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

新發明專利
電腦、手機族專用

聯合國208號文件發佈電磁波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傷害。
經常使用電腦之上班族，致使靜電電磁波之輻射停留在人體，
干擾血液循環且全身不舒服。長期暴露在電磁波的環境下會
造成肩頸緊繃、五十肩、手臂疼痛、後腦勺不舒服、眼睛疲
勞，嚴重者有致癌之風險。

<量子傳輸>遠紅外線新技術-消除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

搭配抗電磁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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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各界支持反輻射抗電磁波產品之推動
由於現代人對電磁波輻射傷害的常識欠缺，因社會大眾處於無知及無感的狀態，由國內各
大學教授發起聯名簽署支持產業推動，呼籲社會大眾重視生活中看不到的輻射隱形殺手，
對人體健康造成深遠的影響。

新芳奈米科技推出的輻射除轉墊是一種抗輻能板，可促進血液循環活化末稍神經，預防心
血管疾病，帶給全民健康。由於一般人每天工作環境接觸輻射源，所以該產品設計成桌墊
形式放於電腦桌前使用，防止因上班時間使用電腦或午休趴睡於電腦螢幕前受輻射線的直
接傷害，本產品除了消除電磁波之輻射，並將其電能輻射轉換成有利人體之遠紅外線 (助
於舒眠)，提供上班族最安全的辦公環境及休息空間，和一般市面上的抗電磁波產品絕然
不同。

至今各國研究單位及社會大眾還對電磁波輻射對人體的傷害抱持懷疑的態度，今天就透過
影片的呈現方式讓大家親自見證及了解，電磁波是如何停留在腦部並直接對人體造成傷害，
同時新芳奈米科技對此已研究到成熟的階段，足以證實聯合國208號文件發佈之電磁波會
甘擾血液循環，造成心血管疾病等問題，長期接觸嚴重還有致癌的風險。

心血管疾病是即刻要人命，癌症雖不會即刻要人命，但會給家人帶來極大的精神打擊及經
濟負擔，以及國家全民健保龐大的醫療給付，消耗社會成本。因此大家要知道預防勝於治
療才是健康的根本，也就是預防醫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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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抗電磁波暨散熱技術發表會
輻射除轉墊相關系列產品

鐵的見證-國家標準檢驗局核發專利證書並蒞臨新芳奈米科技
有限公司證實其抗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之卓越功能，此預防
醫學之重大發明將帶給社會大眾健康。

2012年新芳公司發表反輻射抗電磁波技術，總統府指示行政院、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電磁科謝翰璋組長擔任總召集，台電
洪堯經理，工研院量測中心主任陳朝榮先生、成大王覺寬教授、
清大謝光前教授與會等聯合見證發表，電磁波3G吸收隔離度達
99dB，本公司的研發技術已超越國際水平，遠離輻射線傷害，
帶給全民健康，社會大眾可以安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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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抗電磁波暨散熱技術系列產品發表會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研究所- 王覺寬教授
清華大學奈微米中心主任- 謝光前教授

謝光宇
工研院-量測中心- 陳朝榮教授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電磁科- 謝翰璋組長

陳誠章
唐永奇

台南分局- 洪飛良
林昆平

台灣電力公司- 洪堯經理
電磁專家- 楊金石主任
散熱方面專家- 王派毅
永記造漆-研發部協理- 曾世裕協理
藍揚企業有限公司-謝碧蓮董事長
榮星電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邱守基執行副總經理

黃維民業務經理

2012/04/18行政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蒞臨新芳抗電磁波暨散熱技術發表會

4



5



6



7



新芳超微研粉系統粒徑功能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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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與ILAC-MRA國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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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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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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頻光-如藍光、紫光，
具有高穿透力，對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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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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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基礎:
戶外溫度: 約35度~37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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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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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可吸收太陽光輻射及高壓電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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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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4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rticle.aspx?No=201407220003&parentid=201407220001


根據【電磁波風險評估報告】與
【德國健康住宅協會】之建議及說明，
長期暴露於電磁波底下，可能會造成
兒童白血病以及致癌，居住環境中的
低頻電磁波強度應低於1mG，而射頻
電磁波更不應高於5µW/m2，才能保
障居民免於電磁波的危害！

因工作需長期使用電腦之行政人員、處於
資訊教室或沉浸於電腦遊樂場之學童，在電
磁波長期危害之下對於未來的健康更是一大
堪慮，根據2004年國際癌症預防雜誌的文
章指出，長期處於3~4千μW/m2 的電磁波
環境中，就足以讓癌症發生率增加4倍以上。
而生活環境接近高壓電線或較多電磁波環境
中的孩子，罹患白血病的機率更為平均值2
倍以上；電磁波對人體雖無立即性之傷害，
但長期累積下來對於健康將造成無法挽回之
危害，因此電磁波對人體有害之影響絶不容
忽視!!

