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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

本实用新型包括茶叶清洗桶、三脚架、固定环、排

污箱，三脚架固定在地面上，顶部与固定环通过

螺钉固定连接；茶叶清洗桶与三脚架可拆卸链

接；茶叶清洗桶正下方安置有排污箱，排污箱与

地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茶叶清洗桶顶面安装有

电机，电机与茶叶清洗桶顶面固定连接；本实用

新型装置安装便捷，解开卡扣即可打开翻盖添加

材料，电机开始运转后信号灯则会亮起，驱动搅

拌器进行旋转清洗，同时活性炭网吸附杂质，清

洗完成后通过排水口将清洗液和茶叶排出至下

方的排污箱，茶叶会被过滤在网上，清洗液则流

入排污箱内，从排水口排放，在完成排水后将筛

茶板拆卸置于别处摊晾，安装闲置的筛茶板继续

下一批茶叶清洁。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213001526 U

2021.04.20

CN
 2
13
00
15
26
 U



1.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包括茶叶清洗桶（1）、三脚架（2）、固定环（3）、排污箱（4），其

特征在于，所述三脚架（2）固定在地面上，顶部与固定环（3）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茶叶清

洗桶（1）与三脚架（2）可拆卸链接；所述茶叶清洗桶（1）正下方安置有排污箱（4），所述排污

箱（4）与地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茶叶清洗桶（1）顶面安装有电机（5），所述电机（5）与

茶叶清洗桶（1）顶面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顶

面安装有信号灯（6），所述信号灯（6）与茶叶清洗桶（1）顶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顶

部左端设有翻盖（7）和铰链（8），所述铰链（8）两端分别与茶叶清洗桶（1）顶部侧壁和翻盖

（7）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翻盖（7）与茶叶清洗桶（1）通过铰链（8）转动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翻盖（7）设有卡扣

（14），所述卡扣（14）两端分别与翻盖（7）和茶叶清洗桶（1）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内

壁顶面设有橡胶垫圈（9），所述橡胶垫圈（9）与茶叶清洗桶（1）顶面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顶

部侧壁安装有橡胶卡环（10），所述橡胶卡环（10）与茶叶清洗桶（1）顶部侧壁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内

壁安装有活性炭过滤网（11），所述活性炭过滤网（11）与茶叶清洗桶（1）内壁固定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内

安装有搅拌器（12），所述搅拌器（12）顶端穿过茶叶清洗桶（1）顶面与电机（5）固定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茶叶清洗桶（1）内

底部设有排水口（13），所述排水口（13）与茶叶清洗桶（1）一体连接；所述排污箱（4）由筛茶

板（15）和箱体（16）组成，所述筛茶板（15）与箱体（16）顶部卡接，所述箱体（16）底部设有排

污口（17），所述排污口（17）与箱体（16）一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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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茶叶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茶叶，俗称茶，一般包括茶树的叶子和芽；茶叶成分有儿茶素、胆甾烯酮、咖啡碱、

肌醇、叶酸、泛酸，有益健康。茶叶制成的茶饮料，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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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加工又称“制茶”，是将茶树

鲜叶经过各道加工工序，制成各种半成品茶或成品茶的过程。按加工过程不同，可分为初

制、精制、再加工和深加工。加工工艺不同便形成不同的茶类，各茶类茶叶品质的形成取决

于加工工序的协调配合；优质的鲜叶原料只有在优良的加工条件下，生产出优质的各种茶

叶。

[0003] 其中茶叶加工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之一便是茶叶的清洗和摊晾，洗茶的作用，

一是为饮茶卫生而洗去茶中的杂质。尘垢。因散茶在采制贮藏的过程中，难免有灰尘、杂质

混入茶叶中，通过清洗，去污存精。二是去掉茶叶中的阴湿之气。因茶叶有很强的吸湿性、陈

化性和吸收异味性，内含多种"亲水性"的物质，故在贮放过程中极易吸收潮气和异味。通过

洗茶时的热水浇淋，可去掉茶叶中的湿气、冷气，再经过摊晾后，使茶叶中的水分充分挥发，

至此茶叶的初加工才接近尾声。茶叶的品质与该步骤密不可分。

[0004] 目前市场上已有的茶叶清洁设备种类较多，但大多只是简单的加水清洗，清洁效

果不理想，且鲜有结合摊晾功能的装置，因此我们提出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实用新型为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包括茶叶清洗桶、三脚架、固定环、排污箱，

所述三脚架固定在地面上，顶部与固定环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茶叶清洗桶与三脚架可

拆卸链接；所述茶叶清洗桶正下方安置有排污箱，所述排污箱与地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

述茶叶清洗桶顶面安装有电机，所述电机与茶叶清洗桶顶面固定连接。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顶面安装有信号灯，所述

信号灯与茶叶清洗桶顶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顶部左端设有翻盖和铰

链，所述铰链两端分别与茶叶清洗桶顶部侧壁和翻盖通过螺钉固定连接；所述翻盖与茶叶

清洗桶通过铰链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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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翻盖设有卡扣，所述卡扣两端分别与

