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1625444.6

(22)申请日 2020.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65783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4.16

(73)专利权人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地址 666201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勐海县勐海镇景囡街2号

(72)发明人 罗琼仙　陈继伟　马玲　杨毅坚　

陈红伟　陈玫　

(74)专利代理机构 昆明金科智诚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53216

专利代理师 杨钊霞

(51)Int.Cl.

B07B 4/06(2006.01)

B07B 1/04(2006.01)

B07B 9/02(2006.01)

B07B 1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9753378 U,2019.12.10

CN 204907769 U,2015.12.30

CN 209577297 U,2019.11.05

WO 2017161924 A1,2017.09.28

CN 211386127 U,2020.09.01

CN 211563659 U,2020.09.25

CN 108991144 A,2018.12.14

CN 107931119 A,2018.04.20

CN 207887524 U,2018.09.21

CN 110508489 A,2019.11.29

CN 206314509 U,2017.07.11

CN 107581290 A,2018.01.16

马佳乐等.普洱茶清洁化分级自动化生产线

研究.《农产品加工》.2017,(第24期),

审查员 李德远

 

(54)发明名称

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及

方法，包括进料槽，进料槽的一侧设置有网筒，进

料槽靠近网筒一侧开设有条状出料口，网筒的外

壁设置有若干挂钉，网筒一端的一侧设置有驱动

其转动的驱动电机；网筒内设置有多个开口朝向

其内壁且不随其转动的条状吸尘槽，条状吸尘槽

于网筒内的下半部沿其圆周分布，每一条状吸尘

槽的底部均通过吸管连通有抽气泵，每一条状吸

尘槽的底部均设置有过滤布；网筒下方远离进料

槽处设置有第一接尘槽，进料槽的下端向网筒方

向斜向下设置有筛网，筛网的正下方设置有第二

接尘槽，筛网的底部向远离第二接尘槽方向设置

有接料槽。本发明可有效除去茶叶中灰尘、毛发、

颗粒碎屑、枯枝枯叶等杂质，提升茶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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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包括上端开口的进料槽(1)，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槽(1)

的一侧设置有沿其底边的长度方向设置且两端开口的网筒(2)，所述进料槽(1)靠近所述网

筒(2)一侧开设有条状出料口(11)，所述网筒(2)的外壁设置有若干挂钉(21)，所述网筒(2)

一端的一侧设置有驱动电机(3)，所述驱动电机(3)的动力输出轴连接有驱动齿轮(31)，所

述网筒(2)的一端设置有与所述驱动齿轮(31)相啮合的齿轮环(22)；

所述网筒(2)内设置有多个开口朝向其内壁且不随其转动的条状吸尘槽(5)，所述条状

吸尘槽(5)于所述网筒(2)内的下半部沿其圆周分布，且第一个条状吸尘槽(5)正对所述条

状出料口(11)，每一条状吸尘槽(5)的底部均通过吸管(61)连通有抽气泵(6)，每一条状吸

尘槽(5)的底部均设置有过滤布(51)；

所述网筒(2)下方远离所述进料槽(1)处设置有上端开口的第一接尘槽(8)，所述进料

槽(1)的下端向所述网筒(2)方向斜向下设置有筛网(9)，所述筛网(9)的正下方设置有上端

开口的第二接尘槽(91)，所述筛网(9)的底部向远离所述第二接尘槽(91)方向设置有上端

开口的接料槽(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筒(2)的一端

设置有伸入其内部的吸尘槽安装架(7)，所述吸尘槽安装架(7)设置有多个与所述条状吸尘

槽(5)一一对应的安装槽口(71)，每一安装槽口(71)的内壁均开设有限位滑槽(72)，每一条

状吸尘槽(5)的外壁均设置有与对应限位滑槽(72)相配合的限位滑条(5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网筒(2)的两端

均设置有转动连接器(4)，每一转动连接器(4)均包括基座(41)、与所述基座(41)连接且伸

入所述网筒(2)内部上端的弧形支架(42)，每一弧形支架(42)均连接有上端开口的弧形槽

(43)，每一弧形槽(43)内部均设置有若干润滑滚轴(44)。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进行茶叶除杂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待除杂的茶叶投入到进料槽(1)内；

S2、所述网筒(2)低速转动，所述抽气泵(6)工作将使所述条状吸尘槽(5)产生吸力，并

且逐渐远离所述进料槽(1)的所述条状吸尘槽(5)的吸力逐渐减小，茶叶从条状出料口(11)

