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動清洗機
來至力多超音波有限公司，是一家專門製造各類清洗機的專業廠
家，從實驗室標準型至醫院大量容量使用的隧道式清洗機，一應
俱全。

TEL:26587810
FAX:26587801
E-mail:
leador.washer@msa.hinet.net
http//www.leader21tw.net

力多超音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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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LD-PLC-210
實驗室器皿在清洗、消毒方面，需要絕對
可靠。即使微量的殘餘物，在試管、血清瓶、
培養皿、量瓶、量筒、燒瓶、燒杯、吸量管或
酵素等項目，皆會對下一個程序產生影響。 有
了LEADER® LD-PLC-210在手，確保所有實
驗室器皿獲得分析等級的清洗。
LEADER® LD-PLC-210 完全可達到理想

內部雙層洗藍
LEADER® LD-PLC-210

清潔和消毒結果的標準步驟 且確保洗劑不殘留。

化學清潔劑
LEADER® LD-PLC-210配有配液裝置，使其在每個過程中精確分注所需劑量。
1.
請問洗劑會殘留嗎？
答: 不會。洗瓶機專用的洗劑為 鹼性、低泡沫配方，沖洗容易，而且因為洗瓶機採高溫洗淨，油污去除
容易，洗劑的使用量可減至最低，再加上強勁水流沖洗，絕無殘留問題，潔淨有保障。

2.

酸性清潔劑 作何用途？

答: 洗瓶機專用酸性洗劑、可中和主洗的鹼劑，沖洗容易，且潤洗時採高溫70-93度c 洗淨，確保洗劑不
殘留。

LEADER® LD-PLC-210 標準設備：
• 15組預設程式、、簡易操作鍵盤。(或人機面板)

• 特殊幫浦和蓄水清洗過程，達到高清洗效率。
• 安全門鎖系統。
• 可調整微處理控制。
• 兩層清洗。
• 1組配液裝置 – 粉末清潔劑。
1組配液裝置 – 液體清潔劑（中和劑）。
• 預熱（透過水加熱方式）。
• 熱風循環乾燥

LEADER® L1-T標準特色：（含上述）
• 測邊腔體 包含2組洗劑存放櫃。
• 排氣壓縮器。
• 1組配液裝置 – 液體清潔劑。
1組配液裝置 – 液體清潔劑（中和劑）。

LEADER® LD-PLC-210
（含烘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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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清洗機規格 LEADER® LD-PLC-210

清洗籃架

一、自動玻璃器皿清洗機
清洗機內部容量：150 公升.
LEADER® LD-PLC-210C
材質：
豪華型（含烘乾功能）
清洗槽內部：不銹鋼304 以上等級
SIZE:
洗滌機外部：不銹鋼304 以上等級
L*D*H 900*700*900mm
放置清洗架層數：可使用單層式或雙層式
單層式清洗空間：53 公分.
雙層式清洗空間
上層清洗空間 20 公分；
下層清洗空間 32 公分.
微電腦控制式操作系統
可設定不同清洗次數：5 次.(包含一般水清洗程式；DI 水清洗程式；
乾燥程式)
清洗溫度範圍：0 ~ 90℃
可全自動設定開始清洗時間
具7組程式(或以上)可自由修改設定
(4) 程式可自由設定命名鎖定
(5) 清洗參數可直接鍵入修改如；溫度、洗劑劑量、時間、次數、清洗流程步驟、潤洗
水質選擇、烘乾時間、冷卻時間等操作模式。
自我功能偵測及診斷設計、如清潔劑不足或水位不足、運轉異常聲響警報螢幕即時顯示
告知可清楚顯式清洗程式和流程、剩餘清洗時間。
含清洗幫浦與排水幫浦二組系統
二組設計 (1) 鹼性清洗劑使用 (2)有機酸中和劑使用
清洗劑需為非泡沫性液劑型態以確保機器元件結構之安全並符合排放無污染環保規定
清洗循環幫浦總輸出功率: 350 公升/每分鐘
洗槽含三組式過濾器
清洗最大使用水量
一般清水：12 公升以下/每Cycle
DI 水：12 公升以下/每Cycle
烘乾設計
- 可程式設定自動啟動烘乾腔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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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清洗機規格 LEADER® LD-PLC-210

