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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涉及炒茶机领域，公开一种新型

炒茶机，包括机筒和设置于机筒外壁的加热装

置，机筒内转动设置有炒茶机构，炒茶机构包括

与机筒两端中心转动连接的第一转轴以及伸缩

设置于第一转轴上的炒茶部，第一转轴受控于第

一电机，炒茶部包括呈外凸的弧形的翻炒部、固

定于翻炒部靠近机筒一侧上的柔性摩擦层以及

连接于翻炒部和第一转轴之间的伸缩杆，在伸缩

杆与第一转轴之间设置有第一伸缩机构，在伸缩

杆和翻炒部之间设置有第二伸缩机构，在杀青‑

压扁‑成型三个炒制周期内，柔性摩擦层通过与

机筒内壁间隙的减小逐渐增大对茶叶的作用力，

直至茶叶被柔性摩擦层揉搓定型，该新型炒茶机

能够有效提高茶型，从而提高茶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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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炒茶机，包括机筒(1)和设置于机筒(1)外壁的加热装置，其特征在于：机筒

(1)内转动设置有炒茶机构，炒茶机构包括与机筒(1)两端中心转动连接的第一转轴(3)以

及伸缩设置于第一转轴(3)上的炒茶部，第一转轴(3)受控于第一电机(4)，炒茶部包括呈外

凸的弧形的翻炒部(8)、固定于翻炒部(8)靠近机筒一侧上的柔性摩擦层(9)以及连接于翻

炒部(8)和第一转轴(3)之间的伸缩杆(10)，在伸缩杆(10)与第一转轴(3)之间设置有第一

伸缩机构，在伸缩杆(10)和翻炒部(8)之间设置有第二伸缩机构，杀青时，第一伸缩机构和

第二伸缩机构均处于收缩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9)与机筒(1)的内壁间隙配合；压扁时，

第一伸缩机构处于收缩状态且第二伸缩机构处于伸出状态或者第一伸缩机构处于伸出状

态且第二伸缩机构处于收缩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9)与机筒(1)的内壁仍然间隙配合；成

型时，第一伸缩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均处于伸出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9)与机筒(1)的内

壁贴合或者弹性抵接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炒茶机，其特征在于：第一伸缩机构包括伸缩杆(10)

靠近第一转轴(3)的一端设置的直径大于伸缩杆(10)直径的第一限位块(101)、在第一转轴

(3)上设置的可供伸缩杆(10)伸缩并限位第一限位块(101)滑出的配合槽(301)、固定于配

合槽(301)底部的第一电磁铁(11)以及固定连接于第一电磁铁(11)和第一限位块(101)之

间的第一复位弹簧(12)，伸缩杆(10)的伸缩受控于第一电磁铁(11)的得电或者失电，当第

一电磁铁(11)得电时，伸缩杆(10)收缩，此时，第一复位弹簧(12)处于收缩状态；当第一电

磁铁(11)失电时，在第一复位弹簧(12)的作用下，伸缩杆(10)伸出至第一限位块(101)抵住

配合槽(301)的开口处为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炒茶机，其特征在于：柔性摩擦层(9)的厚度为

0.5cm-2c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炒茶机，其特征在于：柔性摩擦层(9)为纱布摩擦层

或者毛毡摩擦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炒茶机，其特征在于：在机筒(1)的外环壁设置有进

出料口(2)，在机筒(1)的两端水平向外偏心延伸有第二转轴(5)以及位于机筒(1)两侧的与

第二转轴(5)转动连接的支撑架(6)，支撑架(6)上设置有驱使第二转轴(5)转动的第二电机

(7)，进料和炒茶时，进出料口(2)位于正上方；炒制结束后，第二电机(7)驱使第二转轴(5)

转动180°进行自动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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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炒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炒茶机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新型炒茶机。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人工炒茶采用的锅具一般包括生锅、二青锅和熟锅，三锅相连，序贯操作，