電磁波對人體的危害

眼睛
易造成晶狀體衰老和混濁，
產生視覺疲勞甚至失明。

耳朵
耳鳴、平衡感失調。

抵抗力下降
免疫系統被破壞，
增加致癌機率。

心臟
阻礙血液循環，心律不整、呼
吸困難、造成心血管疾病。

頭
頭痛、頭暈、記憶力減退，
甚至易產生老年痴呆症。

關節
手臂肩頸之肌肉關節、
神經疼痛。

皮膚
易造成皮膚疹、
皮膚病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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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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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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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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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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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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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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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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5~30μm的遠紅外線光，
促進細胞活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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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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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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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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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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黑 墨綠

淡粉 淺灰

顏色選擇

產品材質:
環保PP(硬墊)

PVC(軟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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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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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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亦可依客戶需求印製LOGO或造型圖騰。
產品均有防偽標章以杜絕不肖業者侵權或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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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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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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端子

導電夾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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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筆電約1米半距離，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達

8V/m

接觸筆電後，人體腦部電
磁波量測值達283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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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腦部電磁波

量測值大幅降至6 V/m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導電夾

轉換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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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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端子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導電夾

轉換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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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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端子插在電腦耳機孔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導電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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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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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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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墊及抗電磁波裝置，電磁波量測值降低至

3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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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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導電夾夾在影印機後方之導電處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
電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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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影印機約一米半距離，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達

17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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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腦部電磁波量測值大幅降至5 V/m

導電單插頭請插入經檢電
筆檢測之地線孔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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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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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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先檢查總電源控制箱及各聯結電源，是否已做好接
地裝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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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電源安
全檢查後再使用本產品，避免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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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需保養墊體，請先拔除消除電磁波線組，再以清水
擦拭保養墊體。

4. 請勿放置高溫物品(攝氏50度C以上)於產品上，以免
破壞產品美觀。 30



*請先以檢電筆測試出地線孔。
*將導電單插頭插於插座之地線孔(水線)位置。
*請勿插於亮紅燈之火線孔，避免跳電危險。

*注意! 現今水電工程插座施工常見未遵循標準線孔安裝方式。
使用本抗電磁波裝置，請務必用檢電筆測量火線與地線孔的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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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之墊體
消除電磁波裝置(含墊體)

32 插於電腦或手機的耳機孔
33 夾於墊體上
32與321結合可插於電視或音響訊號孔
(消除電視之電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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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消除墊除電磁波的裝置(線組)

導電夾

導電端子

導電夾: 夾於墊體上

導電端子: 插於電腦或手機的耳機孔

電視/音響專用轉接頭: 與導電端子結合後
可插於電視或音響訊號孔

電視/音響
專用轉接頭

充電端子

導線

插頭

導片

充
電
端
子

導
電
夾

導
線

地
線
孔

導
電
單
插
頭

導
電
端
子

金
屬
端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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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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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 2013年--抗電磁波微粒材料--專利證號 I401701
* 2015年--消除電磁波轉換成遠紅外線之墊體--專利證號M495785
* 2015年--可消除電磁波的裝置--專利證號M49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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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RO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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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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方法:用人體溫度37度C為標準，通過8~12微米之人
體遠紅外線生育波長可達91%以上，證明此墊體有體波
共振、體表升溫，促進血液循環，活化生理之機能。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遠紅外線功能鑑定測試報告

清華大學奈微與材料科技中心
產品功能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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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電磁波微粒材料
專利證號 I401701

可消除電磁波的裝置
專利證號 M495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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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電磁波轉換成
遠紅外線之墊體
專利證號 M495785

消除電磁波裝置
專利證號 M51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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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電磁波膜
專利證號 M513119

消除電磁波轉換成
遠紅外線之塗料
專利證號 I5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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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符合歐盟 ROHS 1.0 多項安全環保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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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奈米輻射除轉墊符合歐盟 ROHS 2.0 多項安全環保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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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電磁波的裝置--線組材料 UL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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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院校教授群聯名推薦支持
反輻射、抗電磁波、生技替代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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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芳奈米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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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1131-1號
TEL : 06-6520707   
FAX: 06-6534890
http://www.hsinfang.com.tw
E-MAIL: 
hsinfangnano.antiemi@gmail.com
nano@hsinfang.com.tw

mailto:hsinfangnano.antiem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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