旋轉噴臂

清洗籃架

LEADER® LD-PLC-210
（經濟型 含烘乾功能）
一、自動玻璃器皿清洗機
清洗機內部容量：150 公升.
材質：清洗槽內部：不銹鋼304 以上等級
洗滌機外部：不銹鋼304 以上等級
外觀尺寸 : 高 1200 x 寬 610 x 深 670 (mm) 。(加裝輪子)
放置清洗架層數：可使用單層式或雙層式
單層式清洗空間：53 公分.
雙層式清洗空間:上層清洗空間 20 公分；下層清洗空間 32 公分.
微電腦控制式操作系統
可設定不同清洗次數：5 次.(包含一般水清洗程式；DI 水清洗程式；乾燥程式)
清洗溫度範圍：0 ~ 90℃
可全自動設定開始清洗時間
具7組程式(或以上)可自由修改設定
(4) 程式可自由設定命名鎖定
(5) 清洗參數可直接鍵入修改如；溫度、洗劑劑量、時間、次數、清洗流程步驟、潤洗
水質選擇、烘乾時間、冷卻時間等操作模式。
自我功能偵測及診斷設計、如清潔劑不足或水位不足、運轉異常聲響警報螢幕即時顯
告知可清楚顯式清洗程式和流程、剩餘清洗時間。
含清洗幫浦與排水幫浦二組系統
二組設計 (1) 鹼性清洗劑使用 (2)有機酸中和劑使用
清洗劑需為非泡沫性液劑型態以確保機器元件結構之安全並符合排放無污染環保規定
清洗循環幫浦總輸出功率: 350 公升/每分鐘
洗槽含三組式過濾器
清洗最大使用水量 : 一般清水：12 公升以下/每Cycl
DI 水：12 公升以下/每Cycle
烘乾系統：熱風110度C ,自動烘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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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清洗機規格 LEADER® LD-PLC-210

LEADER® LD-PLC-210經濟型不含烘乾功能
規格如下:
.容量 : 清洗層2層(上層清洗空間 15 公分 下層清洗空間 30 公分) 。
.外觀尺寸 : 高 900 x 寬 610 x 深 670 (mm) 。
材質：外殼為不銹鋼304. 。
安全裝置 :門異常開啟隨即斷電停機運作。
行程指示燈設計 : 5 段指示 ( * 清洗1 * 清洗2 * 潤洗1* 潤洗2 * 潤洗3 )
洗程設定 : 微電腦控制式操作系統 15種 清洗程式。
消耗電功率(加溫洗滌) : 1350 W 。
烘乾系統：600 W。
清洗幫浦容量 : 300L/MIN 。
清洗幫浦 : 700 W (具馬達過熱自我停機保護) 。
排水幫浦 : 100W 。
循環水溫：30℃ - 60℃。
過熱水溫 : 80℃ 自動停機 (溫度設定勿超過80℃) 具水溫過熱自我停機保護。
配液系統 : 1組-粉體清潔劑、1組-液體中合劑 。
清洗劑需為非泡沫性液劑型態以確保機器元件結構之安全規定。
烘乾系統：目前設定客戶要求無自動烘乾 。
電源 : AC 110V/60Hz。
配件清洗籃 :
1.基本上下籃架各一組。
量瓶、量筒、燒杯噴洗籃架，每籃至少可洗20支 X 2組。
Pipette噴洗籃架一個，至少可洗40支。
說明：
中、英文操作說明書：具備。
保固年限：至少一年。
3. 需出具清潔驗證證明及方法。
4.安裝後儀器驗證。
注意事項：
使用在保固年限內，其所有零配件在正常操作下，如有損壞或異常情形均由廠商免費換新或
維護，不得有推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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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型實驗室清洗機

特色：

LEADER® LD-PLC-210

電源 : AC 110V/60Hz。

微電腦自動化控制，人性化設計，可
以清洗各種規格的燒杯、燒瓶、容量
瓶、移液器、三角瓶、試管等實驗器
具，清洗潔淨迅速，省工省時。
洗滌層次 : 可更換不同籃架,可單層或
雙層清洗。
單鍵觸摸全自動洗淨 簡易操作。
復電後繼續清洗裝置: 停電後復電可
自動繼續未完成的清洗程序。
配藥液系統：洗劑添加，清潔劑及中
和劑可在清洗過程中自動添加。
電氣安全測試: 本機符合CE電氣安全
測試合格標示。
清洗量：一次可洗20支500ml血清瓶
或40支100ml血清瓶。
清潔劑 2 LITER 及 中和劑 2 LITER
各一瓶。
配件清洗籃 : 20支 噴水管柱之清洗籃 獨立
噴水口

