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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茶叶揉捻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茶叶机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茶

叶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包括揉捻盘，揉捻盘的盘

面上方布置有竖直布置的揉捻筒，揉捻筒上设置

有压盖，压盖与升降机构连接，所述升降机构包

括电机，压盖与拉杆的下端相连，所述拉杆与电

机之间设置传动机构，电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

杆升降动作并连动压盖与揉捻盘的上盘面靠近

或远离，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杆的上下动作从

而可实现对压盖的上下抬升动作，利用电机及传

动机构不仅实现对压盖自动化抬升，减少人工参

与，提高操作效率，而且利用电机驱动压盖升降

动作，还能调节压盖施加给茶叶的揉捻压力，确

保茶叶的揉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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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揉捻盘(10)，揉捻盘(10)的盘面上方布置

有竖直布置的揉捻筒(20)，揉捻筒(20)上设置有压盖(30)，所述压盖(30)与升降机构连接，

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电机(41)，压盖(30)与拉杆(42)的下端相连，所述拉杆(42)与电机(41)

之间设置传动机构，电机(41)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杆(42)升降动作并连动压盖(30)与揉捻

盘(10)的上盘面靠近或远离；

所述揉捻筒(20)的外壁上延径向设置臂杆(21)，臂杆(21)的悬置端与转动曲柄(60)的

一端铰接，转动曲柄(60)的另一端与转轴(70)的上端固连，转轴(70)的轴向、臂杆(21)与转

动曲柄(60)之间的铰接轴位于竖直方向，转轴(70)转动式设置在支撑台(71)上，位于转轴

(70)与支撑台(71)的转动连接处及臂杆(21)与转轴曲柄(60)铰接位置处设置分别设置有

第一、第二导电刷环(80、90)，用于给电机(41)供电的电源线一端通过支撑台(71)与第一导

电刷环(80)连接，第一导电刷环(80)与第二导电刷环(90)之间通过电源线电连通，第二导

电刷环(90)通过电源线与电机(41)电连通；

所述压盖(30)上设置有检测施加给茶叶揉捻压力的传感器(50)，所述传感器(50)输出

检测信号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输出控制信号用于控制电机(41)的启动与关闭动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揉捻机还设置有揉捻

电机，揉捻电机驱动揉捻筒(20)转动并实施揉捻操作。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第二导电刷环

(80、90)包括滑环和电刷，第一导电刷环(80)的第一滑环(81)固定在转轴(70)的轴端，第一

导电刷环(80)的第一电刷(82)固定在支撑台(71)上，第一电刷(82)与第一滑环(81)的外壁

抵靠；

第二导电刷环(90)的第二滑环(91)固定在转动曲柄(60)的铰接轴(61)上轴端，第二导

电刷环(90)的第二电刷(92)固定在臂杆(21)上，第二电刷(92)与第二滑环(91)的外壁抵

靠；

电源线与第一电刷(82)连接，第一滑环(81)与第二滑环(91)之间通过电源线电连通，

第二电刷(92)通过电源线与电机(41)电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感器(50)为距离传感

器，传感器(50)设置在压盖(30)上开设的空腔内，该空腔的腔底(301)为弹性薄片，腔底

(301)向下突出状布置于压盖(30)的下盖面上，传感器(50)采集腔底(301)的位移变化量信

号并输出至控制单元。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用于传输传感器(50)采集信

号的信号线也引出至与第二导电刷环(90)的第二电刷(92)连接，第二导电刷环(90)的第二

滑环(91)与第一导电刷环(80)的第一滑环(81)之间设置有信号线，第一导电刷环(80)的第

一电刷(82)设置有信号线并与控制单元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揉捻筒(20)的外壁

向上延伸有立柱(43)，所述立柱(43)上设置有横臂(44)，拉杆(42)为丝杆结构且与横臂

(44)上转动式设置的驱动轮(441)构成丝杆螺母配合，所述电机(41)与驱动轮(441)连接且

驱动驱动轮(441)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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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茶叶揉捻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茶叶机械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茶叶自动化茶叶揉捻机。