三口锅相连形成一个炒茶灶，锅呈25-30°倾斜。茶农概括整个炒茶的过程为三句话：“第一

锅满锅旋，第二锅带把劲，第三锅钻把子”。

[0003] 生锅主要起到杀青作用，锅温控制约在180℃-220℃，投叶量为0.25-0.5千克，叶

量多少视锅温和操作技术水平而定，炒法是用炒茶帚在锅中旋转炒拌，叶子跟着旋转翻动，

均匀受热失水，要转得快，用力匀，结合抖散茶叶，时间约1-2分钟。待叶质柔软，叶色暗绿，

即可扫入二青锅内。

[0004] 二青锅主要起继续杀青和初步揉条的作用，锅温比生锅略低，约为150℃-180℃，

因茶与锅壁的摩擦力比较大，用力应比生锅大，所以称为带把劲，使叶子随着炒茶扫帚在锅

内旋转，开始搓卷成条，同时要结合抖散茶团，透发热气。当叶片皱缩成条，茶汁粘着叶面，

有粘手感，即可扫入熟锅。

[0005] 熟锅主要起进一步做细茶条的作用，锅温比二青锅更低，约130℃-150℃。此时叶

子已经比较柔软，用炒茶扫帚旋炒几下，叶子即钻到把内竹枝内，有利于做条，稍稍抖动，叶

子则又散落到锅里。这样反复操作，使叶子吞吐于竹帚内外，把杀青失水和搓揉成条巧妙地

结合起来。

[0006] 炒青是一个术语，是指在制作茶叶的过程中利用微火在锅中使茶叶痿凋的手法，

通过人工的揉捻另茶叶水分快速蒸发，阻断了茶叶发酵的过程，并使茶汁的精华完全保留

的工序。是制茶史上一个大的飞跃。

[0007] 在当今社会，人工炒茶效率低且劳动程度大，导致制茶成本的显著提高，已经被机

器炒茶取代。但是，现有的炒茶机的结构一般如公告号为CN205884592U公开的一种转动式

半自动炒茶机，包括炒茶机主体和炒茶机主体内腔的第一第一第一转轴，所述炒茶机主体

的一侧安装有转动电机，所述转动电机与第一第一第一转轴通过第二第一第一转轴连接，

所述第一第一第一转轴上端的一侧通过第一连接杆安装有第一翻炒装置,所述第一第一第

一转轴下端的一侧通过第二连接杆与第二翻炒装置相连接，所述炒茶机主体上端安装有进

料口，且炒茶机主体远离转动电机的一侧安装有出料口，所述炒茶机主体的下端安装有支

架，且支架呈“H”形状，所述炒茶机主体的下端安装有烘炒电机装置,且烘炒电机装置位于

支架两侧的支撑柱之间。

[0008] 由于炒茶中的三个步骤：杀青-压扁-成型炒制的力度不同，采用上述机器炒制茶

叶，整个过程中炒茶的力度均不变，这就导致炒出来的茶叶茶型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机器炒茶的茶叶茶型差的缺点，提供了一种新型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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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够有效提高茶叶的茶型。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

[0011] 一种新型炒茶机，包括机筒和设置于机筒外壁的加热装置，机筒内转动设置有炒

茶机构，炒茶机构包括与机筒两端中心转动连接的第一转轴以及伸缩设置于第一转轴上的

炒茶部，第一转轴受控于第一电机，炒茶部包括呈外凸的弧形的翻炒部、固定于翻炒部靠近

机筒一侧上的柔性摩擦层以及连接于翻炒部和第一转轴之间的伸缩杆，在伸缩杆与第一转

轴之间设置有第一伸缩机构，在伸缩杆和翻炒部之间设置有第二伸缩机构，杀青时，第一伸

缩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均处于收缩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与机筒的内壁间隙配合；压扁

时，第一伸缩机构处于收缩状态且第二伸缩机构处于伸出状态或者第一伸缩机构处于伸出

状态且第二伸缩机构处于收缩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与机筒的内壁仍然间隙配合；成型

时，第一伸缩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均处于伸出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与机筒的内壁贴合或

者弹性抵接配合。

[0012] 采用上述方案，通过设置第一伸缩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实现柔性摩擦层与机筒内

