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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

除设备，包括龙门架、转移输送机构、中间加固

架、震动模拟机构和碎渣去除机构，所述龙门架

设置在中间加固架的两侧，所述转移输送机构设

置在两个龙门架之间，所述震动模拟机构设置在

转移输送机构的内腔，所述碎渣去除机构设置在

中间加固架的内腔，该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

设备,以对接工业生产流水线式的设计，更好的

契合当下机械化的茶叶压饼生产模式，在影响茶

饼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茶饼加工生产的质量，传

送带的运输方式来进行茶饼的转移，茶饼孔配合

着回收箱顶部设置的活动凸起，在移动中模拟出

了运输过程中的震动，一方面检测了茶饼的夯实

度，另一方面在移动过程中以震动的方式震落茶

饼中的碎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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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龙门架(1)、转移输送机构

(2)、中间加固架(3)、震动模拟机构(4)和碎渣去除机构(5)，所述龙门架(1)设置在中间加

固架(3)的两侧，所述转移输送机构(2)设置在两个龙门架(1)之间，所述震动模拟机构(4)

设置在转移输送机构(2)的内腔，所述碎渣去除机构(5)设置在中间加固架(3)的内腔；

输送转移机构(2)包括输送轴(201)、转移带(202)、满齿盘(203)、运输电机(204)、单齿

盘(205)、链条(206)和茶饼口(207)，所述输送轴(201)贯穿式安装在龙门架(1)的内腔，所

述转移带(202)套装在输送轴(201)的外圈上，所述满齿盘(203)套装在输送轴(201)的外圈

上，所述运输电机(204)安装在龙门架(1)的顶部，所述单齿盘(205)套装在运输电机(204)

的输出轴上，所述链条(206)套装在单齿盘(205)和满齿盘(203)的外圈上，所述茶饼口

(207)等距离开设在转移带(20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震动模

拟机构(4)包括回收箱(401)、箱门(402)、输送滚筒(403)、漏料口(404)、振动盘(405)、模拟

辊(406)、贯穿孔(407)和震荡条(408)，所述回收箱(401)通过螺栓安装在龙门架(1)的内

侧，所述箱门(402)通过合页安装在回收箱(401)的正面，所述输送滚筒(403)通过横轴安装

在回收箱(401)的顶部，所述漏料口(403)等距离开设在回收箱(401)的顶部，所述振动盘

(405)通过横轴安装在回收箱(401)正面和背面的顶部，所述模拟辊(406)通过横轴安装在

回收箱(401)的内腔，所述贯穿孔(407)开设在模拟辊(406)的顶部，所述震荡条(408)贯穿

式安装在贯穿孔(407)的内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碎渣去

除机构(5)包括中下处理机构(501)和顶层处理机构(502)，所述中下处理机构(501)设置在

中间固定架(3)内腔的底部，所述顶层处理机构(502)设置在中间固定架(3)内腔的顶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中下处

理机构(501)包括机箱(5011)、切根电机(5012)、支撑盘(5013)、侧边弧片(5014)和切根插

孔(5015)，所述机箱(5011)的正面背面均通过螺栓与中间固定架(3)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

切根电机(5012)安装在机箱(5011)的内腔，所述支撑盘(5013)通过垂直栓与切根电机

(501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侧边弧片(5014)的底部与支撑盘(5013)的顶部固定连接，

所述切根插孔(5015)开设在侧边弧片(5014)的侧面上。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层处

理机构(502)包括液压伸缩柱(5021)、推送盘(5022)、去渣电机(5023)和刷毛盘(5024)，所

述液压伸缩柱(5021)安装在中间固定架(3)的顶部，所述推送盘(5022)的顶部与液压伸缩

柱(5021)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去渣电机(5023)通过螺栓安装在推送盘(5022)顶部的中

部，所述刷毛盘(5024)的顶部与去渣电机(5023)输出轴可拆卸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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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饼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现在生产出来的红茶，其产品分为两种，一种为散茶，散茶的保质期都在12-18个

月之间，另一种是饼茶，通过对贮藏了18个月且采用相同加工工艺的红茶散茶和饼茶进行

感官评定和内含物质对比研究，发现饼茶的品质明显优于散茶，这是由于红茶在贮藏期间

香气和一些内含物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挥发，使茶叶滋味淡薄,无明显香气。

[0003] 虽说茶饼相对于散茶来说更利于茶叶的保存，但是在茶饼制作过程中无疑是需要

对多层茶叶进行压制成饼操作的，在压饼操作过程中由于茶叶的自身特性，即炒制之后的

茶叶处于较脆的状态，压制成饼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较多的茶叶碎渣，当然一部分碎渣会掉

落与茶饼分离，但还是有一大部分的碎渣会被压制进入到茶饼中，在茶饼中的碎渣在包装、

运输甚至在用户泡茶的时候都会发生掉落，茶饼中的碎渣不仅仅会影响茶饼质量增加销售

难度，这类碎渣在泡茶的时候是不能够入壶的，还会影响用户的饮茶时候的口感，因此对于

茶饼加工中产生的对于碎渣的处理还是非常重要的，碎渣的存在与否或者是碎渣的含量，

将直接关系到茶饼的品质、产业链的经济效益以及用户的体验和品牌的口碑。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解决了

