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 新發明專利

抗電磁波辦公文書墊體，讓您遠離輻射電磁波的威脅!

低頻專用

抗電磁波辦公文書墊體 讓您遠離輻射電磁波的威脅!
釋放遠紅外線，活化生理機能，提供健康優良的環境品質!

新芳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HSIN FANG NANO TECHNOLOGY CO.,LTD

TEL: 06-6520707   FAX: 06-6534890
http//www hsinfang com tw

新芳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HSIN FANG NANO TECHNOLOGY CO.,LTD

TEL: 06-6520707   FAX: 06-6534890
http//www hsinfang com tw

適用範圍: 
電腦、電視、影印機、傳真
機並配合可消除電磁波裝置，http//www.hsinfang.com.twhttp//www.hsinfang.com.tw

E-mail: hsinfangnano.antiemi@gmail.com
nano@hsinfang.com.tw

機並配合可消除電磁波裝置，
適合於學校、居家或公司做
辦公文書墊體使用。



產品材質:產品材質:
環保PP(硬墊)

PVC(軟墊)

酷黑酷黑 墨綠墨綠酷黑酷黑 墨綠墨綠
顏色選擇顏色選擇

淡粉淡粉 淺灰淺灰

顏色選擇顏色選擇

淡粉淡粉 淺灰淺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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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所研發出的隱形材料，能吸收光所產生的電磁波之頻率與波長，降低螢幕的光
害。繼而開發出奈米輻射除轉墊，體觸部分以利於肌膚之微奈米珍珠粉做墊體表面
封膜，減少化學汙染傷害，符合RoHS 。藉由控制吸光係數與折射率來降低螢幕光
害 消除 於自然 境中 燈光害 邊 線路 所產生之 磁波 靜 場

新芳所研發出的隱形材料，能吸收光所產生的電磁波之頻率與波長，降低螢幕的光
害。繼而開發出奈米輻射除轉墊，體觸部分以利於肌膚之微奈米珍珠粉做墊體表面
封膜，減少化學汙染傷害，符合RoHS 。藉由控制吸光係數與折射率來降低螢幕光
害 消除 於自然 境中 燈光害 邊 線路 所產生之 磁波 靜 場害。消除暴露於自然環境中(電燈光害、周邊電器及線路)所產生之電磁波及靜電場
輻射，讓長期使用電腦工作者遠離電磁波的威脅並降低螢幕所產生之光害來保護眼
睛，本墊體能釋放遠紅外線，配合可消除電磁波的裝置，利用電磁波繞射爬行的特
性將3C產品所產生之電磁波導引入地線孔(接地孔)移除。

害。消除暴露於自然環境中(電燈光害、周邊電器及線路)所產生之電磁波及靜電場
輻射，讓長期使用電腦工作者遠離電磁波的威脅並降低螢幕所產生之光害來保護眼
睛，本墊體能釋放遠紅外線，配合可消除電磁波的裝置，利用電磁波繞射爬行的特
性將3C產品所產生之電磁波導引入地線孔(接地孔)移除。性將3C產品所產生之電磁波導引入地線孔(接地孔)移除。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接收器)，僅是吸收電磁波，無法有移除的功能。需再搭配消
除電磁波的裝置，才能將電器產品本身與環境周邊的電磁波吸收並移除。

性將3C產品所產生之電磁波導引入地線孔(接地孔)移除。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接收器)，僅是吸收電磁波，無法有移除的功能。需再搭配消
除電磁波的裝置，才能將電器產品本身與環境周邊的電磁波吸收並移除。除電磁波的裝置 才能將電器產品本身與環境周邊的電磁波吸收並移除

•消除電磁波的裝置(排除器)，僅是將電器產品本身的電磁波移除，但無法移除周邊
環境的電磁波(例如周邊有未裝置本配備的電器產品所傳導的電磁波)，需再搭配新

除電磁波的裝置 才能將電器產品本身與環境周邊的電磁波吸收並移除

•消除電磁波的裝置(排除器)，僅是將電器產品本身的電磁波移除，但無法移除周邊
環境的電磁波(例如周邊有未裝置本配備的電器產品所傳導的電磁波)，需再搭配新
芳奈米輻射除轉墊，才能將電器產品本身與環境周邊的電磁波吸收並移除。