。

下層基本籃架

標準設備：
• 15組實驗組專用預設程式。

旋轉噴臂

•配液系統 : 配備（另購）1組-液體(機器自動抽
取)、1組-液體 (添加至機器內部容積盒每次400cc,
使用時機器會訂量添加約10cc)(追加用品) 。
• 電熱底部烘乾。
• 液位控制調節進水和排水過程。
• 完善的排出系統，避免再次污染的現象發生。
•下面供水入水口，可自動與清洗籃架吻合
•加熱組件配有保護裝置，以避免器皿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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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實驗室清洗機

實驗室器皿在清洗、消毒方面，需

LEADER® LAB LD-450ub

要絕對可靠。即使微量的殘餘物，在試
管、血清瓶、培養皿、量瓶、量筒、燒
杯、燒瓶、吸量管或酵素等項目，皆會
對下一個程序產生影響。 LEADER®
LD-450ub確保所有實驗室器皿獲得分
析等級的清洗，這是他牌無法勝任的特
色。
LEADER® LD-450ub 提供實驗室
有效率、經濟和保護生態環境的處理，
且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便利於操作和
保養。

特色：
•LEADER程控（高電容量）。
• 預設程式、簡易操作鍵盤、足夠記
憶體空間，允許額外自訂程式。
• 獨特幫浦輸出（高壓清洗）。

標準設備：

• 完善的排水系統，避免再次污染的

• 4組實驗組專用預設程式、12組額外自訂程式。
• 配置RS232與電腦連線。

現象發生。
• 藉由流量計或次數，提供精確程控

• 2行螢幕顯示器。

式清潔劑的劑量。

• 2組自動配液幫浦（液體清潔劑）。
• 高壓風扇烘乾。
• 液位控制調節進水和排水過程。
• 整合性軟水劑。
• 完善的排出系統，避免再次污染的現象發生。

LEADER® LD-450UB
籃架可針對所需量身
訂製、可單層或雙層
清洗。

加熱組件配有保
護裝置，以避免
器皿受到損害。

背面供水入水口，
可自動與清洗籃
架吻合。

三段式噴洗孔：
水柱強勁、無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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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LAB LD-450ub 規格

Customized racking available

標準設備：
規格如下:

一. 外殼及內部不銹鋼304以上。(不銹鋼304化學亮面處理)
循環馬達輸出力每分鐘400公升：循環馬達1個 ，內部獨立清洗，外部上下旋轉清洗。(內外部
皆能噴洗)
體積：高183 cm X 寬88 cm X 深 75 cm。
內部空間：60 L X 53D X 63H cm。

洗滌水溫：可調整水溫至少93℃。水槽加熱器 4KW。
洗滌程式：15組微電腦程式控制，包含預洗、加溫清洗、消毒、沖水、純水沖洗、加溫純水
沖洗及烘乾。
烘乾：45℃－110℃。
控制方式: 微電腦PLC 及人機介面控制
配液系統：1組-液體、1組-液體。
電源 : AC 220V 3 pH、50/60Hz 、30A 或 AC 380V 3 pH、 18A。
配件：
基本上下籃架各一組。
量瓶、量筒、燒杯噴洗籃架，每籃至少可洗20支 X 2組。
Pipette噴洗籃架一個，至少可洗40支。
說明：
中、英文操作說明書：具備。
保固年限：至少一年。
需出具清潔驗證證明及方法。(SGS烘乾清潔驗證 證明書)
安裝後儀器驗證。(CE證書)
注意事項：
使用在保固年限內，其所有零配件在正常操作下，如有損壞或異常情形均由廠商免費
換新或維護，不得有推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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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用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Pharma LD-450ub

微電腦PLC 及人機介面控制

無論在研究單位或工業領域，實驗室是所有發展的
起源之處，錯誤會對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品質控制
和有效運作在實驗室領域裡，今後變的更為重要，經
過多年經驗累積，很榮幸地推出LEADER® pharma
LD-450ub，除了一般應用，也能滿足所有實驗室之特
殊需求。

LEADER® Pharma LD-450ub 特色：
• 精確地微電腦控制，提供正確的清洗程序。
• 烘乾程序避免再次污染現象發生。
• 符合GLP標準之清洗程序，能藉由整合性間歇式
列表機方式列印出資訊。
•配液設備節省清潔劑耗用量。
• 兩層清洗層有效利用清洗空間。