被第一个条状吸尘槽(5)吸出随网筒(2)转动，网筒(2)上的挂钉(21)勾住茶叶中的毛发、细

绳，使之缠绕在网筒(2)上，转动过程中茶叶感受到的吸力逐渐减小直至茶叶掉落在筛网

(9)上，较轻的枯叶杂质则会继续被吸住向后转动，直至由于吸力太小掉落到第一接尘槽

(8)内；

S3、掉落的茶叶在筛网(9)上向下滚动到接料槽(10)内，颗粒杂质则穿过筛网(9)掉落

到第二接尘槽(91)内，完成一次茶叶的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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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茶叶源于中国，茶叶最早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但从春秋后期就被人们作为菜食，

在西汉中期发展为药用，西汉后期才发展为宫廷高级饮料，普及民间作为普通饮料那是西

晋以后的事。发现最早人工种植茶叶的遗迹在浙江余姚的田螺山遗址，已有6000多年的历

史。饮茶始于中国。叶革质，长圆形或椭圆形，可以用开水直接泡饮，依据品种和制作方式以

及产品外形分成六大类。依据季节采制可分为春茶、夏茶、秋茶、冬茶。以各种毛茶或精制茶

叶再加工形成再加茶，包括分为花茶、紧压茶、萃取茶、药用保健茶、茶食品、含茶饮料等。茶

叶中含有儿茶素、胆甾烯酮、咖啡碱、肌醇、叶酸、泛酸等成分，可以增进人体健康。茶叶饮

品‑茶被誉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0003] 由于茶叶的生产工艺粗放和不卫生，茶叶中常混入灰尘、毛发、颗粒碎屑、枯枝枯

叶等杂质，造成现在生产处出的茶叶产品很不卫生。针对这些杂质的去除，厂家传统的做法

都是租用大量的人工进行挑拣，由于工作人员的认真程度和责任心不同，手工挑拣后的茶

叶除杂情况不理想，而且用工量大，厂家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及方法，可有效除去茶叶中灰尘、

毛发、颗粒碎屑、枯枝枯叶等杂质，提升茶叶品质。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6] 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包括上端开口的进料槽，所述进料槽的一侧设置有沿

其底边的长度方向设置且两端开口的网筒，所述进料槽靠近所述网筒一侧开设有条状出料

口，所述网筒的外壁设置有若干挂钉，所述网筒一端的一侧设置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

的动力输出轴连接有驱动齿轮，所述网筒的一端设置有与所述驱动齿轮相啮合的齿轮环；

[0007] 所述网筒内设置有多个开口朝向其内壁且不随其转动的条状吸尘槽，所述条状吸

尘槽于所述网筒内的下半部沿其圆周分布，且第一个条状吸尘槽正对所述条状出料口，每

一条状吸尘槽的底部均通过吸管连通有抽气泵，每一条状吸尘槽的底部均设置有过滤布；

[0008] 所述网筒下方远离所述进料槽处设置有上端开口的第一接尘槽，所述进料槽的下

端向所述网筒方向斜向下设置有筛网，所述筛网的正下方设置有上端开口的第二接尘槽，

所述筛网的底部向远离所述第二接尘槽方向设置有上端开口的接料槽。

[000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网筒的一端设置有伸入其内部的吸尘槽安装架，所

述吸尘槽安装架设置有多个与所述条状吸尘槽一一对应的安装槽口，每一安装槽口的内壁

均开设有限位滑槽，每一条状吸尘槽的外壁均设置有与对应限位滑槽相配合的限位滑条。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条状吸尘槽的安装与拆卸。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网筒的两端均设置有转动连接器，每一转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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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包括基座、与所述基座连接且伸入所述网筒内部上端的弧形支架，每一弧形支架均连接

有上端开口的弧形槽，每一弧形槽内部均设置有若干润滑滚轴。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便于网筒位置的固定，以及便于网筒转动。

[0013] 基于上述结构，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进行茶叶除杂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4] S1、将待除杂的茶叶投入到进料槽内；

[0015] S2、所述网筒低速转动，所述抽气泵工作将使所述条状吸尘槽产生吸力，并且逐渐

远离所述进料槽的所述条状吸尘槽的吸力逐渐减小，茶叶从条状出料口被第一个条状吸尘

槽吸出随网筒转动，网筒上的挂钉勾住茶叶中的毛发、细绳等细条状杂质，使之缠绕在网筒

上，转动过程中茶叶感受到的吸力逐渐减小直至茶叶掉落在筛网上，较轻的枯叶等杂质则

会继续被吸住向后转动，直至由于吸力太小掉落到第一接尘槽内；

[0016] S3、掉落的茶叶在筛网上向下滚动到接料槽内，颗粒杂质则穿过筛网掉落到第二

接尘槽内，完成一次茶叶的除杂。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其一、本发明通过条状吸尘槽的吸力能够不断将茶叶从条状出料口内吸出，并且

