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91747.2

(22)申请日 2018.04.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1502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11

(73)专利权人 重庆夔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 404600 重庆市奉节县五马镇樟木村7

组

(72)发明人 尹圣文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兴科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44260

代理人 刘鑫

(51)Int.Cl.

B07B 13/04(2006.01)

B07B 13/1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858146 A,2015.08.26,

CN 202213989 U,2012.05.09,

CN 107520135 A,2017.12.29,

CN 205409424 U,2016.08.03,

CN 204888588 U,2015.12.23,

JP 2004154063 A,2004.06.03,

CN 107047834 A,2017.08.18,

审查员 叶腊梅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

备，包括底部调整架、黑茶上料装置、黑茶导正装

置、黑茶排序装置、黑茶调整方向装置和黑茶分

级挑选装置，所述底部调整架上端左侧固定设有

黑茶上料装置，所述黑茶上料装置包括上料机

架，所述上料机架右端设有斜导料槽，所述斜导

料槽右端设有横向导料槽，所述横向导料槽、斜

导料槽和上料机架相互连通，所述横向导料槽、

斜导料槽与上料机架内部还设有上料传送带，所

述上料传送带两端设有上料传送轴，所述上料传

送带通过多个导向轴转动安装在横向导料槽、斜

导料槽与上料机架内部，本发明产品，自动化程

度高，减轻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工作效率高，增大

分级的准确性，减少产生茶叶破损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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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包括底部调整架(1)、黑茶上料装置(2)、黑茶导正装

置(3)、黑茶排序装置(4)、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和黑茶分级挑选装置(9)，其特征在于：所

述底部调整架(1)上端左侧固定设有黑茶上料装置(2)，所述黑茶上料装置(2)包括上料机

架(21)，所述上料机架(21)右端设有斜导料槽(28)，所述斜导料槽(28)右端设有横向导料

槽(29)，所述横向导料槽(29)、斜导料槽(28)和上料机架(21)相互连通，所述横向导料槽

(29)、斜导料槽(28)与上料机架(21)内部还设有上料传送带(22)，所述上料传送带两端设

有上料传送轴(23)，所述上料传送带(22)通过多个导向轴(27)转动安装在横向导料槽

(29)、斜导料槽(28)与上料机架(21)内部，所述上料机架(21)内部上方还设有多个拨茶轮

轴(24)，所述拨茶轮轴(24)上设有多个拨茶轮(25)；

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左端位于横向导料槽(29)右端下方，且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位

于黑茶排序装置(4)上端左侧，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包括传送带支撑架(31)和底部支撑架

(32)，所述传送带支撑架(31)底部四周通过多个弹簧(33)与底部支撑架(32)固定连接，所

述传送带支撑架(31)上端四周设有多个振动电机(34)，所述传送带支撑架(31)内部设有多

个间距相等的横向排放的导正传送带(35)，所述导正传送带(35)通过导正传动轴(37)与传

送带支撑架(31)右端的导正马达(36)转动连接；

所述黑茶排序装置(4)固定安装在底部调整架(1)上端右侧，所述黑茶排序装置(4)包

括排序机架(46)，所述排序机架(46)内部中间设有排序传送带(45)，所述排序传送带(45)

左右两端通过排序传动轴(44)与排序机架(46)固定连接，所述排序机架(46)上端中间设有

凸起架(48)，所述凸起架(48)内部下方设有多个滚轮(42)，所述滚轮(42)通过凸起架(48)

固定安装在排序传送带(45)上端，所述凸起架(48)上端固定设有多个与滚轮(42)转动连接

的排序马达(41)；

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位于黑茶排序装置(4)右侧，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包

括多个离心转盘(61)，所述离心转盘(61)通过多个高低不平的固定安装架(63)固定安装在

底部调整架(1)右侧，所述离心转盘(61)与固定安装架(63)转动连接，所述固定安装架(63)

底部中间设有调整马达(62)，所述调整马达(62)与离心转盘(61)转动连接；

所述黑茶分级挑选装置(9)位于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右端，所述黑茶分级挑选装置

(9)包括分级挑选机架(92)和分级挑选转盘(93)，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为倒U型，所述分