清洗：

控制：

內部直接注水，再
加上外部旋轉噴臂，可

微電腦驅動控制器，

達到完整一致的清洗。

提供8組標準程式選擇，

堅固耐用、強而有力的

和4組自訂程式（可原廠

幫浦提供必要的水壓。

預設）。LEADER®
pharma LD-450ub具有特
殊清洗、消毒程式，滿

LEADER® pharma LD-450ub

足所有需要，友善的操

標準設備：

作面板為人機介面全中
Touch screen control

文顯示，清晰明瞭，且

• 自動平衡重力式高級門，配置電磁鎖。

易於操作。

• 微電腦驅動控制器，全文顯示，8組標準

穩定水壓：
噴水籃架聯軸節供應

程式和4組可程控程式。
• RS232介面連接列表機，或數據處理機。

洗滌水、潤絲水和熱風

• 2組完全自動配液幫浦（液體清潔劑）。

給噴水籃架。

• 清洗和消毒用途之獨特籃架聯軸節。
• 高能量空氣烘乾風扇。

安全：
複合式潤絲，和完善的清洗幫浦排放，避免

• 水位控制出、入水。
• 安全液位控制，避免溢出現象發生。

交叉污染的現象發生，空斷和止回閥，避免清洗
溶劑逆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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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用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Pharma LD-450ub 規格

LEADER® pharma LD-450ub
標準設備：內部結構圖

Racks for Laboratory Glassware

旋轉噴洗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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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用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Pharma LD-450ub 規格

Racks for Laboratory Glassware

LEADER® pharma LD-450ub
標準設備：規格如下:
1. 外殼及內部不銹鋼304以上。(不銹鋼316鏡面處理 )
2. 循環馬達輸出力每分鐘400公升循環馬達2個 ，內部獨立清洗 每分鐘400公升， 外部
上下旋轉清洗每分鐘250公升。(內外部皆能噴洗)
3. 兩個循環幫浦 : 清洗物品的內部及外部分別由不同循環幫浦供水,洗淨力特強。
4. 體積：高183 cm X 寬88 cm X 深 75 cm。
5. 內部空間：60 L X 53D X 63H cm。
6. 洗滌水溫：可調整水溫至少93℃。水槽加熱器 4KW。
7. 洗滌程式：15組微電腦程式控制，包含預洗、加溫清洗、消毒、沖水、純水沖 洗、加
溫純水沖洗及烘乾。
8. 烘乾：45℃－110℃。
9. 雙循環熱風馬達 : 兩個熱風馬達分別乾燥器具的內部及外部。附heapa 0.3 u x 99.97%
過濾網及upa 99.99%過濾網
10. 控制方式:微電腦PLC 及人機介面控制。
11. 配液系統：1組-液體、1組-液體。
12. 電源 : AC 220V 3 pH、50/60Hz 、30A 或 AC 380V 3 pH、 18A。
配件：
1. 基本上下籃架各一組。
2. 量瓶、量筒、燒杯噴洗籃架，每籃至少可洗20支 X 2組。
3. Pipette噴洗籃架一個，至少可洗40支。
說明：
1. 中、英文操作說明書：具備。
2. 保固年限：至少一年。
3. 需出具清潔驗證證明及方法。(SGS烘乾清潔驗證 證明書)
4. 安裝後儀器驗證。(CE證書)
注意事項：
1. 使用在保固年限內，其所有零配件在正常操作下，如有損壞或異常情形均由廠
商免費換新或維護，不得有推諉情形。
2. 需提供3小時以上，於裝機現場進行之教機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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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用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Pharma LD-650ub 微電腦PLC 及人機介面控制

無論在研究單位或工業領域，實驗室是所有發展的
起源之處，錯誤會對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品質控制
和有效運作在實驗室領域裡，今後變的更為重要，經
過多年經驗累積，很榮幸地推出LEADER® pharma
LD-650ub，除了一般應用，也能滿足所有高潔淨之特
殊需求。

LEADER® Pharma LD-650ub 特色：
• 精確地微電腦控制，提供正確的清洗程序。
• 烘乾程序避免再次污染現象發生。
• 符合GLP標準之清洗程序，能藉由整合性間歇式
列表機方式列印出資訊。
•配液設備節省清潔劑耗用量。

