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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衷心地感谢您购买 H&L 喂奶车！您决定购买的是 Holm & Laue 公司自行制造的高品质产品。 

本说明书可以实现对设备的安全、有效操作。本说明书中的插图用于基本理解，可能与实际的规格有所不同。

为了使您长期愉快地使用喂奶车，请阅读以下安全提示以及操作说明，并严格遵守！安全提示是根据相应危险
等级划分的。

版本说明

H&L 喂奶车原版使用说明书、

本说明书由 Holm&Laue GmbH & Co. KG 出版。

它适用于以下型号：

 –100L 喂奶车

 –150L 喂奶车

 –260L 喂奶车

 –260L 挂车式喂奶车

 
并适用于以下的可选择性附件：

 –电池驱动泵和分配臂

 –分配臂遥控器

 –桶底加热器

 –热水加热器

 –带冷却套的巴氏灭菌法装置

 –EL-AN 电动装置

 –奶桶运输支架

 –H&L 奶牛灌服器

版本 3.02  2015 年 9 月版

Holm & Laue GmbH & Co. KG 保留所有复制权。未经 Holm & Laue GmbH & Co. KG 书面许可，既不允许全
部，也不允许部分再版、复印、编辑或为竞争目的而使用本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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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须知说明

安全须知根据以下危险等级划分，并以颜色区分。

 危险

 –严重危险情况的标识。如果未遵守此项安全提示，后果是重伤,甚至死亡。

 警告

 –严重危险情况的标识。如果未遵守此项安全提示，后果可能是重伤,甚至死亡。

 小心

 –严重危险情况的标识。如果未遵守此项安全提示，后果可能是轻度或中度伤害。

注意

 –财产损失的标识。如果未遵守此项安全提示，后果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

1.1 常规安全提示
原则上适用下面列出的安全提示。 

此外，您必须注意在不同功能下额外的安全提示！

 危险

因不遵守用户手册造成的生命危险
 –确保喂奶车的操作人员阅读并理解用户手册和安全提示。

 –必须始终将用户手册保存在喂奶车附近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危险

如果受到监督或接受过设备安全使用方面的培训，并且了解其中的危险，8 周岁及 8 
周岁以上的儿童，身体、感知或精神能力下降或者缺乏经验的人员均可使用本设备。儿童不
允许玩弄设备。在没有监督情况下，不允许由儿童对设备进行清洁和保养。

 危险

禁止运送人员
 –严格禁止使用喂奶车运送人员、动物或危险的物质（化学物质）。

 –尤其是奶桶支架只能用于运输盛有牛奶或水的喂奶桶。

 –禁止支架承受超过 35 kg（100 L 的喂奶车）或 70 kg（150、260、260 L 挂车式喂奶
车）的载荷，这会导致整台喂奶车丧失质保。

 警告

只允许可以安全操作喂奶车的人员使用喂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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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因桶盖坠落造成严重的挤伤危险
 –请在行驶时始终保持桶盖为关闭状态。 

 –打开桶盖工作时，确保桶盖不会倒下。

 –请注意，在关闭桶盖时，不能有肢体部分伸入到奶罐和桶盖之间。

 警告

因起火造成危险！
 –喂奶车桶盖后部有一个凹形拱顶。在打开桶盖时，如果有阳光直射，可能导致太阳能聚
焦，进而产生一定的热量。

 –请始终保持桶盖关闭！

 –在没有监督时，不能将喂奶车放到室外。

 警告

因蓄电池漏液造成危险
 –喂奶车的蓄电池损坏时，可能会有酸或其他物质溢出。后果可能是中毒或腐蚀。

 –防止因机械应力导致蓄电池损坏。

 –只允许专业人员更换蓄电池。

 –绝对不能使蓄电池深度放电，这会造成蓄电池的损坏。因此我们推荐每天至少为喂奶车
充电 6 小时。

 警告

使用拖拉机挂车拖挂时，不得超过喂奶车的最高限速
 –260L 喂奶挂车的最高许可速度为 6 km/h。

 –260L 喂奶挂车不允许用于公共交通。

 小心

失控后滑动造成的危险
 –100L、150L和260L 喂奶车的右侧旋转轮上装有一个驻车制动器。该制动器可以防止喂奶
车失控后滑动，当您停放喂奶车时，应始终操作它。

 –260L挂车式喂奶车配有两个车轮楔，通过它们可以防止喂奶车在停放后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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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合规定的使用
H&L 喂奶车是商业化农业领域内，用于犊牛代乳料制备和配量的专业设备。配备的灌服工具可以灌服奶

牛。容器中只能填充水、全脂鲜奶、牛奶代用品或如电解质的营养添加剂。

巴氏灭菌功能仅适用于犊牛代乳料的处理或水的加热。任何其他用途都会导致质保权的丧失。由误操作 
H&L 喂奶车造成的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Holm & Laue 公司不承担责任。

在每次使用完以后，要交替使用碱性和酸性喂奶机清洁剂对喂奶车进行清洗，以清除奶罐、分配泵和管道
中的沉淀物。为此要使用喂奶车的清洁功能。

1.3 违规的使用
任何违反上述按规定的其他用途都被视为违规使用。

特别是：

 –请不要对牛初乳/初乳进行巴氏灭菌！牛初乳含有与普通全脂鲜奶不同的蛋白质结构。其中所含的蛋白质在
热的作用下可能不利于消化，并危及犊牛。喂奶车中牛奶的凝结和烧焦为牛初乳质量的损失。同样，烧焦的
牛奶也会损坏桶底加热器。

 –绝对不能在奶罐中加入人类食品，如汤、咖啡、茶或水。

请不要在奶罐中加入有毒或毒性溶剂（市面上常见的用于喂奶装置的清洁剂除外）！绝对不能在奶罐中加
入硬质或尖锐物，以及不均质或糊状液体。它们可能会损坏桶底搅拌器、加热装置及泵。

奶罐中的残留物可能污染犊牛代乳料，即使在重新使用前清洁了奶罐，也可能危及犊牛。

 –请根据所使用牛奶代乳品生产商的建议制备犊牛用牛奶。

 –在喂奶时，避免牛奶温度超过 42 °C，因为这可能导致犊牛的嘴被烫伤。

 –避免过低的牛奶温度（取决于牛奶代用品和牛奶的酸含量），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犊牛消化系统不良发酵。

 –每次喂奶结束后，要交替使用碱性和酸性的喂奶机清洁剂进行清洁。如清洁不充分，可能会导致细菌的加速
滋生，威胁犊牛的健康。如清洁不充分，可能会导致分配泵中出现残留物，进而损坏分配泵。桶底的残留物同
样可能烧焦，导致加热器发生故障。因此，对未定期清洁喂奶车的行为，归类为违规使用。

 –在使用清洁剂时，需充分清洗，以免在喂奶车的奶罐内、分配泵或软管中有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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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参数

根据所选电气装备的不同，供电方式为 

230V 16A 50Hz（仅限 MTX100）
400V 16A 50Hz
230V 32A 50Hz
240V 32A 60Hz
200V 32A 55Hz

加热器的功耗

MTX100：3kW
MTX150：5kW
MTX260：6kW

分配泵流量 约 40L/min

桶底搅拌器功率 250W

防护等级 IP 54

轮胎尺寸

MTX 100, MTX 150, MTX 260
后部：265mm
前部：400mm
MTX 260 挂车
410mm (16“x6.5“)

