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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选择牧酷

牧酷团队在此自豪的协助您使用本公司的”产犊感应器”, 希望您和我
们一样满意.

我们衷心的祝福您有多多顺产健康的牛宝贝!

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 请电邮 sd-qingfeng@163.com.

诚挚的敬意

牧酷团队

电子邮件:  sd-qingfeng@163.com
网站:  www.sdqfmy.com
  www.moocall.com

        0531-87123999
      英语联系方式: 00 353 1 969 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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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功使用您的全新牧酷产犊感应器,您必须在网上注册启用产品.

前往  www.moocall.com/register 完成激活启用第一步.

如果您没有互联网设备,请电话联系我们会在网上协助您激活启用您的感
应器.

 

如果感应器未被激活,开机后感应器会立即自动关机.

第一步: 激活启用您的牧酷产犊感应器

第二部: 调整红色胶垫

胶垫可根据牛尾的粗细调整
到适合的大小号. 细牛尾在
使用时割去胶垫的两个断层, 
中号牛尾割去一个,粗牛尾不
需要割去任何断层. 

如果您的奶牛群有大量不同粗细的牛尾,请联系牧酷购买额外的胶垫.

        0531-87123999
      英语联系方式: 00 353 1 969 6038

Userguide_Chinese_RR.indd   3Userguide_Chinese_RR.indd   3 15/01/2020   16:06:5015/01/2020   16:06:50



第三步: 充电

牧酷牛犊感应器充电时需拨开胶垫露出充电口, 打开充电口的盖子后插
入图中显示的充电线.

充电结束后, 正确的将充电口盖关好后胶垫恢复原位.

不要 野蛮操作将USB线用力插入感应器的充电口

第四步: 开启感应器

开启感应器需要长按开关钮4秒.感
应器上指示灯会闪动多种颜色.最后
闪动4到5秒蓝灯即显示感应器已经
开启可以使用.

长按开关钮10秒后关机

重要事项: 在把充电盖放回原位时请务必保证充电盖干燥以确保感应器
正确密封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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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会在电量低于15%时给您发送短信

指示灯:
感应器开启可以使用
电池充满

低电量
产犊过程开始

测试中 软件升级

连接感应器

→→

→→ →→ →→

第五步: 测试感应器

请在使用感应器的地区完成测试以确保网络覆盖信号适合感应器功能.

如果您在测试后10分钟内没有收到短信,请联系牧酷客服热线.

如果感应器没有停在蓝灯并在闪过各种颜色几分钟后自动关机, 您需要

网络激活使用感应器, 如果是使用区网络覆盖有问题, 请联系牧酷.

确保感应器开机蓝色指
示灯闪动.

稳按钮半秒 放开后立即再按 感应器指示灯应为绿
色, 显示测试将要开始

如果第二次按钮时不显示绿灯, 请确保您正确按钮重试一次.

测试成功后后,所有和感应器连接的电话号码都会收到短信,电子邮件和

牧酷软件程序短信通知.

请确保只用手指接触开关钮,不要使用其他工具避免损害按钮和内部电
子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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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打开挂带扣

第七步: 将感应器固定在牛尾上
将感应器放在即将生产的母牛
尾上. 感应器应该放置正对母
牛外阴

将齿形带插入锁扣

解开黑色挂带扣打开牧
酷感应器主体.把挂带推
到最左边后解开后送出
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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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锁扣轻按回置牧酷感应器门
盖. 轻拉紧挂带确保感应器牢固的
安置在牛尾.

测试感应器在牛尾上稳固安置.感
应器应可以左右适度移动但是不
会上下移动. 适当调整挂带的松紧
度直到尺寸正好.

注意: 请确保胶垫根据牛尾粗细做出调整. 使用错误粗细的胶垫会给母
牛带来不适也会导致感应器发出错误的信息.

重要事项! 绝对不可过度拉紧牧酷感应器的挂代扣! 如果感应器在牛尾
上安置过紧您会收到错误的产犊信息,您还可能会给母牛带来不可治愈
的伤害.

第八步: 测试牛尾安装适度
牧酷产犊感应器安装到牛尾上
后,请您确保胶垫不脱离保证
齿状挂扣带不直接接触摩擦牛
尾, 胶垫本体不重叠成堆或覆
盖塑料盒主体造成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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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酷短信提示
这些是牧酷感应器给您的手机发出的短信提示样本.

来自: 牧酷

感应器 “MCA012345” 
(“单位1”): 过去的1个
小时内感应母牛高频繁活
动! 电池电量: 72%

第一次提示

来自: 牧酷

感应器 “MCA012345” 
(“单位1”): 过去的2个
小时内感应母牛高频繁活
动! 电池电量: 72%

第二次提示

来自: 牧酷

请停止使用感应器, 
我们建议摘除“M-
CA012345” 号感应器4
个小时. 电池电量:65%!

