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的工艺酿造

德国工程
汉德曼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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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gash的挑战
将Allagash酿造公司的软管连接改装成

硬管的半自动管道系统。

地下室设备自动化和可重复性的CIP过程

Allagash酿造公司

Allagash酿造公司于1995年开始在缅因州波特兰郊区的一个小型空间进行单
人操作。 创始人罗布·托德（Rob Tod）曾经在一家啤酒厂工作过，并在工艺酿
造运动中发现契机。虽然德国和英国的风格在整个美国都很流行，但是创意比
利时风格很难找到。通过他的旅行，托德对这些独特的啤酒进行了抽样，并认
为比利时的风味和传统需要与美国的饮酒大众分享。 他设计了一个小型的15
桶啤酒厂，收集了最好的正宗原材料，并开始追求生产传统的比利时风格的啤
酒。罗布在1995年夏天出售了他的第一批以传统比利时小麦啤酒为模型的 啤
酒 ：阿拉加什白啤。

Allagash 酿造有限公司，美国缅因州波特兰

杰森·帕金斯
酿酒师
Allagash酿造公司

Allagash团队

今天，Allagash从单人操作成长为美国50强工艺酿酒厂之一
（按销量计算），并连续四年荣获“缅因州最佳工作单位”称
号地。Allagash在其投资组合中有六年的啤酒、八年的发行
量和众多的专业和仅限草案版本的发行。 在美国啤酒厂中，
他们曾成为使用橡木桶老化啤酒的先驱（始于2004年推出的
Curieux），并且是第一家使用传统冷藏啤酒自发发酵的啤酒厂
（从2007年开始）。

Allagash开始成为新英格兰原始的比利
时风格的酿酒厂，二十多年来已经发展成
为业界最杰出和受人尊敬的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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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用于发酵/老化的管道系统和包括自动化设备的混合CIP系统。 

预制的定制管道围栏元件与储罐出口处的立管解决方案已为未

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汉德曼混合CIP清洗装置通过智能机械工程和软件解决方案实

现最佳清洁性能

20个CCT的管道围栏带双出口的立管

自动化

系统的自动化能够清楚地控制程序序列和实际
过程参数。集成数据采集、数据存储可反映当
前的过程数据和之前过程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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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y酿造公司，美国科罗拉多州波德

亚当·艾弗里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Avery酿造公司

过程分析师达恩·斯特雷维

Avery的挑战
“对我们来说，产品质量是依赖于地窖

和酵母繁殖系统。”（亚当·艾弗里）

这是关于生产我们为之感到骄傲的啤酒。

由于对Avery 啤酒的巨大需求，他们以前的25.000平方英尺的啤酒厂在2014年
已经达到生产能力上限。同时，亚当·艾弗里（联合创始人和拥有人）及其团队
搬迁至Boulder的新绿色啤酒厂。 自2015年以来，成功地完成了另外2个发酵地
窖的扩建。

在最近扩建期间，3号发酵地窖，10个室外蓄水池现坐落在甲板上，并允许在建
筑物内部使用先进的半自动管栅栏。

自1993年以来，啤酒厂一直致力于生产与一般啤酒风格和类别截然不同的具有
独特风味的麦芽酒和淡啤酒。 我们的产品实际上具有十足的美式啤酒特色：
将旧世界的传统和专业知识与聪明才智、创造力和勇气融为一体。(亚当·艾弗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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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3号发酵室“内部”

酵母管理Versa Flex 新的3号发酵室“外部”

汉德曼解决方案
“凭借酵母繁殖系统，汉德曼使我们的酿酒厂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可能会说他们改变了

我们的酿酒方式。”（亚当·艾弗里）

酵母管理

• 量身定制的酵母繁殖和酵母贮藏/俯仰系统
• 麦芽汁/酵母充氧装置
• 在增长速度、卫生执行和温和处理酵母方面表现最佳
• 复杂和有效的酵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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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s的挑战 它开始于一个15加仑的汤锅

约翰·马勒
酿酒师
Bell's酿造公司

酒吧

全自动化全新“双心”具备泡沫收集器

的发酵地窖。

“更换软管接头”以生成卫生、可控和

安全的工艺结构。

拉里·贝尔于1983年创办了一个自酿啤酒供应商店，Bell's酿造
公司于1985年9月出售其第一款商业啤酒。啤酒最初在一个15加
仑的汤水壶中酿造，该公司的生产量从1986年的135桶（1桶= 
31加仑）至2014年的31万桶。