壁间距的变化，从而适应在茶叶的不同炒制时期中，柔性摩擦层对茶叶力度的变化，在杀

青-压扁-成型的三个炒制周期内，柔性摩擦层与机筒内壁的间隙逐渐减小直至无间隙，导

致柔性摩擦层对茶叶的作用力呈逐渐增大的趋势，最终，茶叶被抵压进入柔性摩擦层内随

着柔性摩擦层的移动自动卷曲定型，对应人工炒茶中对炒茶三个周期时炒制力度的变化，

故，该新型炒茶机能够有效提高炒制后的茶叶的茶型，从而提高茶叶的品质。

[0013] 作为优选，第一伸缩机构包括伸缩杆靠近第一转轴的一端设置的直径大于伸缩杆

直径的第一限位块、在第一转轴上设置的可供伸缩杆伸缩并限位第一限位块滑出的配合

槽、固定于配合槽底部的第一电磁铁以及固定连接于第一电磁铁和第一限位块之间的第一

复位弹簧，伸缩杆的伸缩受控于第一电磁铁的得电或者失电，当第一电磁铁得电时，伸缩杆

收缩，此时，第一复位弹簧处于收缩状态；当第一电磁铁失电时，在第一复位弹簧的作用下，

伸缩杆伸出至第一限位块抵住配合槽的开口处为止。

[0014] 采用上述方案，通过控制第一电磁铁的得失电就能够最终实现柔性摩擦层与机筒

内壁的间隙的调节，从而改变柔性摩擦层对茶叶的施加力度，控制方便且易于实现。

[0015] 作为优选，柔性摩擦层的厚度为0.5cm-2cm。

[0016] 作为优选，柔性摩擦层为纱布摩擦层或者毛毡摩擦层。

[0017] 采用上述方案，纱布和毛毡的材质柔软且摩擦力大，在于茶叶的摩擦中不会损坏

茶叶的外表。

[0018] 作为优选，在机筒的外环壁设置有进出料口，在机筒的两端水平向外偏心延伸有

第二转轴以及位于机筒两侧的与第二转轴转动连接的支撑架，支撑架上设置有驱使第二转

轴转动的第二电机，进料和炒茶时，进出料口位于正上方；炒制结束后，第二电机驱使第二

转轴转动180°进行自动排料。

[0019] 采用上述方案，可以实现快速且自动排料。

[0020] 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技术效果：炒茶部通过第一伸缩

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实现位于其上的柔性摩擦层与机筒内壁间距的变化，从而适应在茶叶

的不同炒制时期中，柔性摩擦层对茶叶力度的变化，在杀青-压扁-成型的三个炒制周期内，

柔性摩擦层与机筒内壁的间隙逐渐减小直至无间隙，导致柔性摩擦层对茶叶的作用力呈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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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大的趋势，最终，茶叶被抵压进入柔性摩擦层内随着柔性摩擦层的移动自动卷曲定型，

对应人工炒茶中对炒茶三个周期时炒制力度的变化，并且在炒制后，成品茶叶能够实现自

动排料，该新型炒茶机能够实现自动切快速排出成品茶叶，有效提高炒制后的茶叶的茶型，

提高茶叶的品质。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炒茶机的俯视图；

[0022]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23] 图3是图2中A的放大图；

[0024]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新型炒茶机的主视图；

[0025] 图5是图4的B-B剖视图。

[0026] 以上附图中各数字标号所指代的部位名称如下：1、机筒；2、进出料口；3、第一转

轴；301、配合槽；4、第一电机；5、第二转轴；6、支撑架；7、第二电机；8、翻炒部；9、柔性摩擦

层；10、伸缩杆；101、第一限位块；102、第二限位块；11、第一电磁铁；12、第一复位弹簧；13、

固定套；14、第二电磁铁；15、第二复位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新型炒茶机，参照图1-图5所示，包括机筒1和设置于机筒1外壁的加热装置

(未示出)，加热装置为蛇形分布于机筒1外壁的加热管，在机筒1外壁设置有温度传感器，温

度传感器连接在温度控制器上，温度控制器可采用品牌为民熔，型号为HS-618f的电子式温

度控制器。

[0030] 在机筒1内转动设置有炒茶机构，参照图2、图3和图5所示，炒茶机构包括与机筒1

两端中心转动连接的第一转轴3以及伸缩设置于第一转轴3上的炒茶部，第一转轴3受控于

第一电机4，炒茶部绕第一转轴3的周向设置有至少一组，炒茶部包括呈外凸的弧形的翻炒

部8、固定于翻炒部8靠近机筒1一侧上的柔性摩擦层9以及连接于翻炒部8和第一转轴3之间

的伸缩杆10，柔性摩擦层9为纱布摩擦层或者毛毡摩擦层，柔性摩擦层9的厚度为0.5cm-

2cm。在伸缩杆10与第一转轴3之间设置有第一伸缩机构，在伸缩杆10和翻炒部8之间设置有

第二伸缩机构，杀青时，第一伸缩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均处于收缩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9