316L chamber

• 兩層清洗層有效利用清洗空間。

清洗：

控制：

內部直接注水，再
微電腦驅動控制器，

加上外部旋轉噴臂，可

提供8組標準程式選擇，

達到完整一致的清洗。

和4組自訂程式（可原廠

堅固耐用、強而有力的

預設）。LEADER®

幫浦提供必要的水壓。

pharma LD-650ub具有特
殊清洗、消毒程式，滿

Touch screen control

足所有需要，友善的操

LEADER® pharma LD-650ub

作面板為人機介面全中

標準設備：

文顯示，清晰明瞭，且

• 自動平衡重力式高級門，配置電磁鎖。

易於操作。

穩定水壓：
噴水籃架聯軸節供應

• 微電腦驅動控制器，全文顯示，10組標
準 程式和4組可程控程式。
• RS232介面連接列表機，或數據處理機。

洗滌水、潤絲水和熱風

• 2組完全自動配液幫浦（液體清潔劑）。

給噴水籃架。

• 清洗和消毒用途之獨特籃架聯軸節。
• 高能量空氣烘乾風扇。

安全：
複合式潤絲，和完善的清洗幫浦排放，避免

• 水位控制出、入水。
• 安全液位控制，避免溢出現象發生。

交叉污染的現象發生，空斷和止回閥，避免清洗
溶劑逆流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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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用實驗室清洗機
LEADER®

Pharma LD-650ub

LEADER® Pharma LD-650ub

內部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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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清洗機規格

LEADER® LD-PLC-210、LD-450ub 和 LD-650ub ：

LEADER®
LD-PLC-210

LEADER® LD-450ub

LEADER® LD-650ub

尺寸
（WxDxH）：

660 x 670 x 1200mm

880 x 750 x 700mm

1700 x 1100 x 2700mm

540 x 535 x 600mm

600 x 540 x 535mm

640 x 640 x 800mm

材質：

清洗腔為不銹鋼304
外殼為不銹鋼304

外殼和腔體皆為不銹鋼
CrNi 1.4301製

清 洗 腔 皆為 不 銹鋼 316
製 、 外 殼 為 不 銹 鋼 304
1.25mm細塗層表面

清洗層：

2

2～3

2～4

水槽容量：

10 至 13 公升

12 至 15 公升

30 至 40公升

程式：

10組預設程式

15組預設程式

10組預設程式
4組可程控程式

烘乾系統：

LEADER® L1-T
加熱 – 1.8kW
烘乾 – 75m3 /h

加熱 – 2.2kW
烘乾 – 80m3 /h

加熱 – 3.4kW
烘乾 – 150m3 /h

清洗幫浦容量： 300 L/min

420 L/min

600 L/min

循環水溫：

60℃ -70℃

60℃ -93℃

60℃ -93℃

烘乾溫度：

LEADER® LD-PLC210
45℃ -90℃

60℃ -110℃

60℃ -110℃

配液系統：

1組-粉末、1組-液體

2組-液體

2組-液體

冷水：管徑-DN20
水壓0.5 –10bar
純水：管徑-DN20
水壓0.5 –10bar

冷水：管徑-DN20
水壓2 – 5bar
熱水：管徑-DN20
水壓2 – 5bar
純水：管徑-DN20
水壓2 – 5bar

冷水：管徑-DN20
水壓2 – 5bar
熱水：管徑-DN20
水壓2 – 5bar
純水：管徑-DN20
水壓2 – 5bar

獨立型
清洗腔

水源接頭：

電源：
配備（另購）：

220V、3pH、50/60Hz
列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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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動物中心和工業用隧道式清洗/消毒機
LEADER® Tunnel Washer LD-1250ub
組合方式：
• 清洗模式
• 烘乾模式
•水處理
• 裝載運輸裝置
• 卸貨運輸裝置
•清洗模式
•烘乾模式
•配液裝置
• 控制系統
• 詳細記載文件

清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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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動物中心和工業用隧道式清洗/消毒機

特潔

LEADER® Tunnel Washer LD-1250ub
特色：
1. 夾層內含2吋以上厚度之保溫棉，使機器外部溫度 維持於
40℃以下。
2. 開機時，所有控制電磁閥件皆會按照既定程序自動起動；若
溫度未達設定點時， 機器則處於待機狀態。
3. 運送過程中，機器可分為幾個部份，以利搬運及安裝。
微電腦設定後，機器在30分鐘內可到達設定溫度。
4.自動程式選擇系統10種以上程式，可依清洗物品自動選擇適
用或自訂程式。