胎压 2.5 bar（转向轮）或 2.0 bar（驱动轮，牵引型号）

工作电压

200-240 V（控制电压和供电电压由电源提供）
12V（主板，分配泵）
24V (EL-AN) *

水龙头尺寸 ½“

存储时的最低温度 +5°C

巴氏灭菌法温度 +64°C

奶桶支架的最高载荷
MTX 100：35kg 
MTX 150, 260, 260 挂车：70kg

供水压力 *) 最低 1bar；最高 6bar

出水压力 *) 无压出口（最高输送高度为 3m）

排放声压级 小于或等于 70 dB(A)

2.1 设备尺寸

设备型号
罐的使用
容积

罐的绝对
容积

宽度 
(cm)

长度 (cm)
高度 (cm)

无奶桶支架 有奶桶支架

MTX 100L 100L 120L 62 118 141 120

MTX 150L 150L 180L 75 127 154 120

MTX 260L 260L 290L 78 127 154 135

MTX 260L 挂车 260L 290L 117 172 196 135

*) 可选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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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说明

下面将详细说明喂奶车的各项功能和使用方法，操作简单。祝您使用新喂奶车为犊牛喂奶愉快！

以下装置为喂奶车的基本配置：

桶盖	 	 桶盖上的把手相当于锁紧装置。正常使用时，桶盖上的密封环防止液体从奶罐中溅出。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位于喂奶车的左上部。根据配置的不同，操作面板上可能只有几个按键被激活。

手柄	   100L、150L和260L喂奶车配有稳固的手柄。根据配置的不同，分配泵的按钮和电驱动装置
EL-AN的驱动杆集成在手柄上。 

泄放阀	  泄放阀可以完全清空喂奶车。为了完全清空软管，必须打开分配臂上的止回阀，并用手提起牛
奶软管。

驻车制动器	 	100L、150L和260L 喂奶车的右侧旋转轮上有一个驻车制动器。该制动器可以防止喂奶车失控
后滑动，当您停放喂奶车时，应始终操作它。

桶底搅拌器  每台喂奶车都有一个低压运行的桶底搅拌器，例如，它可以有效地搅拌牛奶代用品。只有当喂
奶车接通电源时，才能使用桶底搅拌器。

照明灯	  每台 100L、150L 和 260L 喂奶车配有一个 12V 的 LED 照明灯，需要时，可以通过操作面板
将它接通或断开。



10  –  设备初次试用前检查

4. 设备初次试用前检查

为确保可靠运行，在准备奶室和喂奶车时请遵守以下指示：
 
电源

根据喂奶车的配置，电源的要求如下：
一个 400V / 16A, 50Hz 的 CEE 5/16 6h 电源插座或 
一个 230V / 32A, 50Hz 的 CEE 3/32 电源插座或
一个 230V / 16A, 50Hz 的 CEE 3/16 电源插座

左边图示为喂奶车用CEE 5/16 6h电源插座，含各连接点。

如果使用的是其它的电气装置，请与您的售后服务合作伙伴或当地的专业电工联系。如未接受过电气培
训，请不要擅自对电气接头进行更改。 

喂奶车的接地由电源连接线实现。因此，喂奶车通过插座与电源连接，电源保护功能须符合所以适用规则
（TN-C-S系统）。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用电器的损坏。插座或电源安装的损坏将会损坏喂奶车的稳定性！

供水
我们推荐安装热水龙头和冷水龙头。如果水龙头安装高度距离地面1.45m，可直接将喂奶车推到水龙头下

方，方便加水。为便于泄放残留牛奶和冲洗水，我们推荐在地面安装地漏。

环境
为了避免喂奶车被冻坏，储藏室和准备犊牛牛奶的房间必须是防冻的。在为喂奶车中的蓄电池充电时，最

低运行温度为 +5°C。使用的最高温度为 +40°C。
喂奶车必须运行在平坦的地面上。

喂奶车首次使用前的清洁
在首次使用前，请彻底冲洗喂奶车，以清除奶罐中残余溶剂或清洁剂。

为蓄电池充电
喂奶车的蓄电池在工厂已充满电并测试过。但在存储和运输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蓄电池部分放电。

首先，使用随机电缆连接喂奶车与电源，通电后，无需启动喂奶车，蓄电池立即开始充电。

在首次为蓄电池充电时，请充电至少 4 小时。停用时，我们建议保持喂奶车通电。这样可以延长蓄电池的
使用寿命，并且可以随时使用喂奶车。启动喂奶车后，主界面上可以看到蓄电池的充电状态（参见用户手册，第 
11页）。

如果长时间（超过 1 个月）不使用喂奶车，我们推荐将喂奶车一直与电源相连，或至少每周对其充电6小时。

L1

L2 L3

N!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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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喂奶车的启动

请通过主开关启动喂奶车。显示屏上首先会短暂的出现 Holm & Laue 标志，界面的左上方是当前的程序版
本。

然后是主界面，其中显示的有时间、奶罐内当前温度、蓄电池的充电状态以及当前所选的分配量。

5.1 启动后的主界面
喂奶车主界面的划分如下：

当前时间

当前奶罐内温度

泵的	12V	蓄电池充电状态
参见 24 V 蓄电池的充电状态。

EL-AN	电驱动装置的	24V	蓄电池充电状态
如果喂奶车与电源相连，您在这里可以看到充电显示（运行的条柱）或对蓄电
池充满电的确认（持续显示所有 4 个条柱）。如果喂奶车未与电源相连，您在
这里可以看到蓄电池的充电状态，单位为 %。如果没有EL-AN 电驱动装置选
装件，该显示被隐藏。

当前分配量
在当前分配量的上、下方的数值为可选的高、低分配量。如果喂奶车未配
置此泵，则该显示被隐藏。

如果喂奶车未与外部电源相连，显示屏中也有显示（内置组合蓄电池供电）。显示屏会在无操作按键约 20 
分钟后熄灭。按下任意按键时，会重新激活显示屏。

5.2 操作面板
H&L 喂奶车设计有外壳，设备的技术部件位于该外壳中。操作面板位于左上部。由于配置的不同，可能只有部分
功能可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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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循环
使用清洁键启动包括定期搅拌的清洁流程以及加热水。可以根据清洁剂生产商的要求在设置中设置清洁温度。
请注意，该功不能彻底清洁奶罐内腔，而是只能清洁泵、牛奶软管和分配臂。只有在喂奶车与电源相连的情况下，
才能使用该功能。

主页键
可以使用 主页键进入和退出操作菜单和保养菜单。另外，该按键还是操作和保养菜单中的辅助导航键，例如退
出某一界面。

泵
使用泵键持续接通或断开泵。用喂奶车把手上的按钮可停止泵的计时运行。泵运行时，左上方的指示灯立刻亮
起。如果使用遥控器进行分配，泵运行时，按钮上的 LED 灯同样会短时间亮起。

加热（可选的功能*）
通过按下加热键激活安装在奶罐下方的平板加热器。按设置的温度值加热牛奶。接通加热器时，左上方的指示
灯亮起。只有在喂奶车与电源相连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功能。

冷却（可选的功能*）
冷却键启动的是手动冷却牛奶。只有采用巴氏灭菌法时，才能使用该功能。冷却器接通时，左上方的指示灯亮起。
只有在喂奶车与电源相连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该功能。