最初自我分配，拉里和他的9名员工在公司的头四年中将瓶装
啤酒全部投放到市场。 到1989年，贝尔每年运送500多桶，并
分配了第一批批发商，进一步在密歇根州建立自己的地位。 在
1993年，贝尔成为第一家开酒吧的密歇根啤酒厂。

Bell's 酿造公司，盖尔斯堡，密歇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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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全自动“双心”
发酵地窖

SOL（短出口环路）的管道系统

“SOL 管道系统”用于具备泡沫收集器的新发酵

地窖。

最新的管道围栏扩展，具有单独的容器压力调节和

24个容器的多功能利用设备。

全自动SOL管道系统的理念是：
• 使水箱出水管尽可能短，以免酵母菌化
• 保持主要产品线尽可能短，以减少产品损失
• 减少温和产品处理的肘管数量
• 保证便于阀门和油箱出口的维护和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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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fish Head工艺酿造厂，米尔顿，特拉华州

啤酒全年供应Dogfish Head的挑战

萨姆·卡拉加恩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Dogfish Head工艺酿造厂

Dogfish Head 工艺酿造厂全年为少数人提供味道独特的麦芽
酒酒。他们的啤酒中有许多都是全年可用的，但有些啤酒每年只
能酿造一次，供应极少，所以一定要抓住机会。登录dogfish.com
并单击“Fish Finder”以获取零售商列表。

全自动酵母管理系统可同时传播和存储多达六种酵母类型。

半自动发酵和老化过程，工作量最小。

对CIO的高性能要求和对水的有效使用以提高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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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发酵地窖

酵母管理Versa Flex 自动化

酿酒师的引述 
“汉德曼是我们的窖藏和清洁解决方案的真
正合作伙伴。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确
保Dogfish Head所有的要求。这个过程对于
Dogfish从概念到设计和最终构建都是非常
有用的，安装结束后，支持工作持续做得很
好。”

汉德曼 Versa Flex酵母管理系统支持Dogfish的创意

和灵活性理念，轻松实现所有菌株所需的细胞生长和

温和的酵母处理。

运行半自动化发酵地窖只需要每班安排一名酿造师。4
个混合CIP清洗装置保证从酿造厂到装瓶的良好微观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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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stone Walker的挑战

Firestone Walker酿造厂，帕索罗布尔斯，加利福尼亚

Firestone Walker酿造公司

马特·布莱恩森
酿酒师
Firestone Walker酿造公司

“需要高质量的设备标准来创造出惊人的

非凡啤酒”。

“一旦啤酒生产超过了60 至 80.000 万桶，

便开始变得复杂了，技术和工艺的需求就出

现了。”（亚当·菲雷斯通)

1996年在从圣巴巴拉县的Firestone葡萄园庄园租用的小型设施中酿造
了第一批啤酒。2001年，业主Adam Firestone和David Walker购买了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索罗布尔斯的SLO酿造公司。

Firestone Walker的啤酒在Firestone Union橡木桶酿造系统中
选择性发酵。Firestone Union采用65加仑中型和重型的美国橡木
桶。Firestone Walker酿造公司继续发展壮大，因为美国人的口味已转
移到工艺啤酒上来了。他们的酿造工作人员已经在“世界啤酒杯”上领取
了四次“年度最佳中型啤酒厂”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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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全自动明亮的啤酒酒窖 CIP混合

管道半自动化

CIP 混合系统

半自动化管道系统可灵活地用作发酵/储存和明亮啤酒罐的“

裙子上的容器”。

具有单座升降平衡器清洁功能的Inova双座阀将确保在明亮的

啤酒酒窖内实现完全自动化过程。

自动混合CIP解决方案全天候负责卫生条件。

• 定制CIP编程和配方开发
• 通过精心设计的组件和智能编程来保
 证较低量水和化学品的消耗
• 反冲洗功能、专用容器清洗程序、
 容器热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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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bach的挑战

