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BK 系列中最頂級型號

2. 採用水晶壓克力材質製成

3. 配備紅龍防鈣化管針刷馬達

編號 :E-BKD200

適用水量 :700~15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0x22x59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5.5x39x59cm

BK Deluxe 2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BK Deluxe 2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D300

適用水量 :1200~30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0x32x65.5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32x50x65.5cm

BK Deluxe 3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D250

適用水量 :800~20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5x27x67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8.5x45.5x67cm

Deluxe 系列

4.RD3 系列配置 DC 變頻馬達

5. 採用鈦金屬螺絲

6. 高進氣量，堆泡綿密

產品特點

編號 :E-BKD500

適用水量 :2200~50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53x64x68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89x64x68cm

編號 :E-BKD250-RD3

適用水量 :800~20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5x27x67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8.5x45.5x67cm

編號 :E-BKD300-RD3

適用水量 :1200~30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0x32x65.5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32x50x65.5cm

BK Deluxe 5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BK Deluxe 2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BK Deluxe 3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編號 :E-BKD400

適用水量 :1500~4000L 水位線 :18-27cm
尺寸 ( 蛋白桶身 ):42.5x53.5x67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78.5x53.5x67cm

BK Deluxe 4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C130

適用水量 :300L 水位線 :15~20cm
尺寸 ( 蛋白桶身 ):16x22x45.5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3x34x45.5cm

BK Double Cone 13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C150

適用水量 :350L  水位線 :15~20cm
尺寸 ( 蛋白桶身 ):19.5x24.5x50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2x39x50cm

BK Double Cone 1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C180

適用水量 :500L 水位線 :13~25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2x28x53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9x36x53cm

BK Double Cone 18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C200

適用水量 :1000L 水位線 :13~25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5x32x53.5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7x40x53.5cm

編號 :E-BKC250

適用水量 :1500L 水位線 :13~25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0x37x59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38x44x59cm

編號 :E-BKC250-RD3

適用水量 :1500L 水位線 :13~25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0x37x59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38x44x59cm

編號 :E-BKC180-RD3

適用水量 :500L 水位線 :13~25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2x28x53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9x36x53cm

BK Double Cone 2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BK Double Cone 2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BK Double Cone 2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BK Double Cone 18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Double Cone 系列
紅龍蛋白質分離器 紅龍蛋白質分離器

1. 桶身錐型曲線，無接縫一體成型，
耐衝擊特殊材質，不易破碎

2. 經濟型入門款，價格實惠

3. 採用鈦金屬螺絲

4. 配備紅龍針刷馬達

5. 高進氣量，堆泡綿密

產品特點



Mini 系列

1. 採用水晶壓克力材質製成

2.PVC 工程板硬焊填縫車製

3. 配備紅龍防鈣化管針刷馬達

4. 高進氣量，堆泡綿密

5. 馬達放置於桶身內，減少佔地面積

編號 :E-BKM180

適用水量 :400~750L 水位線 :13-30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7x26x55.5cm

編號 :E-BKM200

適用水量 :500~1000L 水位線 :13-30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8x26x55.5cm

編號 :E-BKM160

適用水量 :200~500L 水位線 :13-30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24x23x55.5cm

BK Mini 160 蛋白分離機

BK Mini 180 蛋白分離機

BK Mini 200 蛋白分離機

產品特點

BK SuperMarin 2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S250

適用水量 :1000~3000L 水位線 :18-23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3x29x58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50x30x58cm

產品特點

Super Marin 系列

1. 採用水晶壓克力材質製成

2. 配備紅龍防鈣化管針刷馬達

3. 採用鈦金屬螺絲

4. 高進氣量，堆泡綿密

5. 雙錐設計，使堆泡更集中

BK SuperMarin 2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編號 :E-BKS200

適用水量 :800~2000L 水位線 :18-23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9x24x62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45x30x62cm

BK SuperMarin 2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BK SuperMarin 25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BK SuperMarin 300 內置蛋白分離機

RD3 可調速馬達 110V

編號 :E-BKS200-RD3

適用水量 :800~2000L 水位線 :18-23cm
尺寸 ( 蛋白桶身 ):29x24x62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45x30x62cm

編號 :E-BKS250-RD3

適用水量 :1000~3000L 水位線 :18-23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3x29x58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50x30x58cm