运行速度（可选的功能*）
使用运行速度键可以在两种运行速度之间进行选择。左上方的指示灯发出的是快速运行信号，右下方的指示灯
发出的是缓慢运行信号。喂奶车启动后，系统默认的是缓慢运行。该功能只能与 EL-AN 电驱动装置选装件一起
使用。

照明灯
通过按下照明灯按钮开启或关闭喂奶车前面的照明灯。开启照明灯时，左上方的指示灯亮起。

采用巴氏灭菌法（可选的功能*）
使用“Pa”按键启动预设的巴氏灭菌法程序。激活该功能时，左上方的指示灯亮起。只有在喂奶车与电源相连的
情况下，才能使用该功能。

搅拌器按键
使用搅拌器按键启动桶底搅拌器。激活该功能时，左上方的指示灯亮起。只有在喂奶车与电源相连的情况下，才
能使用该功能。

导航按键
导航按键中心的 OK 键用于操作菜单中和保养菜单中的各项功能的确认。箭头键用于在菜单中导航，以及选择各
项功能。

* 可选的功能：如果您的设备上没有某项可选的功能，在操作按键之后，会在屏幕上出现“不存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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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喂奶车的设置

6.1 主页功能
按下操作面板上的 主页键，喂奶车进入设备的设置程序。喂奶车设有密码保护，以避免意外的修改。

喂奶车的密码为 683，无法更改。输入密码时，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使用箭头键  和  在标记的框中设置数字。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在各个框之间切换。按下 OK 键结束输入。

根据喂奶车的配置，设置中有不同的菜单条目。使用箭头键  和  可
以选择所需的区域。使用 OK 键确认选择。

6.2 基本设置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区域。使用 OK 键确认选择。在基本设置菜单项中可以进行以下调
整：

Language： 修改操作和菜单条目中的语言

Temperature： 在温度单位 °C 和 °F 之间切换

Light：   修改照明灯的开启时间。在设置的时间结束之后，运行灯自动关闭。

Time	setting：  在这时可以设置日期、时间和工作日。通过按下 OK 键进
入设置界面。这里是有关统计功能的设置。

Battery：  这里显示的是喂奶车中 12V 蓄电池当前的电压。如果喂
奶车配备有 EL-AN驱动，其24V蓄电池的电压会显示在第一
行。

Sender：  在分配遥控器和喂奶车之间如果出现通讯的问题，这里可
以修改分配遥控器的发送频道。

Display：  在这里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显示屏上的显示对比度和亮度。

Default	values：  这样您可将所有的更改重新恢复为出厂设置。为了避免因疏忽而复位设置，必须再次使用 
OK 键确认该指令。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条目。请使用 OK 键确认您希望修改该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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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统计
在统计菜单中，可以调出喂奶车总运行时间的信息，并且在周报中也可以调出每天的喂奶量。如果未找到该

菜单项，请联系您的售后服务合作伙伴，委托他们安装一张 SD 卡。

System：  在这里查看喂奶车的总量、份数和运行小时数。无法修改这
些设置。 

User：  与系统视图一样，也可以在这里查看总量、份数和运行小时
数，也可以复位这些统计结果，例如，需要对一定时间段内
的运行数据进行收集时。

Weekly	reports：  在周报中可以查看喂奶、清洁和巴氏灭菌法的日记一览表。
使用箭头键可以选择所需的条目，并使用 OK 键确认。现
在您可以得到一份喂奶、清洁和巴氏灭菌法过程的详细列
表。 

6.4 泵
在泵菜单中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Calibration：  在自行编程设定分配量之前，必须校准分配量。首先，在喂奶车中加入平常所需喂奶量的牛
奶或水。准备一只约 5升的桶（提桶）。注意，将桶置于平时喂奶的大致高度。高度的偏差
会导致错误校准结果。

在操作 OK 键之后，泵会在短时间内从奶罐中吸出液体。请测量重量。使用箭
头键  和  输入测定的重量。使用 OK 键确认输入的值。 

Dosing	level：  在这里可以设定犊牛饮喂的分配量（或等级）。

总计有 9 个等级可供使用。出厂时预设的等级是：1.6L、2.5L、3.5L、6.0L和11.5L。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等级。 

请使用 OK 键确认您希望修改该等级。值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修改数值。如果设置了所需的值，请重新使用 OK 键确认。现在保存了
新的分配值。 
删除分配等级，请使用箭头键  调整至 0.0L。如果使用 OK 键确认了该值，
显示屏的显示中出现 --.-，并且该分配等级被隐藏。分配等级自动升序排列，
以便始终为 1 档分配最小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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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搅拌
在搅拌菜单中可以调整搅拌设置。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条目。请使用 OK 键确认您希望修改该
条目。

ExtensionHeat   使用该功能可以在加热过程中延长搅拌间隔。可以在 0 和 20 秒之间设置该值。时间为 
0 秒时，禁用该功能。在为其他的值设定时间时，则取决于奶罐中的液位高度。在按下 OK 
键之后，时间信息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需的时间。请使用 OK 键
确认该输入。现在保存了新值。

ExtensionPA  使用该功能可以在巴氏灭菌法过程中，延长加热时的搅拌间隔时间。可以在 0 和 20 秒
之间设置该值。时间为 0 秒时，禁用该功能。在为其他的值设定时间时，则取决于奶罐中
的液位高度。在按下 OK 键之后，时间信息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
需的时间。请使用 OK 键确认该输入。现在保存了新值。

Mix.	time：  此参数用于确定当按下控制器上的搅拌键后的搅拌时间。最长可设置的时间为 60 分钟。
在按下 OK 键之后，时间信息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需的时间。请
使用 OK 键确认该输入。现在保存了新值。

Mix.	break：  这里确定了保持期内（比如在冷却时）停止搅拌的时间长度。最长可设置的暂停时间为 99 
分钟。预设值为 15 分钟。在按下 OK 键之后，时间信息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需的时间。请使用 OK 键确认该输入。现在保存了新值。

6.6 热水加热器 

在该菜单项中可以进行热水加热器设置。如果没有热水加热器，该菜单项会被
隐藏。

ELH	start：	 	 	请在这里规定从哪一温度起应从热水加热器切换为电气桶底加热器。该温度必须低
于热水循环的最高温度。出于安全的原因，热水循环中的温度不允许超过 72°C。

WWH	stop：	  请在这里规定热水进口和罐温间的温差。如果低于该值，会关闭热水加热器，并接通
电气加热器。

WWH	Messint：  在这里可以设置时间，在该时间过后应重新测量奶罐中的温度升高幅度。在设置的时
间结束之后，检查罐温是否在设置的时间段内在奶罐中升高，以及其热水加热器是否
仍有效工作。如果不是这样，会断开热水加热器，并接通电气加热器。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菜单项。请使用 OK 键确认您希望修改该值。值开始闪烁。使用箭
头键 和  可以修改预设值。如果设置了所需的值，请重新使用 OK 键确认。现在保存了新设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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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冷却
在该菜单项中可以进行冷却功能设置。如果没有巴氏灭菌法选装件，该菜单项会被隐藏。

Cool.	t-out：  如果未成功启动冷却器（在奶罐内未出现温度的下降），请在这里规定各项冷却程序之间的
时间间隔。该提问总计重复三次。如果奶罐内的温度仍未下降，会取消冷却过程。