Karbach酿造公司，休斯顿，德克萨斯州

自豪地在德克萨斯酿造

埃里克·华纳
酿酒师
Karbach酿造公司

“基础硬管道系统”为未来的半自动化管

道网解决方案做好准备。

超过30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啤酒类

型需要个别CIP程序。

全新自动清洗已有的和新的容器。

Karbach酿造公司的创始人在啤酒厂拥有120多年的集体经验。从分
销、进口到酿造的各个环节得以确保生产出获奖啤酒和啤酒厂的业
务运营。当他们有机会在2011年开设自己的啤酒厂时，他们抓住了机
会。他们对啤酒厂和啤酒由衷热爱，酿造啤酒只是简单的乐趣！

Karbach啤酒的饮酒者必须分享这种热情，因为在不到四年的时
间里，啤酒厂需要大规模的扩张才能跟上饮酒者的需求。 对于
Karbach来说，维持运营啤酒厂的实际操作至关重要，而且还可以自
动化某些流程，从而使啤酒的质量更好，同时酿造出啤酒酿造者可以
想象的任何风格的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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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酵母管理Versa Flex

在2017年升级和延长的管道围栏

钢管围栏在2015年启动了软管电力吹风

Eric 的引述
“随着我们的发展速度的快速增长，我们有
一个非常紧迫的时间表，使新的啤酒厂运
行。汉德曼按时交付了过程中的每一步，我
们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环节。”

“迄今为止，汉德曼设备已经被证明是非常
可靠的，非常方便使用。”“像大多数工艺
啤酒厂一样，我们对项目没有无限的预算。 

汉德曼非常了解这一点，并提出了一个非常
明智的阶段性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
以无缝实施。”

“CIP制备设备是任何一家啤酒厂的主力，
而且汉德曼 CIP制备设备可以轻松承载负
载！”

CIP混合设备

第1阶段安装的用于6个发酵/老化/ BB罐的基础管道系统

6安装在第1阶段，并设计使系统升级到半自动化管道栅

栏，并在一年后延长至12罐。

汉德曼 Versa Flex全自动酵母管理系统始终代表独立的

高水平酵母可用性。

汉德曼混合CIP清洗装置正在管理30多种不同啤酒类型

的大量清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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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elgium酿造公司，柯林斯堡，哥伦比亚

高度参与文化

乔希·纳布尔斯
工厂工程师
New Belgium 酿造公司

New Belgium的挑战
New Belgium认为，他们致力于高度参与文化和打造一支充满爱心、极富表现力
的工作队伍将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认为集体比个人更强大，知情的同事会做出
负责任的决定。

New Belgium实行开放式图书管理，为同事提供公司财务管理和明确管理决策
过程。他们收集所有员工作为员工所有者的意见，以帮助决定下一年的业务计划
这是我们庆祝、维持文化、将自身发展与公司愿景相结合、并在此过程中欢庆胜
利、互相鼓励前行的最佳方式。

他们也是B级认证公司。B级认证公司是致力于证明该业务可成为世界上最佳业
务的公司。

New Belgium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以环保为先和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公司，这被公认为最佳目标。

设计必须反映对灵活性的高要求。

所有设备都需要达到WCM（世界级制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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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酒窖

泡沫收集器

泡沫收集器

阿什维尔新酿酒厂的发酵/老化管道系统和酵母管理。

汉德曼的“无废物制造方法”符合New Belgium的环境要求。

汉德曼设计包括高度灵活性，包括与New Belgium拥有20多年合作伙

伴关系的经验。“德国制造”的制造标准符合NBB对WCM标准的要求。

全自动的汉德曼泡沫收集器，保持排气管
线清洁。

汉德曼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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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larus的挑战

New Glarus酿造公司，新格拉鲁斯，威斯康星州

丹·凯里，拥有硕士文凭的啤酒制造者，在小型啤酒厂行业中是
众所周知的。

丹·凯里
酿酒师
New Glarus酿造公司

“从麦芽汁充氧到啤酒到包装”， 

New Glarus过程管道Hill Top啤酒

厂，采用“跳舞小麦Hefeweizen”开放

式发酵罐。

丹·凯里自二十岁起就在酿造业工作。他于1983年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酿酒科学学士
学位，并获得食品科学学士学位。他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小型酿酒厂工作过，并在美
国各地经营和建造了许多啤酒厂。

