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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多超音波有限公司 

特潔全自動洗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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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洗碗機，

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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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型號 : LD-570-1T標準設

備： 

•輸送帶式洗碗機   

•機器外型 1575 L × 1750 H× 800 D mm 。 

•洗淨速率: 130~200R/H (每小時130~200個碗籃) 。 

•洗碗機水壓在23PSI/inch2 清洗過程，達到高清洗效 率。 

•高溫洗碗機 booster槽水溫在82℃以上。 

•電腦設計不銹鋼材質洗滌臂  。 

•配有洗潔劑偵測器及乾精 Rinse Dry偵測器可調整
微處理控制。 

•傳動馬達及洗滌水泵皆配置過載保護裝置。  

• 1組配液裝置 –乾精清潔劑。 

  1組配液裝置 – 液體清潔劑（中和劑）。 

•清洗籃 500X500mm  

•用電   : 3p/220v/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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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藍式洗碗機 
LEADER®  570-1T 



特潔 推藍式全自動洗碗機 
LEADER®   LD-570-1T 

提供各國─小、中、大型及隧道式高溫洗碗機之各項優惠服務以響
應政府環保政策，包含直接銷售、滿足您的各項需求。  

• 籃框架(RACKS)   多用途籃框   刀、叉、匙、筷籃框    玻璃杯籃框   咖啡杯籃框  

• 附件(OPTIONAL)  

• NOVA消毒機(CLEAN & SANITIZER SYSTEM)  

LEADER®  LD-570-1T-D 

（含烘乾功能） 

洗淨容量120╱180籃框╱每小時 

電源3∮220V 60HZ  

水槽溫度65℃ 

鍋爐溫度85℃ 

外型尺寸 : 寬x 高 x深 1575 W ×1750 H ×800 D mm 

外型尺寸 172 L*80 D*175 H cm  LD-570-1T（含烘乾功能） 

籃框尺寸500X500mm 

規格: 

LEADER®  LD-570-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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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槽式全自動洗碗機   LEADER®  LD-450ub-2T 

特點: 
主洗、潤洗、上下沖洗、高壓熱水噴射洗淨｡最後蒸氣殺菌｡ 

微電腦控制 自動加熱、快速洗淨、洗清｡ 

獨特設計,除洗碗外,尚可自動洗自助餐盤、 配膳盆、 湯桶、之功能,洗碗空
間潔淨無味｡ 

機台裝有安全開關、門開啟時,機器自動停止運轉,安全可靠｡ 

本機一機三用,具有洗碗機、沖洗機、殺菌機三用途｡ 

微電腦自動控制、洗淨、潤洗、蒸氣殺菌一次完成,可放置於廚房或適當空
間之處,不需增加廚房工作人員負擔｡ 

外殼、內槽皆採用不銹鋼SUS 304製成｡ 

適用於學校、幼稚園、部隊、機關團體……皆適合採用｡ 

機器名稱：全自動洗籃機(二槽三段式清洗附烘乾) 

規格： 
外形尺寸：550 x 90 x 183 cm。 

材質：sus304 材質；包抬水槽、內壁、外殼、骨架、傳動輪、不銹鋼鍊條、不銹鋼輸送網、不銹鋼軸、齒輪、底
部全不銹鋼密封防鼠設計、不銹鋼泵。不銹鋼噴洗管路、洗籃專用不銹鋼噴嘴。 

雙層保溫機殼、門有感應開關、耐熱玻璃、透視門。 

入口尺寸：660 x 600 mm。 

不銹鋼清洗泵及馬達：1. p1第一槽主洗 2 hp。 2. p2第二槽潤洗 2 hp。3.高溫殺菌蒸氣洗。4. 熱風烘乾。 

輸送馬達：變頻式無段變速馬達。(四組記憶式) 

水槽加熱器：第一槽6kw。第二槽9kw。溫昇器18kw。烘乾段18kw。 

四組數位顯示溫控器。 

控制方式：微電腦中央控制、附觸控式螢幕顯示系統。控制箱不銹鋼製、並有耐熱玻璃透視門。可監視螢幕顯示
器、數位溫控、變頻器。入水控製：4組電磁閥獨立入水、水位過低自動補水、水位自動控制、水滿自動
啟動加熱器。 

監視螢幕顯示系統：圖形顯示、各槽滿/低水位、噴洗馬達、入水開關、傳動裝置、清洗流程、加熱器、門開啟停
止噴洗。、各馬達故障顯示、變頻器故障顯示、觴控式啟動開關、停止開關。 

安全裝置：1.門開啟停止噴洗、2. 輸送尾端二段感應開關自動停止裝置。第一段暫停並警報、第二段緊急停止。3. 

超溫警報。4. 水位過低切斷加熱器電源、並自動補水。低水位噴洗馬達停止噴洗。5. 各馬達異常：故障
顯示、低水位無法啟動裝置。6. 輸送異常警報裝置。7. 變頻器異常顯示裝置。 

電源：ac 220v/2p/50kw。 

LD-450ub-2T 



5 

雙槽式全自動洗碗機 
 

LEADER®  LD-450ub-2T 規格 

清洗流程為：預洗、主洗、潤洗、蒸氣洗。  

清洗流程暨內部結構圖  

化學清潔劑 

LEADER®  570-1T 配有配液裝置，使其在每個過程中精確分注所需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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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性乾精清潔劑 作何用途？ 

答:   洗瓶機專用乾精 、可中和主洗的鹼劑，沖洗容易，且潤洗時採高溫82度c 洗淨，
確保洗劑不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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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LD-650ub -3T 

 

