎車表面處理、手機表面處
理、電子產品PCB板、建材浪板、變壓器、顯示卡、數位機
上盒、晶圓產業、衛浴相關產品、醫療機器、印刷相關部材
機器、玻璃PMMA /PC /PET /ABS等材料表面。

本公司開發之塗料適合與各種樹脂、橡塑膠混練之高熱傳
導性填充材料，具化學安定性、高流動性、高導熱性、高潤
滑性、電氣絕緣性、以及模具磨耗性低等特性，且易於分散
混練。可使用於散熱墊片、散熱膏(膠)、熱傳導薄膜及導熱膠
帶...等用途，最終能廣泛的滿足如汽車電子、顯示裝置、散熱
器、電源供應器、電動馬達及軍事用品...可依據客戶對各種超
導的需求，配合使用各種不同性質導熱材料，可調配出各種
導熱係數需求的高絕緣導熱複合材料配方。

塗裝應用範圍

特性與應用



電磁波深不知處，只因存在環境中，
累積在身體裡！
手機的普遍、基地台的林立、3Ｃ電子電器
設備的普及，伴隨而來卻是無所不在的隱形
殺手－電磁波。

不要上電磁波的當！
電磁波看不到、摸不到，且人體短期感受不
到，極容易忘其存在，別因此上它的當，因
電磁波正一聲不響以蠶食方式吞噬您的健康！

電磁波慢慢奪走您的健康、幸福和一切！
1992年國際電磁輻射會議，各國專家學者
一致證實：輻射對人體健康具有相當程度的
危害；且都市化程度愈高、年齡層愈低者，
導致腦瘤及白血病機率愈大。

◆ 美國時代雜誌：長期電腦工作者，男性容易
得攝護線疾病，女性容易得子宮頸癌。

◆ 聯合報：長期使用電腦的女性，流產及胎兒
天生畸形的發生率提高40％。

人體器官 影 響

眼睛 長期受到電磁輻射的作用，易造成晶狀體衰老、混濁和視覺疲勞，嚴重者甚至失明。

頭 長期在電磁波影響下，使人腦產生頭痛、頭暈、記憶力減退，易罹患老年癡呆症。

耳朵 耳鳴、平衡感失調。

心臟 輕微症狀者有心律不整、呼吸困難、心臟跳動不規律，及影響心血管系統疾病。

皮膚 易造成皮膚疹、皮膚病變等。

關節 關節疼痛、全身肌肉疼痛。

抵抗力下降 受電磁輻射長期作用，抗體形成明顯被抑制；免疫系統破壞，增加致癌機率。

生殖系統
男性性機能下降，精子生成受到抑制而影響生育；女性月經週期紊亂，破壞了排卵過程，而使

女性失去生育能力或容易流產。

血液系統
針對操作雷達人員的健康調查報告發現，多數人出現白血球降低的情形，此外，當無線電波和

放射線同時作用人體時，對血液系統的作用，較單一因素作用可產生更明顯的傷害，如血癌。

電磁波對人體的危害

◆電磁波真可怕，如何得到最佳防護？
1.抗電磁波的防護罩：對於無法避免的電磁波，

身體防護罩的最佳選擇－新芳抗電磁波、抗靜
電多功能系列產品，全方位貼心的防護，可以
輕鬆擊退電磁波，贏得健康勝利的生活。

2.運用接地線：市面電器用品標榜多重保護，但
並非皆有高品質，有些電器會漏電、甚至產生
觸電狀況；建議運用接地線做好防護。

3.拔掉插頭防止電磁波：電器用品不使用時，最
好拔掉插頭，減少室內環境受電磁波的侵害。

4.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距離越遠，電磁波強度
越弱；使用電子用品時，要儘可能遠離，以降
低電磁波對身體的危害程度。

您不可漠視的波! 都是電磁波惹的禍

電磁波剋星 ! 健康救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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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 1131-1 號

電 話：886-6-6520707    傳真：886-6-6534890

h t t p：//www.hsinfang.com.tw

E-mail：nano@hsinfa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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