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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茶叶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

及一种茶叶揉捻机，包括底座、转盘和揉捻筒；所

述底座包括揉捻盘、支架、驱动电机和送风组件，

所述揉捻盘的上表面上设置有多条的揉骨，所述

揉骨上设置有多个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贯穿揉

骨与揉捻盘；所述送风组件包括风机、加热板和

进风管，所述进风管上设置有与通气孔相对应的

出气孔；所述加热板设置在进风管内，所述进风

管具有进风口，本实用新型通过送风组件的设

置，从而使得揉捻筒在揉捻的过程中，有源源不

断的空气参与反应，通过加热板的设置，能够实

现恒温热揉；而加热板不工作的时候，未送入空

气就可以实现冷揉，提升茶叶揉捻效果的同时，

也能够缩短冷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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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转盘和揉捻筒；

所述底座包括揉捻盘、支架、驱动电机和送风组件，所述揉捻盘连接在支架上，所述揉

捻盘的上表面上设置有多条的揉骨，所述揉骨上设置有多个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贯穿揉

骨与揉捻盘；

所述送风组件位于所述揉捻盘的侧边，所述送风组件包括风机、加热板和进风管，所述

进风管设置在揉捻盘的底部，所述进风管上设置有与通气孔相对应的出气孔，所述出气孔

与通气孔连通；所述加热板设置在进风管内，所述进风管具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与风机连

接；

所述转盘套设在揉捻筒上，所述揉捻筒设置在揉捻盘的上方，所述转盘设置有多个向

外延伸的延伸臂，其中一所述延伸臂通过曲臂与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其余所述延

伸臂通过曲臂与支架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风机包括进气端，所述进气端

上设置有过滤组件，所述过滤组件包括粗滤网、细滤网和活性炭过滤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管内还设置有紫外线杀菌

灯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有两组，所述驱动电机和

两组的支架成三角分布与揉捻盘连接，所述风机位于揉捻盘的底部上且与驱动电机位置相

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通气孔内设置有自封件，所述

自封件包括弹簧和滚珠，所述通气孔朝向揉捻筒一端的直径小于远离揉捻筒一端的直径，

所述滚珠的直径大于通气孔朝向揉捻筒一端的直径且小于通气孔远离揉捻筒一端的直径，

所述弹簧位于滚珠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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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叶揉捻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茶叶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茶叶揉捻机。

背景技术

[0002] 揉捻是制茶的重要加工工序，其作用主要是破坏茶叶细胞、揉出茶汁，使冲泡的茶

水滋味浓烈醇厚，并使茶叶初步成型。因此，揉捻是影响茶叶外形质量的主要工序，也是奠

定茶叶耐泡度的关键环节。

[0003] 现有的揉捻的方式包括热揉和冷揉，热揉是指杀青后的茶叶不经过摊凉趁热揉

捻。冷揉是指杀青叶出锅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摊凉使叶温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的揉捻。嫩叶宜

冷揉，因为嫩叶的纤维素含量低，果胶物质高，揉捻时容易成型；老叶中含有较多的淀粉和

糖，老叶热揉的可以使纤维素软化容易成条，减少碎末。

[0004] 现有的设备只能够常温下进行揉捻，导致茶叶的品质不均匀。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

对温度进行控制的茶叶揉捻机。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提供一种茶叶揉捻机，包括底座、转盘和揉捻筒；

[0008] 所述底座包括揉捻盘、支架、驱动电机和送风组件，所述揉捻盘连接在支架上，所

述揉捻盘的上表面上设置有多条的揉骨，所述揉骨上设置有多个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贯

穿揉骨与揉捻盘；

[0009] 所述送风组件位于所述揉捻盘的侧边，所述送风组件包括风机、加热板和进风管，

所述进风管设置在揉捻盘的底部，所述进风管上设置有与通气孔相对应的出气孔，所述出

气孔与通气孔连通；所述加热板设置在进风管内，所述进风管具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与风

机连接；

[0010] 所述转盘套设在揉捻筒上，所述揉捻筒设置在揉捻盘的上方，所述转盘设置有多

个向外延伸的延伸臂，其中一所述延伸臂通过曲臂与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其余所

述延伸臂通过曲臂与支架转动连接。

[0011]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送风组件的设置，能够将空气由进风管、出气孔

和通气孔送到揉捻筒内，从而使得揉捻筒在揉捻的过程中，有源源不断的空气参与反应，通

过加热板的设置，能够实现恒温热揉；而加热板不工作的时候，未摊凉的茶叶也能够直接进

行揉捻，只需要送入空气就可以实现冷揉，在提升茶叶揉捻效果的同时，也能够缩短冷揉的

加工的工艺时间，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茶叶揉捻机的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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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茶叶揉捻机的俯视图；

[0014] 图3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茶叶揉捻机的通气孔的结构示意图；

[0015] 标号说明：1、底座；11、揉捻盘；111、揉骨；112、通气孔；113、弹簧；114、滚珠；12、支

架；13、驱动电机；14、送风组件；141、风机；142、进风管；143、过滤组件；2、转盘；21、延伸臂；

22、曲臂；3、揉捻筒。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内容、所实现目的及效果，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

合附图予以说明。

[0017] 本实用新型最关键的构思在于：通过送风组件的设置，能够将空气由进风管、出气

孔和通气孔送到揉捻筒内，从而使得揉捻筒在揉捻的过程中，有源源不断的空气参与反应。

[0018] 请参照图1至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茶叶揉捻机，包括底座1、转盘2和揉捻筒