編號 :E-BKS300-RD3

適用水量 :1500~4000L 水位線 :18-23cm
尺寸 ( 蛋白桶身 ):38x34x59cm
尺寸 ( 蛋白 + 馬達 ):55x35x59cm

紅龍蛋白質分離器 紅龍蛋白質分離器



1. 大水量設計

2. 運轉安靜、防震，堅固耐用

3. 無水空轉保護裝置

4. 採用鈦金屬螺絲

5. 陶瓷軸心

6. 活動式管接頭

7. 定向螺旋葉片

產品特點

編號 :E-RD3-452

4500H/L 
尺寸 :23.5x13x19cm

紅龍馬達 RD3 超靜音

4.5m3  220V

編號 :E-RD-06

6500H/L 
尺寸 :24x13x23cm

紅龍馬達 6.5m3  110V

編號 :E-RD-08

8000H/L 
尺寸 :24x13x23cm

紅龍馬達 8m3  110V

編號 :E-RD-10

10000H/L 
尺寸 :24x13x23cm

紅龍馬達 10m3  110V

編號 :E-RD-A06

6500H/L 
尺寸 :24x13x23cm

編號 :E-RD-VA062

6500H/L 
尺寸 :26x13x27cm

編號 :E-RD-VA081

8000H/L 
尺寸 :26x13x27cm

編號 :E-RD-VA082

8000H/L 
尺寸 :26x13x27cm

編號 :E-RD-VA061

6500H/L 
尺寸 :26x13x27cm

編號 :E-RD-A10

10000H/L 
尺寸 :24x13x23cm

編號 :E-RD-A08

8200H/L 
尺寸 :24x13x23cm

編號 :E-RD-VA122

12000H/L 
尺寸 :24x13x27cm

編號 :E-RD-VA121

12000H/L 
尺寸 :26x13x27cm

編號 :E-RD-VA101

10000H/L 
尺寸 :26x13x27cm

編號 :E-RD-A12

12000H/L 
尺寸 :24x13x23cm

紅龍馬達 AKB 防鈣化管 

6.5m3 11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6.5m3 22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8m3 11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8m3 22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6.5m3 11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12m3 11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10m3 110V

紅龍馬達 VS08 AKB 防鈣化管 
12m3 220V

紅龍馬達 AKB 防鈣化管 

10m3 110V

紅龍馬達 AKB 防鈣化管 

8.2m3 110V

紅龍馬達 AKB 防鈣化管 

12m3 110V

編號 :E-RD-12 

12000H/L 
尺寸 :24x13x23cm

紅龍馬達 12m3  110V

1. 低入水口設計防止吸到空氣

2. 採用鈦金屬螺絲

3. 陶瓷軸心

4. 靜音、防震、堅固耐用

5. 定向螺旋葉片

1. 防鈣化管設計

2. 靜音、防震、堅固耐用

3. 陶瓷軸心

4. 採用鈦金屬螺絲

5. 定向螺旋葉片

1. 大水量設計

2. 運轉安靜、防震，
堅固耐用

3. 採用鈦金屬螺絲

4. 防鈣化管設計

5. 陶瓷軸心

6. 活動式管接頭

7. 定向螺旋葉片

產品特點

產品特點

產品特點

超靜音紅龍馬達

1. 紅龍入門款 迷你海陸馬達

2. 靜音、防震、堅固耐用

3. 陶瓷軸心

4. 定向螺旋葉片

1. 大水量設計

2. 運轉安靜、防震，堅固耐用

3. 採用鈦金屬螺絲

4. 陶瓷軸心

5. 活動式管接頭

6. 定向螺旋葉片

產品特點

產品特點

編號 :E-RD-M6

6000H/L 
尺寸 :20x10x19.5cm

編號 :E-RD-M25

2500H/L 
尺寸 :17x9x19cm

紅龍馬達 Mini 2.5m3  110V

編號 :E-RD-M35

3500H/L 
尺寸 :17x9x19cm

紅龍馬達 Mini 3.5m3  110V

編號 :E-RD-M5

5000H/L 
尺寸 :17x9x19cm

紅龍馬達 Mini 5m3  110V

紅龍馬達 MRD  6m3  110V

Mini 紅龍馬達系列 紅龍馬達系列

AKB 防鈣化管系列

VS08 AKB 防鈣化管系列
活動式管接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