Delay：  请在该菜单项中规定，如果达到奶罐中的最低料位，应以哪一延迟时间开始冷却。如果该
值保持为 00:00，在达到奶罐内的最低料位时，会立即开始冷却。

Stop	before	PA：  请在这里规定在巴氏灭菌法前多少分钟应结束冷却。

Recooling：  在这里可以规定在奶罐内达到哪一温差（温升）时应重新开始冷却。

6.8 巴氏灭菌法
在该菜单项中可以设置在手动巴氏灭菌法之后犊牛代乳料应被冷却至的温度。通常和分配牛奶同时进行。

有关巴氏灭菌法主题的详细说明请参考第 28 页起的内容。
如果没有巴氏灭菌法选装件，该菜单项会被隐藏。

6.9 计时器 
在该菜单项中，可以最多规定 6 种不同加热或巴氏灭菌法程序（计时器）或者程序启动时间周期时。请在

第一个界面中选择您希望修改或激活的时间程序。

注意：		只有当喂奶车配备有巴氏灭菌法选装件时，才能使用用于巴氏灭菌法/热处理的计时器。	

在概览界面中您可以一目了然地查看接通了哪些计时器，以及它们有哪些启动时间。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计时器，请使用 OK 键打开条目。
使用“ON”标识目前激活的计时器。如果同时有一个以上计时器标识“ON”，将
按启动时间顺序启动计时器。这样表中的计时器将有序工作。 

巴氏灭菌法过程计时器的名称为“PA63/35”，同时计时控制加热功能的名称为“Heating”。热处理的名称
为 “WB60/60”或“WB60/70”。一旦一个计时器被设置为“ON”，当达到设定的时间点时，它就会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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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巴氏灭菌法 PA63/35 的计时器 

如果没有巴氏灭菌法选装件，该菜单项会被隐藏。

如果设置了所需的巴氏灭菌法流程，可以修改它。
现在可以设置或修改巴氏灭菌法启动的时间和所需的喂奶温度。如果使用

箭头键  和  选择了一项，并使用 OK 键进行了确认，该值开始闪烁。为了
更好地定位，图片相应的位置标记同样闪烁：

点	A：  请在这里规定所需的巴氏灭菌法开始时间。为了修改数值，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OK”键激活输入一天中的时间。 为了更好地识别，该段开始闪烁。使用箭头
键  和  可以设置小时数。在使用“OK”键确认输入之后，读数切换为分钟段。现在在这里可以使
用箭头键  和  设置所需的分钟数，并使用“OK”键确认。

点	B：  请在这里规定巴氏灭菌法后的牛奶应被冷却至哪一温度。为了修改该数值，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OK”键激活输入温度。为了更好地识别，该段开始闪烁。现在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需的温度。请使用“OK”键确认数值。

按照上述方式编程了时间顺序后，它随时可供您重新使用。

6.9.2 热处理 60/60 或 60/70 计时器 

如果没有巴氏灭菌法选装件，该菜单项会被隐藏。

热处理为，将牛奶加热到60°C后保温60或70分钟。这明显不涉及巴氏灭菌法。

选择了所需的温度处理循环后，可以修改它。

现在可以设置或修改热处理的启动时间和所需的喂奶温度。如果使用箭头键  和  选择了一项，并使
用 OK 键进行了确认，该值开始闪烁。为了更好地定位，图片相应的位置标记同样闪烁：

点	A：  请在这里规定所需的热处理开始时间。为了修改数值，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OK”键激活输入一天中的时间。为了更好地识别，该段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小时数。在使用“OK”键确认输入之后，读数切换为分钟段。现在在这里可以使用箭
头键  和  设置所需的分钟数，并使用“OK”键确认。

点	B：  请在这里规定热处理后的牛奶应被冷却至哪一温度。为了修改该数值，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OK”键激活输入温度。为了更好地识别，该段开始闪烁。现在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需的温度。请使用“OK”键确认数值。

按照上述方式编程了时间顺序后，它随时可供您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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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用于加热牛奶的计时器

选择了所需的时间程序后，可以修改它。

现在可以设置或修改启动时间和目标温度。如果使用箭头键  和  选择了
一项，并使用 OK 键进行了确认，该值开始闪烁。为了更好地定位，图片相应的
位置标记同样闪烁：

点	A：  请在这里规定所需的加热开始时间。为了修改数值，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OK”键激活输入一天中的时间。为了更好地识别，该段开始闪烁。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小时数。在使用“OK”键确认输入之后，读数切换为分钟段。现在在这里可以使用箭
头键  和  设置所需的分钟数，并使用“OK”键确认。

点	B：  请在这里规定牛奶应被加热至哪一温度。为了修改该数值，请按以下方式操作：  
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OK”键激活输入温度。为了更好地识别，该段开始闪烁。现在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设置所需的温度。请使用“OK”键确认数值。

按照上述方式编程了时间顺序后，它随时可供您重新使用。

为了接通所选的时间程序，请选择“[OFF]”菜单项，按下 OK 键。之后显示从“[OFF]”切换为“[ON]”

通过这三项设置的组合可以设置热处理/巴氏灭菌法的不同顺序。

例如：  您希望在 14:00 将牛奶巴氏灭菌法，并冷却至 11°C，在 18:00 以 42°C 的饮饲温度喂奶。 

为此您需要两个计时器。

 1.计时器：  型号 PA63/35
    A： 14:00  （巴氏灭菌法启动时间）
    B： 11°C  （冷却至 11°C）
 2.计时器： 型号 Heating
    A： 16:30  （加热启动时间）
    B： 42°C  （饮饲温度）

两个计时器已接通 [ON]。现在，在计时器表中有两个激活的计时器：

这两个计时器按顺序运转。 

	提示：  在喂奶车满时，将牛奶加热至喂奶温度 (~40°C) 的时间约为 1.0 至 1.5h。该时间另外还取决于牛奶
的初始温度和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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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清洁
请在该菜单项中进行清洁功能设置。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条目。请使用 OK 键确认您希望修改该
条目。

Duration：	 	 	请在这里规定在达到预设温度之后，激活清洁/冲洗功能的时间。

Temperature：  请在这里规定清洁/冲洗用水应被加热到的温度。这时请一定注意清洁剂生产商的要
求！

提示：  请注意，为了激活清洁，必须将喂奶车与电网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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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牛奶的分配

7.1 技术要求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7.2 安全和警告提示

注意

 –请确保正确关闭了分配臂上的止回阀。残余的稻草等可能导致牛奶从分配臂中流出。

 –有空气进入软管的风险，这将造成软管中奶量下降，从而导致牛奶分配量的错误。

7.3 功能说明
启动分配功能的方法包括：

 –分配键在推动手柄的左侧

 –遥控器上的分配键（只能与“带遥控器的分配臂”一起使用）

分配到提桶或饲料盘中计量的前提是在奶罐中有充足的料位，如果在奶罐中没有相应的料位，在分配时
会在显示屏上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如果喂奶车没有充足的蓄电池电量，泵在运行期间会停止，或者根本不起动。通过以下信息表示这种情况：

这样可以保证更长的蓄电池寿命。请通过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排除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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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奶罐中有足够的料位，蓄电池电量允许，主界面在启动分配功能之后会切换为分配界面：