•接收器+ 排除器= 電磁波徹底消除!!!—專用於低頻電磁波

芳奈米輻射除轉墊，才能將電器產品本身與環境周邊的電磁波吸收並移除。

•接收器+ 排除器= 電磁波徹底消除!!!—專用於低頻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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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為電腦周邊產品，適合居家及辦公室，有3C輻射，如電腦，電視威脅的電磁
波環境下均可使用！
本產品為電腦周邊產品，適合居家及辦公室，有3C輻射，如電腦，電視威脅的電磁
波環境下均可使用！



電磁波 又稱電磁輻射 是由同相震盪且互相垂直的電場與磁場在空間中以波的形式傳遞能量和電磁波，又稱電磁輻射，是由同相震盪且互相垂直的電場與磁場在空間中以波的形式傳遞能量和
動量，其傳播方向垂直於電場與磁場構成的平面。電磁輻射的載體為光子，不需要依靠介質傳播，
在真空中的傳播速度為光速。電磁輻射可按照頻率分類，從低頻率到高頻率，主要包括無線電波、
微波、紅外線、可見光、紫外線、X射線和伽馬射線。人眼可接收到的電磁輻射，波長大約在380
至 80 之間 稱為可見光 只要是本身溫度大於絕對零度的物體 都可以發射電磁輻射 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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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780nm之間，稱為可見光。只要是本身溫度大於絕對零度的物體，都可以發射電磁輻射，而世
界上並不存在溫度等於或低於絕對零度的物體。因此，人們周邊所有的物體時刻都在進行電磁輻
射。儘管如此，只有處於可見光頻域以內的電磁波，才可以被人們肉眼看到。



* 高頻光-如藍光、紫光，
具有高穿透力，對人體
造成傷害造成傷害。
波長500nm以下已開始
對人體造成影響。

*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
依高吸光係數及低折射
率的原理 減少光對人率的原理，減少光對人
體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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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可降低光害

實驗基礎:
戶外溫度: 約35度~37度
使用儀器 高頻測試儀器使用儀器: 高頻測試儀器
儀器使用範圍: 800MHz~2500MHz = 0.8G ~ 2.5G (1000MHz=1G)
實驗結果: 未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 測得結果132 μ w，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
測得結果29 μ w ，表示新芳奈米除轉墊設計高吸光係數與低折射率之原理，可有效吸收太

7

測得結果29 μ w 表示新芳奈米除轉墊設計高吸光係數與低折射率之原理 可有效吸收太
陽光中電磁波之頻率與波長。即表示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具有吸收高頻光的能力。本產品
置於螢幕前，作為辦公墊使用，達到降低光害，保護眼睛及防止電磁波傷害的效果，並能
轉換成遠紅外線有益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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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5/31—國際癌症研究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
於2011年5月31日發布208號文件，依據使用無線手機與增加罹患神經膠質瘤之風險，
已將射頻電磁場歸類為「人類可能致癌物」（人類致癌因子分類表為2B)

9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因靜電場輻射會干擾人體血液循環，改變人體體表電位，影響心肌
正常的生理過程，極有可能引起心律異常，傷害人的中樞神經，使
人感到疲勞、煩躁和頭疼而干擾人的情緒。新芳奈米除轉墊針對此
點，設計出抗輻射電磁波及遠紅外線雙重功能，引領業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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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奈米珍珠粉釋放遠紅外線之
生育波長 高達約95%可促進細生育波長 高達約95%可促進細
胞活化、修護、美白、抗衰老
之功能。
*紅光外側的光線是不可見光，
科學家稱為生命光線。科學家稱為生命光線。
*波長由0.76~1000μm稱為紅
外光，當中4~400μm的波長稱
為遠紅外光，其中90%的波長
介乎8~14微米，科學家稱為生介乎8~14微米，科學家稱為生
命光線(因為這波長的光線，能
促進動物及植物的生長)，每一
秒鐘能震動1012  次方之頻率，
肉眼無法見到，屬於超短波有肉眼無法見到，屬於超短波有
益人體。
*人體主要由水及蛋白質構成，
還包括鈣、鐵、鈉、鉀等微量
元素，能發出5μm至30μm的元素，能發出5μm至30μm的
遠紅外線能量。
根據物理學理論，微奈米珍珠
粉具有相同的成分特性波長產
生分子共振，人體因而能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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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子共振，人體因而能大量
吸收5~30μm的遠紅外線光，
促進細胞活化的功能。



遠紅外線之生育光線(8至12μm)
達到0.949=94.9%放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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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光線波長對人體細胞活化、修護有很大的幫助。