3；

[0019] 所述底座1包括揉捻盘11、支架12、驱动电机13和送风组件14，所述揉捻盘11连接

在支架12上，所述揉捻盘11的上表面上设置有多条的揉骨111，所述揉骨111上设置有多个

的通气孔112，所述通气孔112贯穿揉骨111与揉捻盘11；

[0020] 所述送风组件14位于所述揉捻盘11的侧边，所述送风组件14包括风机141、加热板

和进风管142，所述进风管142设置在揉捻盘11的底部，所述进风管142上设置有与通气孔

112相对应的出气孔，所述出气孔与通气孔112连通；所述加热板设置在进风管142内，所述

进风管142具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与风机141连接；

[0021] 所述转盘2套设在揉捻筒3上，所述揉捻筒3设置在揉捻盘11的上方，所述转盘2设

置有多个向外延伸的延伸臂21，其中一所述延伸臂21通过曲臂22与所述驱动电机13的输出

轴连接，其余所述延伸臂21通过曲臂22与支架12转动连接。

[0022] 从上述描述可知，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送风组件14的设置，能够将空

气由进风管142、出气孔和通气孔112送到揉捻筒3内，从而使得揉捻筒3在揉捻的过程中，有

源源不断的空气参与反应，通过加热板的设置，能够实现恒温热揉；而加热板不工作的时

候，未摊凉的茶叶也能够直接进行揉捻，只需要送入空气就可以实现冷揉，在提升茶叶揉捻

效果的同时，也能够缩短冷揉的加工的工艺时间，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0023] 进一步的，所述风机141包括进气端，所述进气端上设置有过滤组件143，所述过滤

组件143包括粗滤网、细滤网和活性炭过滤网。

[0024]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过滤组件143的设置，能够保证进入到风机141的空气中的

杂质符合要求，避免二次污染。

[0025] 进一步的，所述进风管142内还设置有紫外线杀菌灯管。

[0026]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紫外线杀菌灯管，能够对进风管142内进行杀菌，避免风管

内部的细菌的生长而影响茶叶的品质。

[0027] 进一步的，所述支架12有两组，所述驱动电机13和两组的支架12成三角分布与揉

捻盘11连接，所述风机141位于揉捻盘11的底部上且与驱动电机13位置相对。

[0028]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将风机141与驱动电机13的位置相对设置，形成良好的配

重，能够在揉捻的中，保证茶叶揉捻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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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的，所述通气孔112内设置有自封件，所述自封件包括弹簧113和滚珠114，

所述通气孔112朝向揉捻筒3一端的直径小于远离揉捻筒3一端的直径，所述滚珠114的直径

大于通气孔112朝向揉捻筒3一端的直径且小于通气孔112远离揉捻筒3一端的直径，所述弹

簧113位于滚珠114的下方。

[0030] 从上述描述可知，通过自封件的设置，能够保证只有在揉捻的茶叶才能够接收到

通气孔112的气体，避免气体的浪费，也避免了气压的不足，从而大量减少能源的浪费。

[0031] 实施例一

[0032] 一种茶叶揉捻机，包括底座、转盘和揉捻筒；

[0033] 所述底座包括揉捻盘、支架、驱动电机和送风组件，所述揉捻盘连接在支架上，所

述揉捻盘的上表面上设置有多条的揉骨，所述揉骨上设置有多个的通气孔，所述通气孔贯

穿揉骨与揉捻盘；

[0034] 所述送风组件位于所述揉捻盘的侧边，所述送风组件包括风机、加热板和进风管，

所述进风管设置在揉捻盘的底部，所述进风管上设置有与通气孔相对应的出气孔，所述出

气孔与通气孔连通；所述加热板设置在进风管内，所述进风管具有进风口，所述进风口与风

机连接；

[0035] 所述转盘套设在揉捻筒上，所述揉捻筒设置在揉捻盘的上方，所述转盘设置有多

个向外延伸的延伸臂，其中一所述延伸臂通过曲臂与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连接，其余所

述延伸臂通过曲臂与支架转动连接。

[0036] 所述风机包括进气端，所述进气端上设置有过滤组件，所述过滤组件包括粗滤网、

细滤网和活性炭过滤网。所述进风管内还设置有紫外线杀菌灯管。

[0037] 所述支架有两组，所述驱动电机和两组的支架成三角分布与揉捻盘连接，所述风

机位于揉捻盘的底部上且与驱动电机位置相对。

[0038] 所述通气孔内设置有自封件，所述自封件包括弹簧和滚珠，所述通气孔朝向揉捻

筒一端的直径小于远离揉捻筒一端的直径，所述滚珠的直径大于通气孔朝向揉捻筒一端的

直径且小于通气孔远离揉捻筒一端的直径，所述弹簧位于滚珠的下方。

[0039]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茶叶揉捻机，通过送风组件的设置，能够将空气

由进风管、出气孔和通气孔送到揉捻筒内，从而使得揉捻筒在揉捻的过程中，有源源不断的

空气参与反应，通过加热板的设置，能够实现恒温热揉；而加热板不工作的时候，未摊凉的

茶叶也能够直接进行揉捻，只需要送入空气就可以实现冷揉，在提升茶叶揉捻效果的同时，

也能够缩短冷揉的加工的工艺时间，进而提升工作效率。

[0040] 通过过滤组件的设置，能够保证进入到风机的空气中的杂质符合要求，避免二次

污染。

[0041] 通过紫外线杀菌灯管，能够对进风管内进行杀菌，避免风管内部的细菌的生长而

影响茶叶的品质。

[0042] 通过将风机与驱动电机的位置相对设置，形成良好的配重，能够在揉捻的中，保证

茶叶揉捻机的稳定性。

[0043] 通过自封件的设置，能够保证只有在揉捻的茶叶才能够接收到通气孔的气体，避

免气体的浪费，也避免了气压的不足，从而大量减少能源的浪费。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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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关的技术领

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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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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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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