在界面左侧显示罐内当前温度。个性化的泵标志位于中心。在界面左侧中心显示的是当前的分配量。在上
部或下部显示并自动更新下一更高和更低的分配量。 

请通过在操作面板上按下箭头键  和  选择之前在设置中编程的所需分配量。调整分配量的方法请
参考本操作说明书第 14 页上的说明。

通过按下喂奶车手柄上的按键或者选装的分配臂上的按钮启动分配泵开始分配。通过重新按下按键可以
取消已开始的计量。

在分配结束之后，读数重新切换为主界面。

7.3.1 带遥控器的分配臂选装件

通过可选购的带遥控器的分配臂，您可以通过按下遥
控器上的“+- 键”切换分配量。但在遥控器的显示屏上不
显示以升为单位的分配量，而是显示相应计量等级的连续
编号。与显示屏中不同，只能在一个方向（升序）中修改分
配量等级。在最后一个分配量等级之后，重新出现第 1 等
级。

通过操作遥控器上的泵按键向喂奶桶中分配所需的量。 

7.3.2 泵浦连续运行特殊功能

通过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分配键不输出预设的计量量，泵只在持续运行模式下工作 10 分钟。在该时间过
后，泵自动停止，分配键上的 LED 灯开始闪烁。在重新按下分配键之后，LED 灯断开。可以通过重新短暂按下
计量键随时停止泵。

无法设置或修改泵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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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桶底搅拌器搅拌牛奶代用品

8.1 技术要求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8.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旋转的机械零件造成受伤危险。
 –在接通搅拌器之前，请首先关闭喂奶车的桶盖，之后再操作搅拌按键。

 –在搅拌器正在运行时，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当搅拌器完全停下后再检查牛奶代用品是否完全溶解。

注意

 –请一定注意牛奶代用品生产商有关牛奶代用品必要混合温度的提示。

 –请在冬季尤其注意喂奶桶中牛奶可能冷却！

 –请最后检查牛奶是否达到所需的温度，并使用热水或冷水和牛奶代用品调节。

 –请不要向奶罐中添加固体。固体可能损坏搅拌器和温度传感器。

注意

 –未充分溶解的奶粉可能导致犊牛出现健康问题。请根据液位调整奶罐中搅拌器的搅拌
时间和牛奶代用品的溶解度。请确保牛奶代用品完全溶解。

8.3 功能说明
只有当喂奶车与电源相连，并且在奶罐中有充足的料位时，才能使用搅拌功能。通过按下操作面板上的搅

拌键，显示屏上的显示从主界面切换为搅拌界面。另外通过搅拌键上亮起的 LED 灯显示该功能。

如果奶罐中的料位不足，在屏幕上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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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喂奶车未与电源相连，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如果奶罐中的料位充足，并且喂奶车与电源相连，就可以启动搅拌器。为了改善搅拌效果，不是持续地运
行桶底搅拌器，而是始终短暂地中断运行它。 

在界面左侧显示罐内当前温度。在界面中央展示个性化的搅拌器叶片。在界面左侧中心显示剩余搅拌时
间。可以在喂奶车的基本设置中按您的需要调整此参数。 

在搅拌时间结束之后，桶底搅拌器自动关闭，显示重新从搅拌界面切换为主界面。

搅拌牛奶代用品：
1. 请将喂奶车与电源相连。

2. 请向喂奶车的容器中注入所需量的热水。 

3. 接着请向奶罐中添加所需量的牛奶代用品。

4. 请通过主开关接通喂奶车。

5. 请关闭喂奶车桶盖。

6. 请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搅拌”按键启动搅拌器。

7. 在搅拌器停止之后，请检查牛奶代用品是否充分溶解。

如果未充分搅拌牛奶代用品：
1. 请关闭喂奶车桶盖

2. 请重新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搅拌”按键启动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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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桶底加热器加热液体

9.1 技术要求

 –喂奶车必须配备桶底加热器。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9.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旋转的机械零件造成受伤危险。
 –在加热时，桶底搅拌器会自动定期运行。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加热牛奶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加热键。

 小心

因烧伤和烫伤造成受伤危险。
 –在加热时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加热时，喂奶车的表面和牛奶软管同样会变热。 

 –在加热牛奶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加热键。

注意

 –请考虑牛奶的加热时间。如果奶罐为最高液位，温度升高10°C需要约30分钟。

 –请在冬季尤其注意喂奶桶中牛奶可能冷却！

 –桶底搅拌器在加热期间定期运行几秒钟。

注意

 –在使用加热元件时，可能导致在桶底出现少许牛奶沉淀。在每次使用完喂奶车之后，必
须使用恰当的清洁剂（比如使用可以通过 Holm&Laue 购买的 TaxiClean）和一把刷子
清洁奶罐。这些沉淀可能导致加热器损坏。为此也请参见本说明书第 19 页上的清洁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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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功能说明
只有当喂奶车与电源相连，并且在奶罐中有充足的料位时，才能使用加热功能。通过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加

热键，显示屏上的显示从主界面切换为加热界面。另外通过加热键上亮起的 LED 灯显示该功能。加热元件加
热整个容器底。桶底搅拌器会定期运行以避免产生过多热量，这些热量可能导致牛奶煮糊。

如果奶罐中的料位不足，在屏幕上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如果喂奶车未与电源相连，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如果奶罐中的料位充足，并且喂奶车与电源相连，就可以启动加热。

在界面左侧以大数字显示罐内当前温度。在正上方说明所需的目标温度。在界面中央展示个性化的温度计。 

在达到设置的温度时，加热元件自动停止。如果牛奶冷却至低于设置的温度，加热元件会自动重新加热。
请注意，在这里要设定一定的公差范围，以避免过于频繁地接通和关闭加热元件。

在加热期间，桶底搅拌装置会定期搅拌牛奶。这样喂奶车可以达到更好的加热效率，降低牛奶煮糊危险。
激活桶底搅拌器的时间取决于喂奶车的料位，因此可能出现变化。

在加热时也可以继续分配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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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液体：
1.	请将喂奶车与电源相连。

2. 请通过主开关接通喂奶车。

3. 请通过操作面板上的“加热”按键接通加热器。

4.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目标温度。在当前罐温上方显示选定的目标温度，使用 OK 键保存。
以 1°C / 1°F 的步幅提高温度。预选的温度最高可以设置为 55°C / 131°F。

5. 即使在关闭喂奶车之后也会保留设置的温度值，因此不需要每次重新设置。

提前结束加热过程：
1.	请通过短暂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加热”按键断开加热器。LED 灯熄灭，加热过程取消。重新出现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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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热水加热器加热液体

10.1 技术要求

 –喂奶车必须具备巴氏灭菌法功能，并配备有热水加热器选装件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10.2 安全和警告提示

 小心

因烧伤和烫伤造成受伤危险。
 –通过热水的热量使奶罐外壁加热至热水温度。

 –流出的热水可能导致烫伤。

注意

 –进水最高温度不允许超过 72 °C。必要时必须中间放入一只混合阀，以保证到达合适的
温度。

另外适用比如使用桶底加热器加热液体的其他安全提示！！！

10.3 功能说明
通过热水加热器可以明显降低加热牛奶所需的电能。在热水温度足够高时，不需要使用电气加热器。如果

热水温度不足（即，热水温度和所需温度的差值较大），会自动切换为电气桶底加热器。

所需参数的设置请参考本操作说明书第 15 页上的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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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牛奶进行巴氏灭菌