清洗籃

5. 輸送帶：採用尼龍鍊片、垂直穿插式銜接
式輸送帶或不銹鋼網式輸送帶 （另購）。
6. 傳動齒輪為210mm AISI 304之梅花輪。
7. 前端及末端均含一個可調整輸送帶鬆緊之調節機構。
傳動軸為30mm不銹鋼AISI 304。
整條輸送帶左右兩邊需各含一條可調整式不銹鋼導正方向桿。
8. 熱交換器：
- 進水前需經粗濾（長40cm以上之濾芯）及離子交換樹脂10Kg以上（長120cm以上濾
芯）處理，並可自動再生處理及顯示。
- 可將進入之冷水加熱至90℃以上。
- 含一組安全閥及減壓閥（0-10kg/cm2）。
9. 包含預洗段（Pre-Wash）、洗滌段（Wash）、潤洗段（Rinse）、最後潤洗段(Final
Rinse)、烘乾段（Dryer）。
10.烘乾段採用高性能HEPA之濾網，且溫度可達110℃之熱風烘乾，並經國際標準檢測通
過D.O.P. TEST 0.3um 99.84％，附檢測報告；且採上下各六組獨立集風線狀吹風口
11. 安全裝置：
- 開機時，所有控制電磁閥件均會按既定程序自動起動。
- 當溫度未達設定點時，機器均處於待機狀態。
- 當機器已達設定條件，控制器會警鈴及燈示告知使用者可啟動機器。
- 機器前端及末端均含一緊急停止鈕。
- 當溫度超出設定 5 ℃以上時會有警鈴告知異常，並自動停止一切動作。
- 電氣安全測試：清洗機經過國際電氣安全法規CE認證通過，需附證書。
12. 尺寸：隧道寬度 – 約950mm
隧道長度 – 約6500mm
隧道高度 – 約1600mm
13. 所有材質皆為不銹鋼 AISI 304。

清洗籃與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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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LD-1250ub 配有一個中央控制器

清洗段

（PC），資料匯排流與中央處理器之附屬單位連
結，所有操作過程皆會顯示於彩色監視器，此彩色
監視器係屬觸控式螢幕，可直接操作附加程式功能，
例如：
• 編制程序。

烘乾段

• 參數更改。
• 輸出測試。
• 輸出啟動。
• 快速遞送程式。
• 輔助程式。

入口處

出口光電感應停止

隧道式清洗/消毒機規格LEADER® LD-1250ub：
尺寸
外部（每個組件） W x D x H
內部（每個組件） W x D x H

1100 x 1400 x 2500mm
880 x 640 x 625mm

材質

鑲板、框架、腔體材質皆為不銹鋼304製

重量

每個組件

電源

3N/AC 400V, 50或60Hz, 15kW, 32A

連接管

冷水：3/4“ 2 – 5bar（30 L/min）
熱水：3/4“ 2 – 5bar（30 L/min）
DI水：3/4“ 2 – 5bar（30 L/min）
排放：DN100
虹管：工作場所
蒸氣或清洗蒸氣：3/4“ 3 – 4bar（3 kg/min）
濃縮：3/4“
排放氣體（每清洗單位） DN70 condensate tight 50 m3 /h
排放氣體（每烘乾單位） DN100 condensate tight 50 m3 /h

4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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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洗奶瓶機 洗杯機
全自動洗奶瓶機

洗杯機

特色：
1. 內部及外部由循環幫浦供水洗淨
2. 一次洗五層共10藍(150個杯 或奶瓶)
3.一次洗淨 烘乾 殺菌自動完成
4. 體積: 97 x 65 x195 cm

特潔

環保機型洗杯機 LD-70T

自動洗杯機
規格說明:
1. 型號 : LD-70t。
2. 容量 : 清洗層1層(清洗籃為50X 50 公分) 。
.3. 外觀尺寸 : 高 850 x 寬 610 x 深 670 (mm) 。
4. 材質：外殼為不銹鋼304. 。
5. 安全裝置 :門異常開啟、隨即斷電停機運作、 漏電停
機裝置。
6. 行程指示燈設計 : 2 段指示 ( * 清洗* 潤洗) 。
7. 洗程設定 : 微電腦控制式操作系統 4種 清洗程式。
60 秒 、90秒 、120秒、180秒 、洗一籃
8. 種清洗程式 可選擇。(直流低電壓控制 以保安全)
9. 消耗電功率(加溫洗滌) : 1350 W (使用熱水器時為800
W) 。
10. 電源 : AC 110V/60Hz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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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槽式超音波洗淨器
LD-D60-2T
• 尺寸：
- 外部尺寸：W70 x L95 x H90cm。
- 水槽尺寸：W40 x L33 x H25cm。
• 材質：SUS＃304不銹鋼材質製。
不銹鋼網籃