停休感应器提示

来自: 牧酷

感应器“MCA012345” 
(“单位1”) 电池电量低! 
电池电量: 12%

低电量提示

来自: 牧酷

这是发自牧酷的短信, 您
的手机已成功和您的牧酷
感应器连接使用.

短信

来自: 牧酷

这是发自牧酷的短信, 
请注意您的牧酷感应器
编号 “MCA0000” 现
不在牛尾上.电池电量: 

脱离牛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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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软件给您提供与客户控制板相同和更多的的服务功能. 牛群管理工
具, 铃声选择即可除短信提示提供铃声提示. 客户问答窗口等. 该功能在
手机信号弱时通过无线联网发出提示.

使用您在客户数据控制版使用的同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我的牧酷 
客户数据控
制版
在客户控制板注册牧酷感应器
时您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您可以在左栏观察所有注册感
应器状况以及中栏所有感应器
发回的信息. 您可以在右栏管理编辑您的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右上角目录
通过您的用户名提供时区以及语言选择.

请访问www.mymoocall.com 使用我的牧酷客户数据控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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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 摘除感应器

确保安全摘除感应器. 掀开牧酷感
应器塑料盒主体门,轻按锁扣上的挂
扣一直推到最左边解开挂扣.

第十步: 清洗牧酷

请用干布或潮湿布小心擦拭. 每次
产牛犊后一定要清洗产犊感应器.

注意 : 绝对不可以把感应器浸泡在水中或其他液体中.

警告: 绝对不可以在充电盖打开的情况下清洗感应器

第十一部: 重置感应器

产牛犊后, 轻按开关钮1秒重新
置换.指示灯会从红色转化成
闪动的蓝色准备安装到另一头
母牛尾. 感应器会在1小时内自
动重置. 如需关机请轻按开关
钮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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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牧酷是为奶牛养殖人员在产犊季节提供宝贵的协助, 感应器不能保证每一次产牛
犊预测..

产牛犊季节, 适当的直接观察或影像监控是有必要的.

建议奶牛养殖户结合自己的养殖经验和对母牛群的了解配合使用感应器以达到
最佳产犊结果. 例如, 如果感应器装置在生过牛犊口岁大的母牛尾, 母牛可能早
产或者母牛临产时没有感到强烈不适导致感应器不会给奶牛养殖主的手机发出
提示短信提示.

请确保感应器松紧适度安置稳定不会脱落. 如果感应器太紧会给母牛带来不适
也会导致感应器发出错误信息.

如果母牛带了感应器4天后任然没有产犊, 请摘除感应器3到4个小时后再安装
到牛尾.

牧酷可以感应到母牛产犊前肉眼观察不到的的轻微阵痛.请收到短信提示后及时
查看母牛采取措施.

每一头母牛的反应都不同. 牧酷感应器可检测感应到到高达大约95%的产犊预
测, 牧酷对因为任何原因而迟到的短信提示或无短信提示导致的动物死亡不负
责任.

其他感应器信息

牧酷感应器是为牛设计生产的产品, 请不要用于他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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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附件

      可调节扣锁     胶垫                                 仪器主体门盖

充电线 充电盖                     扣带                           螺母和螺丝

充电器 接线 澳大利亚/新西兰              接线 NA        接线 欧盟

延长电池寿命
为了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和牧酷感应器的使用期.每次产犊后请在放置感
应器之前充电.

注意: 请放置储存感应器之前充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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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牧酷产犊感应器

请在此输入您的牧酷感应器的 MC -和IMEI 号

MC 号  IMEI 号

我的牧酷 登录
在此输入您 我的牧酷登录信息

用户名:

密码: 

www.mymooc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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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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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牧酷

我们的客服员工很高心回答您任何有关牧酷的问题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联系

电话:

      

电子邮件:   网站:
sd-qingfeng@163.com  www.sdqfmy.com
    www.moocall.com

邮寄:

Moocall Ltd.
Irish Farm Centre
Naas Road
Bluebell
Dublin 12
D12 YXW5
Republic of Ireland

山东庆丰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济微路127号

        0531-87123999
      英语联系方式: 00 353 1 969 6038

Userguide_Chinese_RR.indd   15Userguide_Chinese_RR.indd   15 15/01/2020   16:07:0615/01/2020   16:07:06



牧酷即 Moocall 是注册商标.

您同意并确认您所购买使用的牧酷产犊感应器(“设备”)符合遵从牧酷有限公司供货标准的条款
条件. 请访问 [http://moocall.com/terms] (点击 “T&Cs”) 查阅详细内容. 您购买使用该设备时
即确认并同意牧酷有限公司的条款和条件.
该设备符合联邦通讯法规第15款. 产品操作遵从以下两点:
(1) 该设备不会造成有害干扰
(2) 该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造成不理想的操作.
联邦通讯法规编号: Rl7GE865

咨询电话:

电话： 
        

邮箱： sd-qingfeng@163.com

        0531-87123999
      英语联系方式: 00 353 1 969 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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