级挑选机架(92)右侧两端均固定设有传动装置，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内部设有分级挑选

转盘(93)，所述分级挑选转盘(93)与传动装置转动连接，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前端还设

有黑茶收集箱(9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架

(21)、横向导料槽(29)和斜导料槽(28)外端固定设有多个用于驱动拨茶轮轴(24)、上料传

送轴(23)和导向轴(27)的上料马达(26)，且所述拨茶轮轴(24)上的拨茶轮(25)距离底部的

上料传送带(22)的距离由大逐渐减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带支撑

架(31)底部四周还设有固定柱(38)，所述底部支撑架(32)前后两端设有凸起(39)，所述凸

起(39)上设有与固定柱(38)配合的通孔，所述固定柱(38)滑动设置在通孔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正传送带

(35)截面上部是弧状凸起结构，所述导正传送带(35)包括大导正传送带(351)和小导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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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带(352)，所述小导正传送带(352)均匀分布在大导正传送带(351)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42)外

端包覆有橡胶套(43)，所述滚轮(42)之间的间距大小相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离心转盘

(61)外侧设有外围挡盘(65)，所述外围挡盘(65)材质选用玻璃或者陶瓷材质制成，所述外

围挡盘(65)一侧还开设有黑茶出料口(64)，所述黑茶出料口(64)下端还设有第二分支传送

带(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级挑选转

盘(93)包括上转盘(931)和下转盘(932)，所述上转盘(931)和下转盘(932)均与分级挑选机

架(92)两端的传动装置转动连接，所述下转盘(932)水平，所述上转盘(931)倾斜，所述上转

盘(931)远离分级挑选机架(92)的一端与下转盘(932)之间的距离小于上转盘(931)靠近分

级挑选机架(92)一端与下转盘(932)之间的距离。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装置包

括分级挑选马达(91)和分离挑选轴承架(94)，所述分离挑选轴承架(94)固定安装在分级挑

选机架(92)外端，所述分离挑选轴承架(94)内部设有传动轴(98)，所述传动轴(98)一端与

分级挑选马达(9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轴(98)另一端与分级挑选转盘(93)固定连

接，所述传动轴(98)通过多个轴承(97)与分离挑选轴承架(94)转动连接，所述轴承(97)之

间设有轴承隔套(99)，靠近分级挑选转盘(93)一端的轴承(97)外侧设有轴承端盖(96)，所

述轴承端盖(96)通过螺栓(95)固定安装在分离挑选轴承架(94)上。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分支传

送带(7)右端设有倾斜的第三分支传送带(8)，所述第三分支传送带(8)右端设有纵向传送

的第一隔板传送带(11)，所述第一隔板传送带(11)后端设有第二隔板传送带(10)，所述第

一隔板传送带(11)和第二隔板传送带(10)上均匀分布有隔板(12)，且所述第一隔板传送带

(11)的宽度大于第二隔板传送带(10)的宽带，所述分级挑选转盘(93)距离第二隔板传送带

(10)的距离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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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黑茶加工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黑茶属黑茶类，越陈口感越好，且功能性越强的观点已被大多数茶人所接受，具有

历史价值的孤品更是贵于黄金。其采用安化境内山区种植的大叶种茶叶，经过杀青、揉捻、

渥堆、烘焙干燥等工艺加工制成.黑毛茶并以其为原料精制(包括人工后发酵和自然陈化)