新芳運用最新奈米科技，成功研發抗電磁波奈米材料，
獲得國際SGS認證，證明新芳抗電磁波奈米材料吸附
功能隔離度高達99 66%。利用專利(證號：TW

新芳運用最新奈米科技，成功研發抗電磁波奈米材料，
獲得國際SGS認證，證明新芳抗電磁波奈米材料吸附
功能隔離度高達99 66%。利用專利(證號：TW功能隔離度高達99.66%。利用專利(證號：TW 
I401701)的抗電磁波、抗靜電的高低頻基材的防護，
即可發揮阻隔、遮蔽、吸附、抗靜電的有效功能，並

功能隔離度高達99.66%。利用專利(證號：TW 
I401701)的抗電磁波、抗靜電的高低頻基材的防護，
即可發揮阻隔、遮蔽、吸附、抗靜電的有效功能，並即可發揮阻隔 遮蔽 吸附 抗靜電的有效功能 並
引用新發明醫學專利(證號：TW I446933)將生育光
波精準定位為通過8至12μm且達到約91%放射率。

即可發揮阻隔 遮蔽 吸附 抗靜電的有效功能 並
引用新發明醫學專利(證號：TW I446933)將生育光
波精準定位為通過8至12μm且達到約91%放射率。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釋放遠紅外線之生育波長高達約
91%，可活化生理機能。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釋放遠紅外線之生育波長高達約
91%，可活化生理機能。91%，可活化生理機能91%，可活化生理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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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端子
導電夾

夾在除轉墊上

充電端子

連結
插在
平板
手機 手機平板

之充電孔
手機
電腦
電視
之之

端子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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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線孔亮紅燈

導電單插頭 導電接地夾

1. 請用檢電筆檢查插座之火線孔與地線
孔(接地孔) 確認後請將”導電單插頭”孔(接地孔)。確認後請將”導電單插頭”
插在地線孔處(即不亮燈之孔位) ，即可
使用。
* 使用檢電筆時，請注意手需觸碰檢電
筆端金屬部分。
2. 若不使用”導電單插頭”裝置移除電

地線孔不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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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波，也可將”導電接地夾”夾在導電
接地物上，利用接地移除法。



1.1.將本產品所附之消除電磁波線組之導電單插頭端插於將本產品所附之消除電磁波線組之導電單插頭端插於
插座之地線孔插座之地線孔((請使用檢電筆測試，不亮的插孔即為地線請使用檢電筆測試，不亮的插孔即為地線
孔孔)) 或夾設於接地端頭或夾設於接地端頭孔孔))，或夾設於接地端頭。，或夾設於接地端頭。

22 再將端子頭再將端子頭((含轉換端子含轉換端子))，插於欲使用之家電或，插於欲使用之家電或3C3C產產2.2.再將端子頭再將端子頭((含轉換端子含轉換端子))，插於欲使用之家電或，插於欲使用之家電或3C3C產產
品之品之訊號傳輸插孔上訊號傳輸插孔上，最後將另一導電夾，夾在除轉墊，最後將另一導電夾，夾在除轉墊
上，即可。上，即可。

3.3.本產品無任何副作用。本產品無任何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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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型電腦”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筆記型電腦 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

轉換端子

導電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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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電開機狀態，未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及
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高達464 V/m

筆電開機狀態，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及
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大幅降至5 V/m



“電磁波在腦裡” 筆電使用量測對照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電磁波在腦裡  筆電使用量測對照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轉換端子轉換端子

距離筆電約1米半距離，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達

接觸筆電後，人體腦部電
磁波量測值達283V/m

導電夾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達
8V/m(環境值所產生)

磁波 測 達 /

筆電開機狀態，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導電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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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電開機狀態 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人體腦部電磁波
量測值大幅降至6 V/m(低於環境值=0)



“平板手機”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平板手機 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

充電端子導電夾

轉換端子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平板手機充電狀態，未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平板手機充電狀態，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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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手機充電狀態，未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高達

176 V/m

平板手機充電狀態 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及
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大幅降至2 V/m ，可

防止手機平板在充電過程中所形成的低頻電磁波



“坐地式電腦”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坐地式電腦 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

轉換端子插在電腦耳機孔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導電夾

坐地式電腦主機開機狀態，未使用新芳奈米 坐地式電腦主機開機狀態，經使用新芳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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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式電腦主機開機狀態，未使用新芳奈米
輻射除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

高達513 V/m

坐地式電腦主機開機狀態，經使用新芳奈米
輻射除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

大幅降至6 V/m



“液晶電視機”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液晶電視機 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