三槽式輸送帶式全自動洗碗機 

清洗流程為：省清潔劑初洗 、預洗、主洗、潤洗、 

      雙潤洗、熱能回收、 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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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LD-650ub -3T 

輸送帶式全自動洗碗機 

清洗流程為：省清潔劑初洗 、預洗、主洗、潤洗、 

雙潤洗、熱能回收、 烘乾。  

清洗符合行政院衛生署餐飲洗滌管 理規定！！ 

需有三槽式清洗：輸送帶式全自動洗碗機三段式清洗 

 需有高溫清洗、溫度達80℃以上：具有蒸氣洗，且溫度達90℃以上 

目視檢查不能有食品殘留物：高壓噴洗 

本公司 所提供之洗碗機為高性能、高效率，又符合行政院衛生署餐飲洗滌管理之検測
相關規定，所以敬請安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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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LD-650ub -3T 

三槽式輸送帶式全自動洗碗機 

清洗流程為：省清潔劑初洗 、預洗、主洗、潤洗、 

      雙潤洗、熱能回收、 雙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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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帶式全自動洗碗機
LD-650ub -3T 

 

功能:LD-650ub -3T  

1. 清洗能力： 

     湯桶400個/時、菜盒360個/時。 

     湯桶直徑 33cm 、高度33cm。 

     飯、菜盒53x34x15（長x寬x高）。 

2.  可上、下沖洗及前後四方向沖洗。 

3.  高流量水循環馬達3台 

    （朔鋼材質製、流量460L/min）。 

4. 本機內、外體皆為SUS304  1.2mm    

     厚（以上）不銹鋼板。機身、骨架        

     皆為不銹鋼製，附水平調整腳座。 

規格： 

1. 外形尺寸：650 x 90 x 193 cm。 

2. 材質：sus304 材質；包抬水槽、內壁、外殼、骨架、傳動輪、不銹鋼鍊條、不銹鋼輸送
網、不銹鋼軸、齒輪、底部全不銹鋼密封防鼠設計、不銹鋼泵。不銹鋼噴洗管路、洗籃
專用不銹鋼噴嘴。 

3. 雙層保溫機殼、門有感應開關、耐熱保溫門。 

4. 入口尺寸：600 x 450 mm。 

5. 不銹鋼清洗泵及馬達：1.初洗 0.3 hp  2.. p1 預洗 2 hp 3. p2主洗 2 hp。 4. p2潤洗 2 hp。 

5. p2後潤洗 0.5 hp。 6. 熱能回收 7.烘乾。 

6. 輸送馬達：變頻式無段變速馬達。 

7. 水槽加熱器：第一槽蒸氣加熱。第二槽蒸氣加熱。第三槽蒸氣加熱。數位顯示溫控器。 

8. 控制方式：微電腦中央控制、控制箱不銹鋼製、並有耐熱保溫門。可監視數位溫控、變
頻器。獨立入水、水位過低自動補水、水位自動控制、水滿自動啟動加熱器。 

9. 安全裝置：1.門開啟停止噴洗、2. 輸送尾端二段感應開關自動停止裝置。第一段暫停並
警報、第二段緊急停止。4. 水位過低切斷加熱器電源、並自動補水。低水位噴洗馬達停
止噴洗。 

10. 電源：ac 220v/2p/50kw。 

水電按裝: 
 
1.電源: AC/220V/3P/ 30A 

 電源: AC/440V/3P/ 150A 

2.入水管: 配6分水管(可接熱水管或冷水管) 

3.排水口: 配2"塑膠排水口. 

4.蒸氣管：配２"分蒸氣管 

5.排氣管：１０"排氣管. 

6.清潔劑：R插入洗劑, D插入乾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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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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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機專用洗劑，適用於大部份的餐具洗滌，如瓷
器、玻璃器皿、塑膠器皿、美耐皿、銀器、不銹鋼器
皿等，不適用於鋁、銅等軟質金屬。  

沸點：212℉     溶解性：可溶於水    比重：1.284    揮發比：71 

蒸發率：1       酸鹼值：12.9        氣味：淡氯味   顏色：淡黃
色  不可燃性         

成分：氫氧化鈉、次氯酸鈉、界面活性劑、抑泡劑  

分濃縮及超濃縮配方，特殊的活性劑配方，
可以發揮最好的餐具催乾效果，使餐具水紋
降到最低，並能使瓷器及玻璃器皿等閃耀亮
麗並防止清潔劑殘留，適合軟水及中硬水(新
竹以北)區域使用。 

濃縮快乾精VALUE為一無泡, 非離子表面活性劑, 可減
低水的表面張力, 使餐具清洗後乾爽不殘留任何水漬於
表面。適用於清洗溫度達180℉之各型洗碗機  

 

沸點 : 212℉   溶解性 : 可溶於水 比重:1.02   揮發比: 58 

蒸發率 : 1       酸鹼值 : 4.5         顏色 : 藍綠色活性劑 

快乾精  

抗硬水專用洗劑優越之特別配方，含鹼、隔離劑

及軟水成分，在硬水中發揮良好功效，有效去除刀
叉、盤、玻璃器皿、塑膠器皿、鍋盆器皿上的污垢，
並減少因礦物質所造成不好的洗滌效果，最好的洗
滌溫度是達到60~70℃。 有效去除口紅、糖類、蛋白、
乳酪、奶油和其他污垢，並可減少洗碗機內的水垢。
沸點：212℉     溶解性：可溶於水    比重：1.3       揮發比：70 

蒸發率：1         酸鹼值：12.6             氣味：無味    顏色：淡紅
色     不可燃性         

成分：氫氧化鈉、界面活性劑、抑泡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