与机筒1的内壁间隙配合；压扁时，第一伸缩机构处于收缩状态且第二伸缩机构处于伸出状

态或者第一伸缩机构处于伸出状态且第二伸缩机构处于收缩状态，此时，柔性摩擦层9与机

筒1的内壁仍然间隙配合；成型时，第一伸缩机构和第二伸缩机构均处于伸出状态，此时，柔

性摩擦层9与机筒1的内壁贴合或者弹性抵接配合。

[0031] 第一伸缩机构参照图3所示，包括伸缩杆10靠近第一转轴3的一端设置的直径大于

伸缩杆10直径的第一限位块101、在第一转轴3上设置的可供伸缩杆10伸缩并限位第一限位

块101滑出的配合槽301、固定于配合槽301底部的第一电磁铁11以及固定连接于第一电磁

铁11和第一限位块101之间的第一复位弹簧12，伸缩杆10的伸缩受控于第一电磁铁11的得

电或者失电，当第一电磁铁11得电时，伸缩杆10收缩，此时，第一复位弹簧12处于收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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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电磁铁11失电时，在第一复位弹簧12的作用下，伸缩杆10伸出至第一限位块101抵住

配合槽301的开口处为止；

[0032] 第二伸缩机构参照图3所示，包括伸缩杆10靠近翻炒部的一端设置的直径大于伸

缩杆10直径的第二限位块102、在翻炒部上设置的可供伸缩杆10伸缩并限位第一限位块101

滑出的固定套13、设置于固定套13底部的第二电磁铁14以及固定连接于第二电磁铁14和第

二限位块102之间的第二复位弹簧15，伸缩杆10的伸缩受控于第二电磁铁14的得电或者失

电，当第二电磁铁14得电时，伸缩杆10靠近翻炒部8的一端缩入到固定套13内，此时，第二复

位弹簧15处于收缩状态；当第二电磁铁14失电时，在第二复位弹簧15的作用下，伸缩杆10伸

出至第二限位块102抵住固定套13的开口处为止。

[0033] 第一电磁铁11和第二电磁铁14的得电或者失电分别受控于独立的控制电路，控制

电路包括串联设置的第一电磁铁11和第一控制开关或者串联设置的第二电磁铁14和第二

控制开关，第一控制开关和第二控制开关设置在机筒1外部，操作人员可以根据翻炒时间去

控制第一电磁铁11和第二电磁铁14的得失电，为了便于设置，第一转轴3具有中心孔可供线

路穿设。

[0034] 杀青时，新鲜的茶叶投入到机筒1内，此时，茶叶叶片舒展，体积最大，故，柔性摩擦

层9与机筒1内壁的间隙较大，间隙范围为3cm-5cm,此时，第一电磁铁11和第二电磁铁14均

处于得电状态，第一复位弹簧12和第二复位弹簧15均处于收缩状态；翻炒一段时间后，茶叶

失去大量水分后需要经历压扁，此时，操作人员可以控制第一电磁铁11得电、第二电磁铁14

失电或者第一电磁铁11失电、第二电磁铁14得电，此时，柔性摩擦层9与机筒1的内壁仍然间

隙配合，该间隙范围为小于2cm；继续翻炒一段时间后需要进行最终的成型，操作人员控制

第一电磁铁11和第二电磁铁14均失电，此时，柔性摩擦层9与机筒1的内壁处于贴合或者弹

性抵接配合。

[0035] 实施例2

[0036]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作出如下改进，为了便于炒制后的茶叶的自动排放，

参照图4-图5所示，在机筒1的外环壁设置有进出料口2，进出料口2设置成漏斗状，在机筒1

的两端水平向外偏心延伸有第二转轴5，在机筒1两侧设置与第二转轴5转动连接的支撑架

6，在支撑架6的一侧设置有驱使第二转轴5转动的第二电机7，第二电机7进料和炒茶时，进

出料口2位于正上方；炒制结束后，操作人员可以通过操作第二电机7，驱使第二转轴5转动

180°进行自动排料。

[0037] 第一电机4和第二电机7均为现有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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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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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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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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