而成。黑茶主要分为四级，一级黑毛茶：一芽三叶初展。二级黑毛茶：一芽三叶、一芽四叶初

展。三级黑毛茶：一芽五、六叶。(驻芽、成熟新梢)四级黑毛茶：成熟枝梢为主。(红梗、木质化

枝条)。

[0003] 目前市场的茶叶分级，多是安排在烘干之后进行，可以分为人工或者机选，人工分

级效率低，劳动量大，干茶机选分级会造成茶叶分级不准确，且产生大量碎末，造成不必要

的浪费。因此我们考虑设计一套鲜茶分级并裁梗的一体化自动设备。黑茶鲜叶质量是后期

加工处理的基础,目前我国茶叶鲜叶筛分设备以锥形竹制滚筒式筛分机为主，该设备以竹

篾为材料，编织成布满筛孔的滚筒，茶鲜叶在滚筒中滚动时可以实现分级目的。(参见：发明

专利201710962511.5)该方法操作方便、成本低廉，但使用过程中筛筒上的筛孔往往会部分

的被鲜叶所堵塞，而且，对于枝叶一般比较粗老的黑茶类鲜茶，茶叶的分级主要体现在长度

上的区别更明显，这种滚筒式筛分机存在茶叶不容易漏下去且分级不准确的情况。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包括底部调整架、黑茶上料装置、黑茶导正装置、

黑茶排序装置、黑茶调整方向装置和黑茶分级挑选装置，所述底部调整架上端左侧固定设

有黑茶上料装置，所述黑茶上料装置包括上料机架，所述上料机架右端设有斜导料槽，所述

斜导料槽右端设有横向导料槽，所述横向导料槽、斜导料槽和上料机架相互连通，所述横向

导料槽、斜导料槽与上料机架内部还设有上料传送带，所述上料传送带两端设有上料传送

轴，所述上料传送带通过多个导向轴转动安装在横向导料槽、斜导料槽与上料机架内部，所

述上料机架内部上方还设有多个拨茶轮轴，所述拨茶轮轴上设有多个拨茶轮；

[0007] 所述黑茶导正装置左端位于横向导料槽右端下方，且所述黑茶导正装置位于黑茶

排序装置上端左侧，所述黑茶导正装置包括传送带支撑架和底部支撑架，所述传送带支撑

架底部四周通过多个弹簧与底部支撑架固定连接，所述传送带支撑架上端四周设有多个振

动电机，所述传送带支撑架内部设有多个间距相等的横向排放的导正传送带，所述导正传

送带通过导正传动轴与传送带支撑架右端的导正马达转动连接；

[0008] 所述黑茶排序装置固定安装在底部调整架上端右侧，所述黑茶排序装置包括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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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所述排序机架内部中间设有排序传送带，所述排序传送带左右两端通过排序传动轴

与排序机架固定连接，所述排序机架上端中间设有凸起架，所述凸起架内部下方设有多个

滚轮，所述滚轮通过凸起架固定安装在排序传送带上端，所述凸起架上端固定设有多个与

滚轮转动连接的排序马达；

[0009] 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位于黑茶排序装置右侧，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包括多个

离心转盘，所述离心转盘通过多个高低不平的固定安装架固定安装在底部调整架右侧，所

述离心转盘与固定安装架转动连接，所述固定安装架底部中间设有调整马达，所述调整马

达与离心转盘转动连接；

[0010] 所述黑茶分级挑选装置位于黑茶调整方向装置右端，所述黑茶分级挑选装置包括

分级挑选机架和分级挑选转盘，所述分级挑选机架为倒U型，所述分级挑选机架右侧两端均

固定设有传动装置，所述分级挑选机架内部设有分级挑选转盘，所述分级挑选转盘与传动

装置转动连接，所述分级挑选机架前端还设有黑茶收集箱。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上料机架、横向导料槽和斜导料槽外端固定设有

多个用于驱动拨茶轮轴、上料传送轴和导向轴的上料马达，且所述拨茶轮轴上的拨茶轮距

离底部的上料传送带的距离由大逐渐减小。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传送带支撑架底部四周还设有固定柱，所述底部

支撑架前后两端设有凸起，所述凸起上设有与固定柱38配合的通孔，所述固定柱滑动设置

在通孔内部。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导正传送带截面上部是弧状凸起结构，所述导正

传送带包括大导正传送带和小导正传送带，所述小导正传送带均匀分布在大导正传送带之

间。

[001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滚轮外端包覆有橡胶套，所述滚轮之间的间距大

小相同。

[001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离心转盘外侧设有外围挡盘，所述外围挡盘材质

选用玻璃或者陶瓷材质制成，所述外围挡盘一侧还开设有黑茶出料口，所述黑茶出料口下

端还设有第二分支传送带。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分级挑选转盘包括上转盘和下转盘，所述上转盘