他是1987年Siebel研究所酿造技术课程的评委。他于一九九零年通过了研究所的酿造及
蒸馏文凭考试，以及一九九二年的大学预科考试。在与德博拉·凯里创立New Glarus酿
造公司之前，他曾担任安海斯 - 布希公司的生产主管。丹获得酿酒师协会2003年“年度
小型啤酒厂奖”，2005年和2006年“年度中型啤酒厂奖”，以及1995年夏天的“Russel 
Schehrer工艺酿造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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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管道系统

CCT地窖1/2 小麦啤酒酒窖

乙二醇阀站 酵母管理Versa Flex

开放式发酵罐的定制过程管道可酿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小

麦啤酒。

汉德曼混合CIP清洗装置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各种New 
Glarus啤酒保证了清洁性能和卫生条件。

• 管道概念是根据您的要求单独设计的
• 汉德曼管栅技术，拥有40多年的室内经验
• 由于预制程度高，现场安装时间缩短
• 项目经理、现场经理和调试工程师在整个施工阶段
 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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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st Point的挑战

Ballast Point团队

对于啤酒的热爱

需要高效的麦芽汁充氧装置。“发展并管

理我们自己的酵母”。

在大学开始啤酒品尝之后，创始人杰克·怀特（Jack White）决定尝试制作比他在
商店或小桶派对中发现的啤酒更有趣的啤酒。杰克·怀特（Jack White）和他的大
学室友皮特·阿恩（Pete A'Hearn）一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寓里开始酿
造，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很难获得他想要的各种用品和原料，也没有任何人与他交
换关于酿造的想法。

1992年，杰克开设了家酿啤酒中心，每个啤酒商要在家里做更好的啤酒所需的用
品、原料及想法交流。他的计划是有一天将这种爱好发展到职业水平，并开设一家
啤酒厂。1996年，Ballast Point啤酒厂诞生了。

Ballast Point酿造公司，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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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芽汁/酵母菌充氧汉德曼解决方案

酵母管理Versa Flex

麦芽汁充氧

用于麦芽汁和酵母充氧的二级卫生型Vario Air 充氧装
置可与空气或氧气一起工作。

汉德曼 Vario Air 用于麦芽汁和酵母充氧 Handtmann 
Vario空气 提供可靠的氧气值。

酵母管理Versa Flex装置温和地处理单个和多个酵母

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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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y酿造公司，唐宁镇，宾夕法尼亚州

润·巴切特
联合创始人/酿酒师
Victory酿造公司

Victory的挑战 美味的传统

通过顶级发酵管道系统将您的啤酒酿造出一

个新的水平！

“通过汉德曼解决方案，您将有机会与汉德曼

的工程师密切合作，开发定制化、高效且有效

的酵母处理解决方案。”

“在德国接受过培训后，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德国传统酿造的方法，并且很
高兴将这些传统带回美国这个创意蓬勃发展的国家。在Victory，我们融
合了德国传统与美国独创性，为我们的忠实消费者提供了美国与德国之间
最好的啤酒。结合进口优质原料，味道的自由和最佳的酿造工艺技术可以
提供真正的近乎完美的酿造工艺。”
(润·巴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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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地窖

酵母酒窖

特征汉德曼解决方案
• 汉德曼提供定制的概念，以满足您的啤酒厂的目标和 
 需求
• 汉德曼将考虑您的流程和工厂参数，以提供具有成本 
 效益的系统
• 经验丰富的汉德曼工程师和酿造技术人员团队将为您 
 的团队提供培训手册和概念图

这种最先进的半自动化管道系统支持发酵和老化并提供

卓越灵活的酵母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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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nagan Spring酿造厂，弗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

Vernon工艺酿造，Vernon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Okanagan谷的中心

斯特凡·托布勒
酿酒师
Okanagan Spring酿造厂

Okanagan Spring的挑战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原始工艺酿酒厂之一，Okanagan Spring由Buko von Krosigk
和Jakob Tobler创立：两名男子决定为该地区的主流啤酒提供选择性。

哪里比得过在一个以自然美景和精酿历史著称的区域来实现该计划呢？Okanagan 
Spring啤酒厂成立于1985年，并在今天的同一地点酿造，其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的珍贵的Okanagan山谷的心脏地带，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部山脉包围，位于美丽
的卡拉马尔卡（Kalamalka）和奥卡那加湖（Okanagan Lakes）之间，是酿造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最喜欢的啤酒的理想场所。