翻盖和茶叶清洗桶固定连接。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内壁顶面设有橡胶垫圈，

所述橡胶垫圈与茶叶清洗桶顶面固定连接。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顶部侧壁安装有橡胶卡

环，所述橡胶卡环与茶叶清洗桶顶部侧壁固定连接。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内壁安装有活性炭过滤

网，所述活性炭过滤网与茶叶清洗桶内壁固定连接。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内安装有搅拌器，所述搅

拌器顶端穿过茶叶清洗桶顶面与电机固定连接。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茶叶清洗桶内底部设有排水口，所述

排水口与茶叶清洗桶一体连接；所述排污箱由筛茶板和箱体组成，所述筛茶板与箱体顶部

卡接，所述箱体底部设有排污口，所述排污口与箱体一体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装置占地面积小，安装便捷，清洗装置顶部设有翻盖，解开卡扣即可打开翻盖添加

需清洗的茶叶和水，装置开始运转后，信号灯则会亮起，电机开始运转，通过电机驱动搅拌

器进行旋转清洗，清洗同时装置内的活性炭网能够吸附茶叶上洗下的灰尘异物杂质，清洗

完成后，通过排水口将清洗液和茶叶排出并流至下方的排污箱，茶叶会被过滤筛留在筛茶

网上，清洗液则会流入排污箱内，并从箱内的排水口排放，排水口可与排污管等处连接，操

作人员可在完成排水后将筛茶板拆卸，置于别处摊晾，并安装闲置的筛茶板继续下一批茶

叶清洁，十分高效便捷。

[0017] 当然，实施本实用新型的任一产品并不一定需要同时达到以上所述的所有优点。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

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A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排污箱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茶叶清洗桶；2、三脚架；3、固定环；4、排污箱；5、电机；6、信号灯；7、翻盖；

8、铰链；9、橡胶垫圈；10、橡胶卡环；11、活性炭过滤网；12、搅拌器；13、排水口；14、卡扣；15、

筛茶板；16、箱体；17、排污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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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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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为一种茶叶清洁摊晾装置，包括茶叶清洗桶1、三脚架2、固

定环3、排污箱4，三脚架2固定在地面上，顶部与固定环3通过螺钉固定连接；茶叶清洗桶1与

三脚架2可拆卸链接，装置运转时固定在三脚架2上，需对装置维护清洗时可将茶叶清洗桶1

拆卸下来；茶叶清洗桶1正下方安置有排污箱4，排污箱4与地面通过螺钉固定连接，用于盛

接排出的茶叶和清洗液；茶叶清洗桶1顶面安装有电机5，电机5与茶叶清洗桶1顶面固定连

接，用于驱动搅拌器12运转；茶叶清洗桶1顶面安装有信号灯6，信号灯6与茶叶清洗桶1顶面

通过螺钉固定连接，当装置开始运行后信号灯6会亮起显示工作状态。

[0026] 如图2和图3所示，茶叶清洗桶1顶部左端设有翻盖7和铰链8，铰链8两端分别与茶

叶清洗桶1顶部侧壁和翻盖7通过螺钉固定连接；翻盖7与茶叶清洗桶1通过铰链8转动连接，

翻盖7设有卡扣14，卡扣14两端分别与翻盖7和茶叶清洗桶1固定连接，翻盖7通过铰链8转动

开关，用于添加清洗液或茶叶，关闭后通过卡扣14将翻盖7进一步固定；茶叶清洗桶1内壁顶

面设有橡胶垫圈9，橡胶垫圈9与茶叶清洗桶1顶面固定连接，茶叶清洗桶1顶部侧壁安装有

橡胶卡环10，橡胶卡环10与茶叶清洗桶1顶部侧壁固定连接，翻盖7关闭后，橡胶垫圈9和橡

胶卡环10卡接，将茶叶清洗桶1密封，有效防止清洗液溢出；茶叶清洗桶1内壁安装有活性炭

过滤网11，活性炭过滤网11与茶叶清洗桶1内壁固定连接，在清洗过程会将茶叶上的灰尘异

物冲洗下来并被活性炭过滤网11吸附，使清洗效果更好；茶叶清洗桶1内安装有搅拌器12，

搅拌器12顶端穿过茶叶清洗桶1顶面与电机5固定连接，由电机5驱动对装置内清洗液和茶

叶进行搅拌清洗；茶叶清洗桶1内底部设有排水口13，排水口13与茶叶清洗桶1一体连接，清

洗完成后茶叶伴随清洗液从排水口13流出至排污箱4。

[0027] 如图4所示，排污箱4由筛茶板15和箱体16组成，筛茶板15与箱体16顶部卡接，箱体

16底部设有排污口17，排污口17与箱体16一体连接，清洗后的茶叶会被过滤筛下留在筛茶

板15上，清洗液则会流入箱体16通过排污口17排放，操作人员即可将筛茶板15拆下置于别

处摊晾，并进行下一批茶叶的清洗，便捷且高效。

[0028] 最后应说明的是：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竖直”、“上”、

“下”、“水平”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

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9]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至少一个

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

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

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

[0030] 以上公开的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实用新型。优选实施例并

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实用新型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

明书的内容，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

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

实用新型。本实用新型仅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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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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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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