11.1 常规提示
巴氏灭菌法功能仅用于处理犊牛乳料。任何其他用途都会导致丧失质保权。Holm & Laue 对因巴氏灭菌

法功能其他使用方式造成的人员损伤或财产损失不承担责任。

11.2 技术要求

 –喂奶车必须配备巴氏灭菌法选装件。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已经与冷水供给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11.3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旋转的机械零件造成受伤危险。
 –在加热时，操作桶底搅拌器自动启动。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加热牛奶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Pa”加热键按键。

 小心

因烧伤和烫伤造成受伤危险。
 –在加热时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加热时，喂奶车的表面和牛奶软管同样会变热。

 –在加热牛奶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Pa”加热键按键。

注意

禁止对牛初乳进行巴氏灭菌
 –牛初乳含有与普通全脂鲜奶不同的蛋白质结构。这些蛋白质在产生热量时可能变性。这
会导致奶质损失以及喂奶车中的牛奶凝结或煮糊。沉淀会导致加热器的载荷超出平均
水平，并导致加热器失灵。因此不能在 H&L 喂奶车中加入 干物质 含量超过 15% 的
牛初乳！ 

注意

禁止对牛奶进行多次巴氏灭菌
 –牛奶的 pH 值因进行巴氏灭菌而轻微下降。重新将牛奶进行巴氏灭菌可能导致质量严
重下降。这样牛奶蛋白可能凝固，导致奶质明显受损。喂奶车同样可能出现技术损伤。如
果因牛奶凝固造成损伤，会丧失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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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考虑牛奶的加热时间！如果奶罐为最高液位，温度升高10°C需要约30分钟。

 –请在冬季尤其注意喂奶桶中牛奶可能冷却！

 –桶底搅拌器在加热期间定期运行几秒钟。

注意

 –在使用加热元件时，可能导致在桶底出现少许牛奶沉淀。在每次使用完喂奶车之后，必
须使用恰当的清洁剂（比如使用可以通过 Holm&Laue 购买的 TaxiClean）和一把刷子
清洁奶罐。这些沉淀可能导致加热器损坏。为此也请参见本说明书第 19 页上的清洁
一章。

注意

 –在冷却套上有一个安全阀。如果冷却套中的压力超过 1 bar，阀门会自动打开，水会流
出，以避免损坏冷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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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功能说明
如果喂奶车配备有巴氏灭菌法功能，可以明显降低犊牛乳料中的细菌含量。通过巴氏灭菌法可以杀死最多 

99.5% 的细菌。这是犊牛健康饲养的基础。

喂奶车的巴氏灭菌器以间歇式巴氏灭菌方式工作，即它在一个工作过程中，在 63 °C 下在 35 分钟内将
所有牛奶进行巴氏灭菌。不能修改时间参数，因为合格的巴氏灭菌直接受温度和时间的关系影响。不需要其他
容器或装置存储、运输或分配牛奶。在下图中示例性地展示了包括相应细菌发展情况的典型巴氏灭菌法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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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Steps in an Automatic Pasteurisation Cycle

Feeding

整个巴氏灭菌法过程包括加热巴氏灭菌和冷却阶段，根据奶罐中料位的不同，可能持续 1.5 至 3 小时。
经验定律为，需考虑到奶罐为最高液位（适合于各型号），温度升高10°C需要约30分钟。

如果奶罐中的料位不足，在屏幕上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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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手动巴氏灭菌法

1. 请将软管放到喂奶车周围。为此请使用喂奶车背面的软管支架。

2. 将带有止回阀的分配臂固定在奶罐上的循环漏斗上，
并通过上推橡胶套管上的固定环锁住分配臂。

3. 请将冷水龙头连接到连接板的 COLD	IN 软管接头上，并完全打开水龙头。请将COLD	OUT 软管接头
与出水口的软管相连。注意，冷水要能够通过出口软管自由流出。请确保软管没有打结或者水流被以其他
方式阻碍。

在图片中，COLD	IN 接头位于左侧，COLD	OUT 接头位于右侧。 

4. 请通过主开关接通喂奶车。

5. 请通过操作面板上的“Pa”按键接通巴氏灭菌法。

在进行巴氏灭菌期间，主界面切换为巴氏灭菌法显示并显示剩余时间。
在当前罐温上方显示目标温度。进入冷却阶段时，目标温度显示在当前罐温下
方。
 

在进行巴氏灭菌循环时，巴氏灭菌和加热按键的LED灯亮起，桶底搅拌器
按键定期亮起。进入保持阶段，牛奶开始打循环。打循环时，泵按键上的LED灯
短暂亮起。

6. 在保持阶段结束后，自动开始冷却，并在整个阶段最后将牛奶冷却至设定的温度。

固定环在上方 - 分配臂
已锁住

固定环在下方 - 分配臂
未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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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自动开始定时巴氏灭菌

1. 请遵循第 31 页起手动巴氏灭菌法一节的 1 至 4 步。

2. 请在主菜单中选择计时器。在本说明书第 16 页的“计时器”一节中说明怎样规定参数。

3. 一旦自动开始巴氏灭菌法，主界面会切换为巴氏灭菌法界面。在第 31 页的“手动巴氏灭菌法”一节中说
明这一情况。

4. 在巴氏灭菌法时间结束之后，冷却装置自动接通，并将牛奶冷却至设定的饲喂温度。

11.4.3 取消正在进行的巴氏灭菌法

可以通过操作“Pa”键取消正在进行的巴氏灭菌法。在按下按键之后，在屏幕上出现一项提问。必须使用 
OK 键确认该提问。

11.4.4 反馈

如果按规定执行了巴氏灭菌法，在冷却过程结束后您会收到一条确认。如果接着启动计时器，该确认会重
新被隐藏。如果在超过 5 分钟的保持阶段中出现过低的温度，说明在巴氏灭菌法中出现故障。在统计菜单中
同样可以重新找到这些条目。

提示	  在冷却结束之后，从冷却套中排出其中存在的水。通过奶罐底部的阀门自动排水。因此在冷却过程中，
原则上要将喂奶车放到有排水口的地基上。

在进行巴氏灭菌时，不能喂奶。分配功能在程序运行时同样不起作用。



冷却牛奶  –  33 

12. 冷却牛奶

12.1 技术要求

 –喂奶车必须配备巴氏灭菌法选装件。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已经与冷水供给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12.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旋转的机械零件造成受伤危险。
 –在加热时，自动定期接通桶底搅拌器。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冷却牛奶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冷却按键。

注意

 –不能将所需的存储温度设置得过低。如果所需牛奶温度和冷水温度之间的温差过低（温
差小于 5°C），喂奶车可能需要大量的水用于冷却过程。

 –如果温差过低，可能无法达到所需的温度。这时在一定时间过后会自动中断冷却。

12.3 功能说明
如果喂奶车配备有巴氏灭菌器选装件，除了巴氏灭菌法以外，也可以冷却牛奶。 

为了启动该功能，请按下冷却键。主界面现在切换至冷却界面。在界面左
侧显示罐内当前温度。在界面中央展示个性化的冷却读数。通常 15°C 的温
度足以使牛奶保鲜 12 小时。