轉換端子插在電視機後或側方的插孔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筆檢測導電夾

液晶電視開機狀態 未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之地線孔插座
導電夾

液晶電視開機狀態 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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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電視開機狀態，未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高達

552 V/m

液晶電視開機狀態，經使用新芳奈米輻射除
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降低至

3 V/m



“影印機”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影印機 釋放電磁波安裝量測對照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
電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請將導電夾夾在影印機後方之導電處

影印機待機狀態 未使用新芳消除電磁波裝 影印機待機狀態 經使用新芳消除電磁波裝

請將導電夾夾在影印機後方之導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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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機待機狀態，未使用新芳消除電磁波裝
置，電磁波量測值高達443 V/m

影印機待機狀態，經使用新芳消除電磁波裝
置，電磁波量測值大幅降至5 V/m



“電磁波在腦裡” 影印機使用量測對照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電磁波在腦裡  影印機使用量測對照

離影印機約一米半距離，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達

接觸影印機後，人體腦部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達
17V/m (環境值所產生)

接觸影印機後 人體腦部
電磁波量測值達238V/m

接觸影印機後，經使用抗電磁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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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影印機後 經使用抗電磁波裝置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大幅降至5 V/m 

(低於環境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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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實驗所用儀器，符合國際VDE認證，所量測之數據，絕無誇大不實！



11 請先檢查總電源控制箱及各聯結電源請先檢查總電源控制箱及各聯結電源 是否已做好接是否已做好接1.1.請先檢查總電源控制箱及各聯結電源，請先檢查總電源控制箱及各聯結電源，是否已做好接是否已做好接
地裝置地裝置，使各插座的負電端兼有接地功能，亦可尋求專，使各插座的負電端兼有接地功能，亦可尋求專
業水電人員或本司專業銷售人員協助安裝業水電人員或本司專業銷售人員協助安裝，，做好電源安做好電源安業水電人員或本司專業銷售人員協助安裝業水電人員或本司專業銷售人員協助安裝，，做好電源安做好電源安
全檢查後再使用本產品，避免發生危險。全檢查後再使用本產品，避免發生危險。

2.2.務必遵守使用說明之內容，並先使用務必遵守使用說明之內容，並先使用檢電筆檢電筆檢測出插檢測出插
座地線孔位置座地線孔位置，，特別注意將導電單插頭插於特別注意將導電單插頭插於地線孔地線孔，請，請
勿插於亮紅燈之火線孔勿插於亮紅燈之火線孔 避免跳電危險避免跳電危險勿插於亮紅燈之火線孔勿插於亮紅燈之火線孔，，避免跳電危險。避免跳電危險。

33 如需保養墊體，請先拔除消除電磁波線組，再以如需保養墊體，請先拔除消除電磁波線組，再以清水清水3.3.如需保養墊體 請先拔除消除電磁波線組 再以如需保養墊體 請先拔除消除電磁波線組 再以清水清水
擦拭保養墊體。擦拭保養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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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請勿放置高溫物品請勿放置高溫物品((攝氏攝氏5050度度CC以上以上))於產品上，以免於產品上，以免
破壞產品美觀。破壞產品美觀。



* 2012年--中國大陸-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 2012年--越南-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 2012年 澳門 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2012年--澳門-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 2012年--韓國-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 2013年--中華民國-抗電磁波微粒材料--專利證號 I401701
* 2015年--中華民國-消除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之墊體--專利證號 M495785 2015年 中華民國 消除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之墊體 專利證號 M495785
* 2015年--中華民國-可消除電磁波的裝置--專利證號 M495065
* 2015年--中國大陸 -消除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的墊體專利證書

~~通過SGS國際認證~~
--測試頻率範圍100MHz-3GHz，電磁波遮蔽隔離度可達99.66%--測 圍 波遮 度 達

~~符合RoHS(7P)歐盟多項環保檢測標準~~
--不含鎘、鉛、汞、六價鉻、多溴聯苯(PBB) 和多溴聯苯醚(P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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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聯盟合作*

公司地址公司地址: :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11311131--11號號
TEL: 06TEL: 06--6520707   6520707   
FAX: 06FAX: 06--65348906534890
http://www hsinfang com twhttp://www hsinfang com twhttp://www.hsinfang.com.twhttp://www.hsinfang.com.tw
EE--mail: mail: 
hsinfangnano.antiemi@gmail.comhsinfangnano.antiemi@gmail.com
nano@hsinfang.com.twnano@hsinfa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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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資料為新芳奈米科技有限公司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