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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

涉及采茶装置，包括采茶部和提拉部，所述采茶

部包括壳体，具有圆弧状的采茶面；所述采茶面

上开设有多个独立的收割口，在所述壳体上与每

个所述收割口对应的位置处均设置有凸起的空

包，所述空包用于容纳所述裁剪装置采集的茶

叶；裁剪装置，分布设置在每个所述收割口内；所

述裁剪装置用于裁剪茶叶；所述提拉部固定设置

在所述壳体的上端面用于提供着力点；本方案通

过对采茶机的结构做全新的设计，并对其中的壳

体设置专用的采茶面，以便于配合茶树多为矮圆

形的特点，圆弧状的采茶面能贴合茶树的外部造

型进行削皮式收割，保证采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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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包括采茶部和提拉部(20)，其特征在于，所述采茶部包括

壳体(10)，具有圆弧状的采茶面(11)；所述采茶面(11)上开设有多个独立的收割口

(12)，在所述壳体(10)上与每个所述收割口(12)对应的位置处均设置有凸起的空包(13)，

所述空包(13)用于容纳裁剪装置采集的茶叶；

裁剪装置，分布设置在每个所述收割口(12)内；所述裁剪装置用于裁剪茶叶；

所述提拉部(20)固定设置在所述壳体(10)的上端面用于提供着力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收割口(12)的

顶端均设置有拦叶网(14)。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裁剪装置包括

呈双层往复式设计的刀片(31)，所述刀片(31)设置在所述收割口(12)的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裁剪装置还包括设

置在所述收割口(12)内的第一旋叶扇(32)和第二旋叶扇(33)，所述第一旋叶扇(32)靠近所

述收割口(12)的顶端，所述第二旋叶扇(33)靠近所述刀片(31)，所述第一旋叶扇(32)与所

述第二旋叶扇(33)并排独立设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提拉部(20)包括转

接段(21)和握把段(22)，所述握把段(22)通过所述转接段(21)与所述壳体(10)连接；所述

握把段(22)与所述转接段(21)通过一旋钮(100)固定，使得所述握把段(22)相对于所述转

接段(21)能绕所述旋钮(100)旋转。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段(21)包括两

个间隔设置的转接臂，两个所述转接臂之间通过加强杆固定连接；两个所述转接臂靠近所

述握把段(22)的端面上固定有第一连接板；所述握把段(22)上固定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板对

应的第二连接板，所述旋钮(100)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转接臂为伸缩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握把段(22)内设置

有软橡胶材料制成的凹槽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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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采茶装置，具体为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

背景技术

[0002] 采茶机的工作方式是从茶叶的树枝最前端通过刀片的反复切割把顶端鲜嫩的叶

梢采摘下来。国内目前大多数采茶机都是依照大型的设计模式，操作起来较为笨重，对于新

鲜茶叶的采摘收集很难做到高效。

[0003] 通过对市面上的采茶机的调研，结果显示重量普遍超过1.5kg，而且都为单手剐蹭

式作业，机体本身不附带装茶叶的袋子，需要同时拿机器和收获袋，这样的运作模式对于茶

农的惯用作业手负担大，因为很难长时间单臂举着1.5kg以上的机械进行作业，需要对机器

的使用方式进行改进设计，能让机器在作业的同时可以将茶叶收纳进收容袋中。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新的采茶机结构，通过使用

本方案提供的采茶机达到方便人们使用和提高采茶效率的目的。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具体方案如下：

[0006] 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包括采茶部和提拉部，所述采茶部包括

[0007] 壳体，具有圆弧状的采茶面；所述采茶面上开设有多个独立的收割口，在所述壳体

上与每个所述收割口对应的位置处均设置有凸起的空包，所述空包用于容纳所述裁剪装置

采集的茶叶；

[0008] 裁剪装置，分布设置在每个所述收割口内；所述裁剪装置用于裁剪茶叶；

[0009] 所述提拉部固定设置在所述壳体的上端面用于提供着力点。

[0010] 进一步的，每个所述收割口的顶端均设置有拦叶网。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裁剪装置包括呈双层往复式设计的刀片，所述刀片设置在所述收

割口的底部。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裁剪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所述收割口内的第一旋叶扇和第二旋叶

扇，所述第一旋叶扇靠近所述收割口的顶端，所述第二旋叶扇靠近所述刀片，所述第一旋叶

扇与所述第二旋叶扇并排独立设置。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提拉部包括转接段和握把段，所述握把段通过所述转接段与所述

壳体连接；所述握把段与所述转接段通过一旋钮固定，使得所述握把段相对于所述转接段

能绕所述旋钮旋转。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转接段包括两个间隔设置的转接臂，两个所述转接臂之间通过加

强杆固定连接；两个所述转接臂靠近所述握把段的端面上固定有第一连接板；所述握把段

上固定有与所述第一连接板对应的第二连接板，所述旋钮连接所述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

板。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转接臂为伸缩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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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的，所述握把段内设置有软橡胶材料制成的凹槽握痕。

[0017] 采用本技术方案所达到的有益效果为：

[0018] 本方案通过对采茶机的结构做全新的设计，并对其中的壳体设置专用的采茶面，

以便于配合茶树多为矮圆形的特点，圆弧状的采茶面能贴合茶树的外部造型进行削皮式收

割，保证采摘的效率；同时设置收割口，每一个收割口都有一套独立的收纳空包，方便于同

时采摘收集。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方案的提拉型电动采茶机立体结构图。

[0020] 图2为提拉型电动采茶机主视结构图。

[0021] 图3为提拉型电动采茶机俯视结构图。

[0022] 图4为提拉型电动采茶机侧视结构图。

[0023] 图5为提拉部处于伸长状态的侧视结构图。

[0024] 其中：10壳体、11采茶面、12收割口、13空包、14拦叶网、20提拉部、21转接段、22握

把段、31刀片、32第一旋叶扇、33第二旋叶扇、100旋钮。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实用