如果牛奶温度重新超过设定的温度，在达到设置的温度时，喂奶车会自动
重新冷却。 

在冷却期间，桶底搅拌装置会定期搅拌牛奶。这样喂奶车可以达到更好的冷却效率。这时搅拌周期取决
于奶罐中的料位，因此可能出现变化。在冷却时也可以继续分配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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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奶罐中的料位不足，在屏幕上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如果喂奶车未与电源相连，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冷却牛奶：

1.	请将喂奶车与电源相连。

2. 将带有止回阀的分配臂固定在奶罐上的循环漏斗上，并通过上推橡胶套管上的固定环锁住分配臂。

3. 请将冷水龙头连接到连接板的 COLD	IN 软管接头上，并完全打开水龙头。请将COLD	OUT 软管接头
与出水口的软管相连。

在图片中，COLD	IN 接头位于左侧，COLD	OUT 接头位于右侧。

4. 请通过主开关接通喂奶车。

5. 请通过操作面板上的“冷却”按键接通冷却功能。

6. 使用箭头键  和  可以选择所需的目标温度。在当前罐温下方显示选定的目标温度，使用 OK 键保存。
以 1°C / 1°F 的步幅降低温度。 

7. 即使在喂奶车关闭之后也会保留设置的温度值，因此不需要每次重新设置。

提前结束冷却过程：
1.	请通过短暂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冷却”按键断开冷却器。LED 灯熄灭，冷却过程取消。重新出现主界面。

自动加注喂奶车（比如与挤奶机器人组合使用）
如果由挤奶设备*自动加注喂奶车（比如在使用挤奶机器人的分离管道时），奶罐中零液位时也可以启动冷

却功能。这时喂奶车“等待”首次加注牛奶，之后按照第16页上的延时和参数描述启动冷却功能。在开始下一
个巴氏灭菌循环之前会自动关闭冷却功能。

有关设置这些参数的细节参见第 16 页上的喂奶车设置。	

*) 通过由用户现场在挤奶设备上安装加注选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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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电驱动装置 (EL-AN)

13.1 技术要求

 –喂奶车配备有电驱动装置选装件

13.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喂奶车倾翻导致受伤危险
 –容器可能在不平坦的地基上倾翻，并卷入操作人员。后果可能是挤伤、切伤或其他损
伤。

 –强劲的驱动力可能会导致在转弯时失稳。

 –请注意为喂奶车提供平坦、稳定的路径。凹坑或软的地基（沙子、卵石或雪）可能阻碍喂
奶车继续移动。

注意

 –在喂奶车通过电源线与电源相连时，禁用并且无法使用 EL-AN 驱动功能。

13.3 功能说明
如果喂奶车配备有电驱动装置 EL-AN，即使是陡坡也可以灵活地移动喂奶车。以蓄电池驱动的驱动装置

安装在前轴中，以 24V 蓄电池供电。

移动装置可以按两档速度向前和向后行驶。如果在主开关上接通了喂奶车，自动预选缓慢速度。使用操作
面板上的行驶速度按键可以方便地在缓慢和快速行驶之间切换。通过操作面板上相应标志旁的 LED 灯显示
选择的档位（参见第 12 页，行驶速度按键）。快速档是为达到约 6km/h 的最高速度而设计的。

使用把手右侧的推动杆可以选择行驶方向。如果将推动杆向前压，喂奶车会向前行驶。如果将推动杆向后
压，喂奶车会向后行驶。可以根据推动杆压下的幅度无级调整速度。

驱动轴配备有一个电机制动器。这意味着如果未操作推动杆，喂奶车也会立即在陡坡上停止。

移动装置配有一个蓄电池保护装置，它可以避免蓄电池过度放电。一旦蓄电池的电量下降过多，喂奶车会
自动切换为缓慢档。可以在蓄电池充完电后使用更快速的档位。如果在蓄电池充电不足的情况下驱动喂奶车加
速到最大速度后，可能发生喂奶车减速情况，这时您只能以缓慢档行驶。如果在几秒后重新接通快速档，可以
尝试在快速档下以更缓慢的速度行驶（不要将推动杆推到底）。通常您可以在平坦的路线上重新使用最高速度
运行，直到蓄电池电量下降过多，禁用快速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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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制动器
如果需要手动移动喂奶车，必须松开电机制动器。为此请去除轴盖背面

的圆盖，通过将里面的把柄向上压解锁制动器。

在没有电驱动的情况下推动喂奶车，需断开设备。（将主开关放到关闭
位置上）。

14. 清洁喂奶车

14.1 技术要求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14.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清洁剂腐蚀造成受伤危险
 –在使用化学清洁剂时请注意清洁剂生产商的警告和处理提示。

 –在使用清洁剂时请使用生产商规定的 个人防护装备（PPE）

注意

 –每次使用完喂奶车后，要交替使用碱性和酸性清洁剂进行清洁。

注意

 –在清洁时，请特别注意安装在奶罐底部位置的温度传感器。它可能在高机械应力下受
损。后果可能是功能故障！

 –不能使用高压清洗机清洁喂奶车！密封垫可能因压力受损。这可能导致喂奶车受到后续
损伤，这不属于质保范围。

注意

 –必须充分清洁奶罐。牛奶或清洁剂的残留物可能威胁犊牛的健康。

 –要彻底清除奶罐底部的固定残留物。它们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形成，并凝结在底部。底
部的固体沉积物可能使电气加热器承受较正常水平更高的载荷，导致板式加热器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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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准备清洁喂奶车

1.	打开喂奶车上的球阀可清空喂奶车中剩余牛奶。如果喂奶车位于平坦的地面上，它因其结构型式已经具有
相应的倾斜度，可以实现完全清空。

2. 打开分配臂上的止回阀可清空软管：

如左图，拔出阀芯并稍稍倾斜，在此位置时，止回阀
处于打开状态，软管中的牛奶回流到奶罐中。结束后，复
位阀芯，以关闭止回阀。

14.3 清洁喂奶车（手动清洁） 

1.	为了清洁喂奶车，请根据清洁剂生产商的要求向奶罐中添加热水，并根据生产商的要求向奶罐中添加清洁
剂。确保奶罐中的液位高度超过奶罐中的液位传感器高度。我们推荐在每次清洁时轮换使用碱性和酸性清
洁剂，以保证彻底的清除沉淀物。

2. 将带有止回阀的分配臂固定在奶罐上的循环漏斗上，并通过上推橡胶
套管上的固定环锁住分配臂。

3. 通过操作泵按键将清洁溶液打循环至少5分钟。这同样可以清洁泵、软
管和分配臂。

4. 请彻底清空奶罐和软管。

5. 请使用清水从系统中冲洗掉残留的清洁剂。同样，我们推荐使用泵打一
会循环。

6. 请检查清洁效果，必要时手动检查奶罐中未彻底清洁的区域。

7. 在每次使用完以后要取出出口中的牛奶过滤器（参见图片）并进行冲
洗，否则将可能阻碍牛奶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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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喂奶车的清洁功能

15.1 技术要求

 –已根据本说明书将喂奶车与电源线相连。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15.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清洁剂腐蚀造成受伤危险
 –在使用化学清洁剂时请注意清洁剂生产商的警告和处理提示。

 –在使用清洁剂时请使用生产商规定的 个人防护装备（PPE）

 警告

因旋转的机械零件造成受伤危险。
 –在清洁时，自动定期接通桶底搅拌器。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启动清洁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清洁按键