和下转盘均与分级挑选机架两端的传动装置转动连接，所述下转盘水平，所述上转盘倾斜，

所述上转盘远离分级挑选机架的一端与下转盘之间的距离小于上转盘靠近分级挑选机架

一端与下转盘之间的距离。

[001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分级挑选马达和分离挑选轴承架，

所述分离挑选轴承架固定固定安装在分级挑选机架外端，所述分离挑选轴承架内部设有传

动轴，所述传动轴一端与分级挑选马达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轴另一端与分级挑选

转盘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轴通过多个轴承与分离挑选轴承架转动连接，所述轴承之间设有

轴承隔套，靠近分级挑选转盘一端的轴承外侧设有轴承端盖，所述轴承端盖通过螺栓固定

安装在分离挑选轴承架上。

[001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二分支传送带右端设有倾斜的第三分支传送

带，所述第三分支传送带右端设有纵向传送的第一隔板传送带，所述第一隔板传送带后端

设有第二隔板传送带，所述第一隔板传送带和第二隔板传送带上均匀分布有隔板，且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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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隔板传送带的宽度大于第二隔板传送带的宽带，所述分级挑选转盘距离第二隔板传送

带的距离逐渐减小。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 .通过在黑茶上料装置设有多个拨茶轮，且拨茶轮与传送带距离由大变小，有助

于将重叠的茶叶逐渐分开，同时斜向上传送的传送带有助于重叠的茶叶滑落，保证茶叶的

平整性。

[0021] 2 .黑茶导正装置的导正传送带截面上部是弧状凸起结构，有助于黑茶滑落到缝

隙，导正传送带向前传送同时振动，有助于将重叠的茶叶分开，便于导正。

[0022] 3.黑茶排序装置的滚轮表面光滑，底部距离排序传送带距离很小，不仅有助于茶

叶滑向滚轮间缝隙，而且不损害茶叶，减少茶叶的浪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023] 4.黑茶调整方向装置采用离心转盘转动的方式，利用黑茶本身的茶梗一端比嫩芽

一端重的特点，茶梗从黑茶出料口出来，不需要电子控制，节约成本，外围挡板采用比较光

滑的材质，不会造成茶叶损坏。

[0024] 5.黑茶分级挑选装置，采用多组转盘旋转方式一次性将不同尺寸长度的黑茶分别

夹取出来，达到为黑茶分级目的，结构巧妙，节约成本。

[0025] 6.本发明产品，自动化程度高，不需要人员手工操作，减轻劳动者的工作强度，工

作效率高，增大分级的准确性，减少产生茶叶破损的环节。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图2中A-A处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4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上料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上料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6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导正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导正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图7中B-B处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9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排序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0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排序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36] 图11为图10中C-C处的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12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调整方向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3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调整方向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4为图13中D-D处剖面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5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分级挑选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6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分级挑选装置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42] 图17为图16中E-E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43] 图18为图17中I处放大的结构示意图；

[0044] 图19为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中黑茶分级挑选装置与第一隔板传送带和

第二隔板传送带处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08515023 B

6



[0045] 图中：1-底部调整架，2-黑茶上料装置，3-黑茶导正装置，4-黑茶排序装置，5-第一

分支传送带，6-黑茶调整方向装置，7-第二分支传送带，8-第三分支传送带，9-黑茶分级挑

选装置，10-第二隔板传送带，11-第一隔板传送带，12-隔板，21-上料机架，22-上料传送带，

23-上料传送轴，24-拨茶轮轴，25-拨茶轮，26-上料马达，27-导向轴，28-斜导料槽，29-横向

导料槽，31-送带支撑架，32-底部支撑架，33-弹簧，34-振动电机，35-导正传送带，351-大导

正传送带，352-小导正传送带，36-导正马达，37-导正传动轴，38-固定柱，39-凸起，41-排序

马达，42-滚轮，43-橡胶套，44-排序传动轴，45-排序传送带，46-排序机架，48-凸起架，61-

离心转盘，62-调整马达，63-固定安装架，64-黑茶出料口，65-外围挡盘，91-分级挑选马达，

92-分级挑选机架，93-分级挑选转盘，931-上转盘，932-下转盘，94-分离挑选轴承架，95-螺

栓，96-轴承端盖，97-轴承，98-传动轴，99-轴承隔套，910-黑茶收集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7] 请参阅图1～19，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新鲜茶叶自动化分级设备，包括