茶饼中含有茶叶碎渣影响整个茶饼质量以及用户掰开时容易产生较多碎渣影响茶品和饮

用口感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

去除设备，包括龙门架、转移输送机构、中间加固架、震动模拟机构和碎渣去除机构，所述龙

门架设置在中间加固架的两侧，所述转移输送机构设置在两个龙门架之间，所述震动模拟

机构设置在转移输送机构的内腔，所述碎渣去除机构设置在中间加固架的内腔。

[0008] 输送转移机构包括输送轴、转移带、满齿盘、运输电机、单齿盘、链条和茶饼口，所

述输送轴贯穿式安装在龙门架的内腔，所述转移带套装在输送轴的外圈上，所述满齿盘套

装在输送轴的外圈上，所述运输电机安装在龙门架的顶部，所述单齿盘套装在运输电机的

输出轴上，所述链条套装在单齿盘和满齿盘的外圈上，所述茶饼口等距离开设在转移带上。

[0009] 优选的，所述震动模拟机构包括回收箱、箱门、输送滚筒、漏料口、振动盘、模拟辊、

贯穿孔和震荡条，所述回收箱通过螺栓安装在龙门架的内侧，所述箱门通过合页安装在回

收箱的正面，所述输送滚筒通过横轴安装在回收箱的顶部，所述漏料口等距离开设在回收

箱的顶部，所述振动盘通过横轴安装在回收箱正面和背面的顶部，所述模拟辊通过横轴安

装在回收箱的内腔，所述贯穿孔开设在模拟辊的顶部，所述震荡条贯穿式安装在贯穿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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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振动盘的顶部与转移带的底部相切，并且转移带对其顶部具有一定的压力，振动盘是

随着转移带的运动而不断进行转动的，贯穿孔的内腔为类漏斗状。

[0010] 优选的，所述碎渣去除机构包括中下处理机构和顶层处理机构，所述中下处理机

构设置在中间固定架内腔的底部，所述顶层处理机构设置在中间固定架内腔的顶部。

[0011] 优选的，所述中下处理机构包括机箱、切根电机、支撑盘、侧边弧片和切根插孔，所

述机箱的正面背面均通过螺栓与中间固定架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切根电机安装在机箱的

内腔，所述支撑盘通过垂直栓与切根电机的输出轴固定连接，所述侧边弧片的底部与支撑

盘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切根插孔开设在侧边弧片的侧面上。

[0012] 优选的，所述顶层处理机构包括液压伸缩柱、推送盘、去渣电机和刷毛盘，所述液

压伸缩柱安装在中间固定架的顶部，所述推送盘的顶部与液压伸缩柱的底部固定连接，所

述去渣电机通过螺栓安装在推送盘顶部的中部，所述刷毛盘的顶部与去渣电机输出轴可拆

卸式连接。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该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以对接工业生产流水线式的设计，更好的

契合当下机械化的茶叶压饼生产模式，在影响茶饼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茶饼加工生产的质

量。

[0016] (2)、该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以传送带的运输方式来进行茶饼的转移，

茶饼孔配合着回收箱顶部设置的活动凸起，在移动中模拟出了运输过程中的震动，一方面

检测了茶饼的夯实度，另一方面在移动过程中以震动的方式震落较为松散的茶叶以及压入

茶饼中的碎渣。

[0017] (3)、该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碎渣去除机构以茶叶平铺弯曲方向进行包

裹式转动，紧贴着茶饼侧面进行运动，一方面可以将茶饼侧面受到挤压而凸起的部分进行

二次塑形，另一方面还可以对侧面的叶根进行切除，大幅度提高茶饼中的茶叶质量，增加产

品的整体品质。

[0018] (4)、该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以刷毛的方式直接与茶饼的顶部相互接

触，在不断下降包裹茶饼的时候，刷毛便会直接插入存在有碎渣产生的孔洞中，随着碎渣去

除机构的不断转动，未插入茶饼中的刷毛便对茶饼表面震动松散的碎渣进行清扫，进入到

孔洞中的刷毛便会在转动的时候将孔洞中的碎渣进行松动甚至带出茶饼的内腔。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震动模拟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振动盘正面剖视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中间加固架侧视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支撑盘俯视图。

[0024] 图中：1龙门架、2转移输送机构、201输送轴、202转移带、203满齿盘、204运输电机、

205单齿盘、206链条、207茶饼口、3中间加固架、4震动模拟机构、401回收箱、402箱门、403输

送滚筒、404漏料口、405振动盘、406模拟辊、407贯穿孔、408震荡条、5碎渣去除机构、50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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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处理机构、5011机箱、5012切根电机、5013支撑盘、5014侧边弧片、5015切根插孔、502顶层

处理机构、5021液压伸缩柱、5022推送盘、5023去渣电机、5024刷毛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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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在本发明中，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固定”等

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成一体；可以是机械连

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

部的连通或两个元件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7] 请参阅图1-5，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包