 小心

因烧伤和烫伤造成受伤危险。
 –在加热时不能将手伸到奶罐中

 –在加热时，喂奶车的表面和牛奶软管同样会变热。 

 –清洁之前，请关闭桶盖，之后再按下清洁按键。

注意

 –每次使用完喂奶车后，要交替使用碱性和酸性清洁剂进行清洁。

注意

 –在清洁时，请特别注意安装在奶罐底部位置的温度传感器。它可能在高机械应力下受
损。后果可能是功能故障！

 –不能使用高压清洗机清洁喂奶车！密封垫可能因压力受损。这可能导致喂奶车受到后续
损伤，这不属于质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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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必须充分清洁奶罐。牛奶或清洁剂的残留物可能威胁牛犊的健康。

 –要彻底清除奶罐底部的固定残留物。它们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形成，并凝结在底部。底
部的固体沉积物可能使电气加热器承受较正常水平更高的载荷，导致板式加热器失灵。

15.3 功能说明
使用清洁键启动包括定期搅拌的清洁流程以及加热水。请根据清洁剂生产商的要求在喂奶车设置中清洁

温度设置（参见第 19 页）。请注意，该功能不能彻底清洁罐内腔。在清洁过程中，始终交替操作搅拌器和吸
乳泵，以改善清洁效果。

15.3.1 准备清洁喂奶车

1.	打开喂奶车上的球阀可清空喂奶车中剩余牛奶。如果喂奶车位于平坦的地面上，它因其结构型式已经具有
相应的倾斜度，可以实现完全清空。

2.	打开分配臂上的止回阀可清空软管：

如左图，拔出阀芯并稍稍倾斜，在此位置时，止回阀
处于打开状态，软管中的牛奶回流到奶罐中。结束后，复
位阀芯，以关闭止回阀。

15.3.2 清洁功能 

1.	为了清洁喂奶车，请根据生产商的要求向奶罐中添加水和清洁剂。确保奶罐中的液位高度超过奶罐中的液
位传感器高度。我们推荐在每次清洁时轮换使用碱性和酸性清洁剂，以保证彻底的清除沉淀物。

2. 将带有止回阀的分配臂固定在奶罐上的循环漏斗上，并通过上推橡胶套管上的固定环锁住分配臂。

3. 请操作操作面板上的清洁按键。现在按选定的设置启动清洁流程。在显示屏中首先显示加热过程，接着显
示清洁结束前的剩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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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奶罐中的料位不足，在屏幕上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4. 请彻底清空奶罐和软管。 

5. 请使用清水从系统中冲洗掉残留的清洁剂。同样，我们推荐使用泵打一
会循环。

6. 请检查清洁效果，必要时手动检查奶罐中未彻底清洁的区域。

7. 在每次使用完以后要取出出口中的牛奶过滤器（参见图片）并进行冲
洗，否则将可能阻碍牛奶流动。



奶桶支架  –  41 

16. 奶桶支架

16.1 技术要求

 –喂奶车配备有奶桶支架

16.2 安全和警告提示

 危险

禁止运输其他物体和/或人员
 –奶桶支架只用于运输盛有牛奶或水的喂奶桶。

 –禁止支架承受超过 70 kg或35kg（对于MTX 100）的载荷，这会导致整台喂奶车丧失质
保。

 警告

邻近人员受伤的危险	
 –在移动喂奶车时请注意，运行性能会随着奶桶支架的载荷变化。 

 –请注意，喂奶车的摆动范围在奶桶支架翻开时扩大。

16.3 功能说明
奶桶支架位于喂奶车正面。为了将它向下翻，请将支架稍稍向上拉，以便松开联锁装置。现在可以将支架

向下翻，并装上奶桶。在使用完以后，请将支架重新向上翻。支架在位于垂直位置时会自动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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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使用灌服器灌服奶牛

17.1 技术要求

 –喂奶车必须配备 一根 H&L 灌服插管和一台泵。

 –喂奶车有充足的料位。

17.2 安全和警告提示

 警告

因灌服插管造成动物受伤的危险
 –请就使用灌服插管的必要性联系兽医。

 –在插入插管时，可能造成奶牛食道的受伤。

 –在将插管插入瘤胃以后，必须进行气味检查（从插管中冒出酸味）。

 –请就使用灌服插管的必要性联系兽医。

 –请注意国家规定和法律。

 –请兽医就灌服插管的使用进行详细指导

 警告

因灌服插管造成动物受伤的危险
 –在灌服时，必须始终近距离观察奶牛。如果出现异常，请立即停止这一过程。

注意

 –根据所使用添加剂的不同，桶底搅拌器和泵的密封垫可能出现更快速的磨损。因此请每
隔 6 个月请客服检查喂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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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功能说明
生完小牛后为了预防产乳热，在生小牛后前 4 小时内，但最好是在前 2 小时内为奶牛提供专用矿物质溶

液（钙等）。溶液应（根据所使用溶液生产商的要求）微热混合。

喂奶车的加热器和搅拌器可以用于准备灌服溶液。为此请注意有关使用桶底搅拌器和加热器的使用说明
书中的说明。

使用喂奶车灌服
1. 请将 H&L 灌服插管与喂奶车相连。

2. 请将需要灌服的奶牛固定在饲料格栅上。

3. 缓慢的将插管从奶牛的嘴部插入咽喉。接着请将插管与鼻钳固定在一起，使它可以稳定地保持在咽喉中。

提示：  通过检查气味可以确保插管处于瘤胃中。如果未有轻微的酸味立即从插管中冒出，请用嘴向插管中吹
气。第二个人听饥饿沟的声音，通常能感觉到瘤胃中的冒泡声。 

请首先用泵输入较少的计量（约 5 L）。如果奶牛出现异常行为（干呕），必须再次检查插管的位置。

4. 如果一切正常，可以将灌服溶液泵入瘤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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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故障信息一览表

如果出现故障，在显示屏上会出现一条由两部分组成的故障信息。在左侧可以看到包括有缺陷功能的图
示，在右侧是包括可能的故障原因的图示。这时可能有以下组合：

故障原因

图示 电源 料位不足

功
能

加热

搅拌

巴氏灭菌法

清洁

分配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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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严重故障图示后需联系服务部门。在图片下方还有一个故障代码。作为示例在这里可以看到编号为 
1003 的故障。

此时，需联系售后服务合作伙伴，并向其提供故障代码。他们也可以为您提供专业的帮助。

以下故障可能在需要搅拌的多个流程中出现：

这表示搅拌器的保险丝被触发。请首先检查在奶罐中是否有粘度非常高的液体或障碍物。如果有，请将它
去除。 接着重新压入保险丝（在接通器/断路器下方），并再次尝试搅拌。如果故障再次出现，而在奶罐中没有
障碍物，请联系售后服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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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清理

注意

 –请不要拆除蓄电池！需由清理公司或专业人员拆除。

 –请不要与生活垃圾一起清理喂奶车零件。

分类后，根据合适的清理及回收方式准备相应材料打包后处理。如果您决定停止使用喂奶
车，请根据最新的规定进行清理。请与当地的清理公司联系。专业的清理可以避免损害环境和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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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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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49 (0) 43 31 20 174 - 29

电子邮件: info@holm-laue.de

网址： www.holm-lau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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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耐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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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9597054    5801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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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8951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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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nhonne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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