底部调整架1、黑茶上料装置2、黑茶导正装置3、黑茶排序装置4、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和黑茶

分级挑选装置9，请参阅图4～5，所述底部调整架1上端左侧固定设有黑茶上料装置2，所述

黑茶上料装置2包括上料机架21，所述上料机架21右端设有斜导料槽28，所述斜导料槽28右

端设有横向导料槽29，所述横向导料槽29、斜导料槽28和上料机架21相互连通，所述横向导

料槽29、斜导料槽28与上料机架21内部还设有上料传送带22，所述上料传送带两端设有上

料传送轴23，所述上料传送带22通过多个导向轴27转动安装在横向导料槽29、斜导料槽28

与上料机架21内部，所述上料机架21内部上方还设有多个拨茶轮轴24，所述拨茶轮轴24上

设有多个拨茶轮25。

[0048] 可优选地，所述上料机架21、横向导料槽29和斜导料槽28外端固定设有多个用于

驱动拨茶轮轴24、上料传送轴23和导向轴27的上料马达26，且所述拨茶轮轴24上的拨茶轮

25距离底部的上料传送带22的距离由大逐渐减小。

[0049] 黑茶上料装置2的工作原理为：工作人员将黑茶倒入上料传送带22上，黑茶随着上

料传送带22运输经过拨茶轮25，在拨茶轮25的作用下，上层重叠的黑茶逐渐被拨开，从最后

一个拨茶轮25出来的黑茶只有一层或有少数重叠的情况，然后经过斜传送带输送，重叠的

黑茶会掉落只剩下一层黑茶，不会存在还会有黑茶重叠情况，进而将只剩一层的黑茶运输

到下一装置。

[0050] 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左端位于横向导料槽29右端下方，且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位于

黑茶排序装置4上端左侧，请参阅图6～8，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包括传送带支撑架31和底部

支撑架32，所述传送带支撑架31底部四周通过多个弹簧33与底部支撑架32固定连接，所述

传送带支撑架31上端四周设有多个振动电机34，所述传送带支撑架31内部设有多个间距相

等的横向排放的导正传送带35，所述导正传送带35通过导正传动轴37与传送带支撑架31右

端的导正马达36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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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可优选地，所述传送带支撑架31底部四周还设有固定柱38，所述底部支撑架32前

后两端设有凸起39，所述凸起39上设有与固定柱38配合的通孔，所述固定柱38滑动设置在

通孔内部。

[0052] 可优选地，所述导正传送带35截面上部是弧状凸起结构，所述导正传送带35包括

大导正传送带351和小导正传送带352，所述小导正传送带352均匀分布在大导正传送带351

之间，大导正传送带351和小导正传送带352的传动速度不一样，因此重叠的黑茶就会分开。

[0053] 所述黑茶导正装置3的工作原理：黑茶掉落到振动的导正传送带35上面，由于工作

过程中导正传送带35是向前运行的，因此重叠的黑茶就会分开，导正传送带35截面是凸起

的弧状，有助于黑茶的滑落，因此黑茶轴向会与导正传送带35运行方向一致掉落到黑茶排

序装置的排序传送带45上。

[0054] 所述黑茶排序装置4固定安装在底部调整架1上端右侧，请参阅图9～11，所述黑茶

排序装置4包括排序机架46，所述排序机架46内部中间设有排序传送带45，所述排序传送带

45左右两端通过排序传动轴44与排序机架46固定连接，所述排序机架46上端中间设有凸起

架48，所述凸起架48内部下方设有多个滚轮42，所述滚轮42通过凸起架48固定安装在排序

传送带45上端，所述凸起架48上端固定设有多个与滚轮42转动连接的排序马达41。

[0055] 可优选地，所述滚轮42外端包覆有橡胶套43，所述滚轮42之间的间距大小相同，有

助于茶叶滑向滚轮42间缝隙，而且不损害茶叶，减少茶叶的浪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0056] 黑茶排序装置4的工作原理是：导正后的黑茶落到排序传送带45上面，随着排序传