1985年12月31日，第一批Okanagan Spring 啤酒花蜂涌而来。Buko和Jakob没有
意识到Okanagan Spring在普及工艺酿造方面的作用，但他们知道他们创造出了一
种不可思议的美味啤酒。

全自动发酵/储存地窖。

多微系统“MMS”无菌啤酒过滤器。

全自动明亮的啤酒酒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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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曼解决方案

预制阀块采样

发酵地窖

Inova 双座阀

用于发酵/老化/ BBT的管道系统和包括自动化系统和混合

CIP系统。

Inova 双座阀在最关键的领域确保敏感的酵母管理、 

发酵/储存和明亮的啤酒区域的安全过程。

汉德曼混合CIP清洗装置常用于在Bright Beer区域。

• 压力锤安全可达45 bar
• 包括上下平衡器清洁
• 单座提升



24

Belgh Brasse的挑战

Belgh Brasse酿造厂，
魁北克,加拿大

今年的加拿大啤酒厂投票选出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吉恩 - 路易·马库斯
运营总监
Belgh Brasse酿造厂

“从一开始就要做对”新的冷块设计必须将

啤酒厂的产量从10.000桶/日增加到未来的

产能。

从基本必要的设备出发，并为逐步升级工艺

技术做好准备。

Belgh Brasse于1999年由吉恩- 路易·马库斯在阿马西(Amos）的阿比
蒂比（Abitibi）成立，Belgh Brasse啤酒厂专门从事高级啤酒的制造和
装瓶。酿酒师的专业知识有助于发展受公众高度赞赏的Belgian Ale啤
酒。Mons Abbey啤酒在世界各地的比赛中赢得了60个国际奖牌。2016
年，Belgh Brasse啤酒厂的建设和扩张已经结束，大大提高了其生产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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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块

汉德曼解决方案

双槽出口

吉恩- 路易·马库斯的引述“我为带领我们走到今天工作和进步感到自

豪。Belgh Brasse啤酒厂一直崇尚代表来此

定居的定居者的坚韧、勤奋、勇气和价值

观。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团队，没有我们客

户的鼓励，没有有远见人士的协作，这是不

可能的。”

第一阶段安装卫生罐顶装置、双槽出口

和基本自动化系统。

基础硬管系统的定制3D工程可以在将

来轻松扩展。

预设管道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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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River的挑战 Russian River酿造公司

纳塔利·西索
共同所有者/总裁
Russian River酿造公司

维尼尔·西索
共同所有人/酿酒师
Russian River酿造公司

“在我们的新啤酒厂设计和整合半自动化

管道系统，而且还采用具有可扩展性的设

计。”

“安装完整功能的酵母繁殖和储存系统”。

(维尼尔·西索)

最初由加州格林维尔的科贝尔香槟酒窖所有，建于俄罗斯河附近葡萄园和红
木之间，历史悠久、美不胜收。当Korbel在2003年决定退出啤酒业时，他们慷
慨地向酿酒师Vinnie Cilurzo和他的妻子Natalie授予了该品牌的权利。

截至2017年，俄罗斯河酿造公司（RRBC）拥有员工100人，并通过慈善活动
回馈社区。例如，十月份他们举行了长达一个月的乳腺癌筹款活动。事实证
明，需求仍然大于供应，但他们倾向于通过内部增长发展业务，同时注重效
率和质量。现在，制作更好的啤酒比制作更多的啤酒更容易。2014年，RRBC
在美国啤酒节上获得了“Pliny the Elder”铜牌和“STS Pils”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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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汉德曼解决方案

Russian River酿造公司，圣罗莎,加利福尼亚州

酿造酒吧

汉德曼开发、设计和制造用于酿造和饮料行业的管道系统、
管道栅栏元件和阀块。从酿酒厂到装瓶采用的汉德曼系统在
全球范围内使用。汉德曼管道系统是按照最高质量标准单独
设计的。

采纳我们的创意未来且已考虑分阶段扩展的流程技。

进入新的自动化世纪，让运营商有机会可以独立于时间和地

点就能连接到系统。



您的合作伙伴。
德国制造

Albert Handtmann Armaturenfabrik GmbH & Co. KG
Arthur-Handtmann-Str. 11
88400 Biberach/Riss
Germany
电话：+49 7351 342-0
传真：+49 7351 342-4480
sales.fittings@handtmann.de
www.handtmann.de
www.facebook.com/HandtmannArmaturenfab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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