新型，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002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通过对其结构的全新设计，使得本

方案摒弃了传统的单手剐蹭式作业的方式，同时将容纳茶叶的袋子(空包)集成设置在壳体

上，以方便人们的使用。

[0027] 具体的，参见图1‑图4，本实施例提供的农用提拉型电动采茶机包括采茶部和提拉

部20，这里的采茶部主要用于实现对茶叶的采集，而提拉部20主要便于茶农的使用，通过操

作提拉部20控制采茶部的采茶作业。

[0028] 所述采茶部包括壳体10，为了配合茶树的具体形态特征，在壳体10上设置有圆弧

状的采茶面11以形成采茶口，圆弧状设计能贴合茶树的外部造型进行削皮式收割，与现实

中削土豆皮的操作极为相似，通过以上设计，操作简单并且在采摘茶叶的时候更加高效；采

茶面11上开设有多个独立的收割口12，并且在壳体10上与每个收割口12对应的位置处均设

置有凸起的空包13，空包13用于容纳裁剪装置采集的茶叶；这里描述的裁剪装置分布设置

在每个收割口12内；裁剪装置用于裁剪茶叶。

[0029] 可以理解为，在具体的采茶操作中，茶农通过手持提拉部20，利用固定设置在壳体

10上端面提拉部20提供的着力点操纵整个采茶部，使得弧形结构的采茶口靠近茶树，在裁

剪装置的裁剪作用下，将采集的茶叶收纳到空包13中；将收集作用的空包13集成设置在壳

体10中，相比于传统需要额外拿着收获袋的方式，本方案更加方便操作和使用，有利于同时

采摘和收集。

[0030] 可选的，本方案中设计的收割口12一共有三个，每个收割口12连接一个独立的空

包13，并且在每个收割口12中单独设置有一个裁剪装置实现对茶叶的裁剪。

[0031] 本方案中，每个收割口12的顶端均设置有拦叶网14，这里的拦叶网14主要起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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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作用，防止采茶过程中因为裁剪装置采摘的茶叶飞溅而丢失部分新鲜茶叶，即通过该拦

叶网14防止茶叶飞溅，从而保证采摘过程中获得量的充足。

[0032] 本方案中，提供的裁剪装置包括呈双层往复式设计的刀片31和旋叶扇，其中刀片

31设置在收割口12的底部；旋叶扇包括设置在收割口12内的第一旋叶扇32和第二旋叶扇

33，第一旋叶扇32靠近收割口12的顶端，第二旋叶扇33靠近刀片31，并且第一旋叶扇32与第

二旋叶扇33并排独立设置。

[0033] 通过在采茶口(收割口12)处设计了双层的旋叶扇(第一旋叶扇32和第二旋叶扇

33)；双层对比单层的优势体现在于，相同的收割口12面积下，双层的旋叶扇的每层页面小，

不容易拍飞采摘下来的茶叶，能更好把茶叶收容起来，并且第一旋叶扇32能收集到顶部拦

叶网14上的茶叶，收集范围更加扩大。

[0034] 本方案中，参见图1、图5，考虑到不同茶农的弯腰使用状态，这里对提拉部20的结

构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设计；本方案中，提拉部20包括转接段21和握把段22，其中握把段22通

过转接段21与壳体10连接；握把段22与转接段21通过一旋钮100固定，使得握把段22相对于

转接段能绕旋钮100旋转。

[0035] 通过设置可以旋转转动调节的握把段22，茶农双手可根据实际的需要任意改变角

度，能够加快采摘收割的效率。

[0036] 具体的，转接段21包括两个间隔设置的转接臂，两个转接臂之间通过加强杆固定

连接；两个转接臂靠近握把段22的端面上固定有第一连接板；握把段22上固定有与第一连

接板对应的第二连接板，旋钮100连接第一连接板和第二连接板，通过第一连接板、第二连

接板和旋钮100的配合连接，实现了握把段22的可翻转设计。

[0037] 可选的，转接臂为伸缩臂，即茶农可根据需要适当的延长或者缩短整个提拉部的

长度。

[0038] 可选的，握把段22内设置有软橡胶材料制成的凹槽握痕，符合人体力学，提高使用

的舒适性。

[0039] 本技术方案的电动采茶机将“剪茶、拦茶、纳茶、存茶”这四个采茶步骤融合为一

体，增加了采茶的效率，将往日市场上大型的采茶机的功能缩小在一台精巧的机器上，解决

了操作不便和茶叶收割质量差等问题。

[0040] 其中，机体(壳体10)背部的空包13是储存茶叶的地方，底部有椭圆形的收容装置

接口，侧面有电机设置及充电的插座，只需要按动机器电源按钮，机体前端的切刀就会依着

茶叶的长势正向推进。

[0041] 设置可伸缩旋转的握把段22，茶农不需要弯腰，双手可轻松拿住，并且任意改变角

度，能够加快采摘收割的效率；通过对采茶机的结构做全新的设计，并对其中的壳体设置专

用的采茶面，以便于配合茶树多为矮圆形的特点，方便于同时采摘收集。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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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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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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