括龙门架1、转移输送机构2、中间加固架3、震动模拟机构4和碎渣去除机构5，龙门架1设置

在中间加固架3的两侧，转移输送机构2设置在两个龙门架1之间，震动模拟机构4设置在转

移输送机构2的内腔，碎渣去除机构5设置在中间加固架3的内腔，输送转移机构2包括输送

轴201、转移带202、满齿盘203、运输电机204、单齿盘205、链条206和茶饼口207，输送轴201

贯穿式安装在龙门架1的内腔，转移带202套装在输送轴201的外圈上，满齿盘203套装在输

送轴201的外圈上，运输电机204安装在龙门架1的顶部，单齿盘205套装在运输电机204的输

出轴上，链条206套装在单齿盘205和满齿盘203的外圈上，茶饼口207等距离开设在转移带

202上，震动模拟机构4包括回收箱401、箱门402、输送滚筒403、漏料口404、振动盘405、模拟

辊406、贯穿孔407和震荡条408，回收箱401通过螺栓安装在龙门架1的内侧，箱门402通过合

页安装在回收箱401的正面，输送滚筒403通过横轴安装在回收箱401的顶部，漏料口403等

距离开设在回收箱401的顶部，振动盘405通过横轴安装在回收箱401正面和背面的顶部，模

拟辊406通过横轴安装在回收箱401的内腔，贯穿孔407开设在模拟辊406的顶部，震荡条408

贯穿式安装在贯穿孔407的内腔，振动盘405的顶部与转移带202的底部相切，并且转移带

202对其顶部具有一定的压力，振动盘是随着转移带202的运动而不断进行转动的，贯穿孔

407的内腔为类漏斗状，碎渣去除机构5包括中下处理机构501和顶层处理机构502，中下处

理机构501设置在中间固定架3内腔的底部，顶层处理机构502设置在中间固定架3内腔的顶

部，中下处理机构501包括机箱5011、切根电机5012、支撑盘5013、侧边弧片5014和切根插孔

5015，机箱5011的正面背面均通过螺栓与中间固定架3的内壁固定连接，切根电机5012安装

在机箱5011的内腔，支撑盘5013通过垂直栓与切根电机5012的输出轴固定连接，侧边弧片

5014的底部与支撑盘5013的顶部固定连接，切根插孔5015开设在侧边弧片5014的侧面上，

顶层处理机构502包括液压伸缩柱5021、推送盘5022、去渣电机5023和刷毛盘5024，液压伸

缩柱5021安装在中间固定架3的顶部，推送盘5022的顶部与液压伸缩柱5021的底部固定连

接，去渣电机5023通过螺栓安装在推送盘5022顶部的中部，刷毛盘5024的顶部与去渣电机

5023输出轴可拆卸式连接。

[0028] 该成型红茶饼碎屑筛选去除设备工作时，移动整个装置将其一侧的龙门架1与压

饼设备的出料口的传送带对接，茶饼经过输送便会经过输送进入到转移带202上的茶饼口

207的中，茶饼的底部与回收箱401的顶部以及输送滚筒403的顶部相接触，运输电机204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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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后通过其输出轴带动其上套装的单齿盘205转动，单齿盘205在一个转动周期内带动链

条206转动半个周期，即链条206通过满齿盘203带动输送轴201转动，然后输送轴201便会带

动转移带202移动一段距离，转移带202便会带动茶饼口207带动其上的茶饼移动一段距离，

其中转移带202在运动的时候，转移带202与振动盘405相接触，通过摩擦力带动振动盘405

转动，振动盘405则是带动模拟辊406转动，模拟辊406转动的时候便会带动其上贯穿连接的

震荡条408不断转动并且向上推送挤压着茶饼，当震荡条408转动至与转移带202相互垂直

的时候即将茶饼推送至最高位置，然后由于震荡条408与贯穿孔407之间摩擦力达到极限，

震荡条408便会向下坠落，此时的茶饼边睡瞬间掉落，产生的震动便会将残留的碎渣震落，

同时，如果压饼不合格的话，茶饼便很有可能被震碎，即使检验出不合格的茶饼，当转移带

202将茶饼移动至碎渣机构5位置的时候，由于单齿盘205的存在，使得茶饼会停留在碎渣机

构5一小段时间，首先是液压伸缩柱5021带动推送盘5022不断向下运动并使得刷毛盘5024

连同刷毛靠近并挤压茶饼，部分刷毛便会沿着茶饼中的孔洞深入到茶饼的内部，去渣电机

5023带动刷毛盘5024转动，刷毛盘5024便会将孔洞中的碎渣进行松动甚至是带出茶饼，与

此同时，切根电机5012带动支撑盘5013转动，支撑盘5013带动其上的侧边弧片5014紧贴着

茶饼的侧边进行转动，侧边弧片5014具有一定的弹性，在挤压夯实着茶饼的同时，茶根便会

卡进切根插孔5015，随着侧边弧片5014的转动将茶根切断，同时表面较为粗糙的支撑盘

5013也对茶饼的底部进行去毛除渣。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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