型號：LD-D60-2T

規格：
 超音波：40KHz、1200W 。
 採用防蝕性振盪器。
 雙槽式超音波清洗機：一槽為超音波槽（清洗）、一槽為烘乾槽。
 清洗方式：採用38cm噴射式清洗臂，噴水口為16孔。
 超音波洗淨、清洗、烘乾時間：0 – 99分，能單獨設定。
 高壓噴嘴配合循環幫浦，能達到最佳沖洗效果。
 洗淨溫度：常溫 – 80°C，能調整設定。
 烘乾：熱風循環乾燥、進水管配有過濾裝置，以防止雜質進入。
 採JENOPTIK電漿消毒，以達到消毒最佳效果。
 裝有逆止閥，以防止污水逆流。
 安全裝置：清洗槽門未關好，機器無法啟動；清洗中開門，機器自動停止。
 電源：AC220V、60Hz。
 附件
- 不銹鋼網籃 （尺寸：W38 ×L31 ×H10cm）x 4個。
- 清潔劑（8磅）一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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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機泛用型濃縮清洗劑
適用於玻璃器皿、塑膠器皿、PP材質器皿、PC材質器、
美耐皿、不銹鋼器皿、瓷器皿、銀器皿…等等。
鹼性清潔劑
型號：LA
用途：濃縮配方，兼具液態清潔劑之方便
與粉狀清潔劑之效能，去污力超強，可徹
底去除各種油垢及蛋白質污染，活性氯可
使器皿更加潔白，無磷環保，完全潔淨，
抑泡性佳，具經濟效益。
酸性清潔劑
型號：IN
用途：濃縮配方，特殊的活性劑配方，可
以發揮最好的器皿催乾效果，可使各種清
洗器皿閃耀亮麗，並防止清潔劑殘留，無
磷環保，具經濟效益。

非泡沫性快速烘乾劑
型號：QF
用途：具有生物分解能力，排放無污染殘留，可
適用於不銹鋼、鋁製品、電鍍鋁、鉻材、合成材
料、橡膠、乳膠、玻璃、陶瓷等。液體有紅色或
藍色包裝
再生鹽
1Kg、5kg、10kg包裝，可供選擇。
用途：使用於樹脂再生。

蒸餾水桶
20L、40L、60L、 80L、100L型式可供選擇，內
含液位控制。
另有塑膠型儲存桶，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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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清洗機

客戶使用名單：

1.

國家衛生研究院

2.

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

3.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4.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5.

行政院衛生署澎湖醫院

6.

行政院衛生署旗山醫院

7.

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藥物毒物試驗所

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驗局新竹分局
11. 中山科學研究院
12. 國防部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13.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14. 台南市衛生局
15. 台灣默克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長興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7. 宜蘭縣環境保護局
18. 新竹縣環境保護局
19.

台中縣環境保護局

20.

中國石油煉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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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洗淨機客戶實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院及美食街：
長庚醫院、
台中醫院、
台大醫院
台中澄清醫院
淡水馬偕醫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
梧棲沙鹿童醫院
亞東醫院
花蓮門諾醫院
耕莘醫院
慈愛綜合醫院
天主教湖口仁慈醫院
慈濟醫院 新店分院
台中林新醫院
台北市立關渡慢性病醫院
羅東博愛醫院
澎湖醫療大樓
公教機關團體：內政部役政署、國科會、陸軍官校、
中區職訓中心、華航、外交部、高等法院、
地方法院、公務員訓練所。
學校：長庚大學、台中一中、台中二中、成功大學、義守大學、
靜宜大學、暨南大學、大里高中、台灣科技大學。
工廠：鴻海精密、廣達電腦、永大電機、環隆電子、凸版電子、
佳能電子、福華電子、智邦電子、興農(友達)、突破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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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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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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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CE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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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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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證書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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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證書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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