还能够有效将茶叶上的细小灰尘吸走；

[0019] 其二、本发明在网筒转动过程中，通过挂钉将茶叶中的毛发、细绳等细条状杂质勾

住缠绕在网筒上，有效去除茶叶中的细条状杂质；

[0020] 其三、茶叶随网筒转动过程中，随着条状吸尘槽吸力的逐渐减小，较轻的茶叶首先

掉落，较轻的枯叶及羽毛等则继续转动直至掉落在第一接尘槽内，有效去除茶叶中的较轻

的大杂质。

[0021] 其四、掉落的茶叶经过筛网的筛除后，颗粒杂质穿过筛网掉落到第二接尘槽内，有

效去除茶叶中较重的颗粒杂质。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主要用于展示吸尘槽安装架与条状吸尘槽的连接关系；

[0024] 图3是转动连接器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主要用于展示进料槽上开设的条状出料口。

[0026] 图中：1、进料槽；11、条状出料口；2、网筒；21、挂钉；22、齿轮环；3、驱动电机；31、驱

动齿轮；4、转动连接器；41、基座；42、弧形支架；43、弧形槽；44、润滑滚轴；5、条状吸尘槽；

51、过滤布；52、限位滑条；6、抽气泵；61、吸管；7、吸尘槽安装架；71、安装槽口；72、限位滑

槽；8、第一接尘槽；9、筛网；91、第二接尘槽；10、接料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实施例，参照图1‑4，一种茶叶加工的除杂装置，包括上端开口的进料槽1，进料槽1

的一侧设置有一个沿其底边的长度方向设置且两端开口的网筒2，进料槽1靠近网筒2一侧

开设有一条条状出料口11，网筒2的外壁设置有若干挂钉21，网筒2一端的一侧设置有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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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3，驱动电机3的动力输出轴连接有一个驱动齿轮31，网筒2的一端设置有一圈与驱

动齿轮31相啮合的齿轮环22；网筒2的两端均设置有一个转动连接器4，每一转动连接器4均

包括一个基座41、一个与基座41连接且伸入网筒2内部上端的弧形支架42，每一弧形支架42

均连接有上端开口的弧形槽43，每一弧形槽43内部均设置有若干润滑滚轴44。

[0029] 网筒2内设置有五个开口朝向其内壁且不随其转动的条状吸尘槽5，条状吸尘槽5

于网筒2内的下半部沿其圆周分布，且第一个条状吸尘槽5正对条状出料口11，每一条状吸

尘槽5的底部均通过一根吸管61连通有一个抽气泵6，每一条状吸尘槽5的底部均设置有一

张过滤布51，用于过滤灰尘，防止灰尘进入到抽气泵6内；网筒2的一端设置有一个伸入其内

部的吸尘槽安装架7，吸尘槽安装架7设置有五个与条状吸尘槽5一一对应的安装槽口71，每

一安装槽口71相对的两内壁均开设有一条限位滑槽72，每一条状吸尘槽5相对的两外壁均

设置有与一条对应限位滑槽72相配合的限位滑条52，便于条状吸尘槽5的安装于拆卸。

[0030] 网筒2下方远离进料槽1处设置有一个上端开口的第一接尘槽8，进料槽1的下端向

网筒2方向斜向下设置有一张筛网9，筛网9的正下方设置有一个上端开口的第二接尘槽91，

筛网9的底部向远离第二接尘槽91方向设置有一个上端开口的接料槽10。

[0031] 除尘步骤：

[0032] S1、将待除杂的茶叶投入到进料槽1内；

[0033] S2、所述网筒2低速转动，所述抽气泵6工作将使所述条状吸尘槽5产生吸力，并且

逐渐远离所述进料槽1的所述条状吸尘槽5的吸力逐渐减小，茶叶从条状出料口11被第一个

条状吸尘槽5吸出随网筒2转动，网筒2上的挂钉21勾住茶叶中的毛发、细绳等细条状杂质，

使之缠绕在网筒2上，转动过程中茶叶感受到的吸力逐渐减小直至茶叶掉落在筛网9上，较

轻的枯叶等杂质则会继续被吸住向后转动，直至由于吸力太小掉落到第一接尘槽8内；

[0034] S3、掉落的茶叶在筛网9上向下滚动到接料槽10内，颗粒杂质则穿过筛网9掉落到

第二接尘槽91内，完成一次茶叶的除杂。

[003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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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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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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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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