送带45的运输，黑茶会与滚轮42接触，由于工作过程滚轮42旋转，因此黑茶自动进入滚轮42

之间的缝隙里面，随着排序传送带45运输，黑茶会沿着滚轮42缝隙排好顺序。

[0057] 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位于黑茶排序装置4右侧，请参阅图12～14，所述黑茶调

整方向装置6包括多个离心转盘61，所述离心转盘61通过多个不同高度的固定安装架63固

定安装在底部调整架1右侧，所述离心转盘61与固定安装架63转动连接，所述固定安装架63

底部中间设有调整马达62，所述调整马达62与离心转盘61转动连接。

[0058] 可优选地，所述离心转盘61外侧设有外围挡盘65，所述外围挡盘65材质选用玻璃

或者陶瓷材质制成，所述外围挡盘65一侧还开设有黑茶出料口64，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

右端还设有第二分支传送带7。

[0059] 所述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的工作原理是：黑茶经过排序后，随着排序传送带45运输

分别进入第一分支传送带5，然后由第一分支传送带5将黑茶运送到离心转盘61，离心转盘

61高速旋转，由于黑茶茶梗一端比嫩芽一端要重，所以在离心转盘61作用下，最终黑茶茶梗

一端会先贴住外围挡盘65，最终茶梗一端先从出口出来，因此达到为黑茶调整方向目的。

[0060] 所述黑茶分级挑选装置9位于黑茶调整方向装置6右端，请参阅图15～19，所述黑

茶分级挑选装置9包括分级挑选机架92和分级挑选转盘93，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为倒U型，

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右侧两端均固定设有传动装置，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内部设有分级挑

选转盘93，所述分级挑选转盘93与传动装置转动连接，所述分级挑选机架92前端还设有黑

茶收集箱910。

[0061] 可优选地，所述分级挑选转盘93包括上转盘931和下转盘932，所述上转盘931和下

转盘932均与分级挑选机架92两端的传动装置转动连接，所述下转盘932水平，所述上转盘

931倾斜，所述上转盘931远离分级挑选机架92的一端与下转盘932之间的距离小于上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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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靠近分级挑选机架92一端与下转盘932之间的距离。

[0062] 可优选地，所述传动装置包括分级挑选马达91和分离挑选轴承架94，所述分离挑

选轴承架94固定安装在分级挑选机架92外端，所述分离挑选轴承架94内部设有传动轴98，

所述传动轴98一端与分级挑选马达91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轴98另一端与分级挑选

转盘93固定连接，所述传动轴98通过多个轴承97与分离挑选轴承架94转动连接，所述轴承

97之间设有轴承隔套99，靠近分级挑选转盘93一端的轴承97外侧设有轴承端盖96，所述轴

承端盖96通过螺栓95固定安装在分离挑选轴承架94上。

[0063] 可优选地，所述第二分支传送带7右端设有倾斜的第三分支传送带8，所述第三分

支传送带8右端设有纵向传送的第一隔板传送带11，所述第一隔板传送带11后端设有第二

隔板传送带10，所述第一隔板传送带11和第二隔板传送带10上均匀分布有隔板12，且所述

第一隔板传送带11的宽度大于第二隔板传送带10的宽带，所述分级挑选转盘93距离第二隔

板传送带10的距离逐渐减小。

[0064] 黑茶分级挑选装置9的工作原理是：调整好方向的黑茶由第三分支传送带8运送到

第一隔板传送带11上面，黑茶茶梗一端会与挡板12接触，然后黑茶由第一隔板传送带11运

送到倾斜的第二隔板传送带10上面，不同等级的黑茶长度不同，比较长的黑茶从分级挑选

转盘93的侧口进入，然后黑茶上端被分级挑选转盘93夹住送到黑茶收集箱910，通过设置有

三组分级挑选转盘93，分级挑选转盘93距离第二隔板传送带10距离由大逐渐变小，先筛选

出四级黑茶然后三级、二级，最后剩下一级黑茶随传送带运输到黑茶收集箱910。

[006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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