背景技术

[0002] 茶叶生产过程中揉捻机是常用的机械设备，现有的茶叶揉捻机包括设置在机架上

的揉捻盘，揉捻盘上设置有筋条，揉脸盘的上方设置有压盖，压盖设置在揉捻筒内，揉捻筒

与曲柄摇杆机构连接，在实施对茶叶揉捻操作时，动力机构动作，曲柄摇杆机构开始运转，

带动揉捻筒在揉捻盘上做圆周运动，对茶叶实施揉捻。

[0003] 现有技术中，在对茶叶揉捻操作时，每一台揉捻机均是独立运作的，当向茶叶揉捻

机投料时，茶叶揉捻机只有在停机的状态下，摇动手轮并连动丝杆螺母机构，使得压盖抬升

至揉捻筒上方，并通过人工的方式向揉捻盘内再次投料，然后摇动手轮并连动丝杆螺母机

构动作，从而使得压盖下移并使得茶叶压紧，然后启动揉捻机继续进行揉捻操作，上述的揉

捻机在对茶叶实施揉捻操作时，无法实现连续的自动化生产，操作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

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可自动对茶叶压盖进行升降的揉捻机，实施对茶叶的

自动化生产。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包括揉捻

盘，揉捻盘的盘面上方布置有竖直布置的揉捻筒，揉捻筒上设置有压盖，所述压盖与升降机

构连接，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电机，压盖与拉杆的下端相连，所述拉杆与电机之间设置传动机

构，电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杆升降动作并连动压盖与揉捻盘的上盘面靠近或远离。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备以下技术效果：将压盖与升降机构连接，升降机构包

括电机，电机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杆的上下动作从而可实现对压盖的上下抬升动作，利用

电机及传动机构不仅实现对压盖自动化抬升，减少人工参与，提高操作效率，而且利用电机

驱动压盖升降动作，还能调节压盖施加给茶叶的揉捻压力，确保茶叶的揉捻质量。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自动化茶叶揉捻机的结构示意图；

[0008] 图2是自动化茶叶揉捻机的俯视图；

[0009] 图3是传感器设置在压盖上的机构示意图；

[0010] 图4是传感器和电机的信号传输线及电源线的传输路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结合图1至图4，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12] 一种自动化茶叶揉捻机，包括揉捻盘10，揉捻盘10的盘面上方布置有竖直布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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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捻筒20，揉捻筒20上设置有压盖30，所述压盖30与升降机构连接，所述升降机构包括电机

41，压盖30与拉杆42的下端相连，所述拉杆42与电机41之间设置传动机构，电机41通过传动

机构驱动拉杆42升降动作并连动压盖30与揉捻盘10的上盘面靠近或远离，所揉捻机还设置

有揉捻电机11，揉捻电机11驱动揉捻筒20转动并实施揉捻操作。

[0013] 揉捻电机11驱动揉捻筒20转动，并实施对茶叶的揉捻操作，当需要向揉捻筒20内

投料时，电机41转动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杆42的上升，从而将压盖30抬升起来，进而向揉捻

筒20内投送茶叶，电机转动通过传动机构驱动拉杆42的下降，从而使得压盖30下降并实施

对茶叶的压紧动作，该电机41的使用不仅可以降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可通过对压盖30的

升降，进而控制施加给茶叶的揉捻压力，进而确保对茶叶的揉捻品质。

[0014] 由于所述揉捻筒20的外壁上延径向设置臂杆21，臂杆21的悬置端与转动曲柄60的

一端铰接，转动曲柄60的另一端与转轴70的上端固连，转轴70的轴向、臂杆21与转动曲柄60

之间的铰接轴位于竖直方向，转轴70转动式设置在支撑台71上，由于揉捻筒20转动式设置

在揉捻盘10上，而如何对转动的电机41供电，又不妨碍揉捻筒20的正常转动，因此，如若将

电源线直接由供电柜引出并直接与电机41接通，电源线肯定会对揉捻筒20的转动产生干

涉，为避免电源线对揉捻筒20转动产生的干涉，位于转轴70与支撑台71的转动连接处及臂

杆21与转轴曲柄60铰接位置处设置分别设置有第一、第二导电刷环80、90，用于给电机41供

电的电源线一端通过支撑台71与第一导电刷环80连接，第一导电刷环80与第二导电刷环90

之间通过电源线电连通，第二导电刷环90通过电源线与电机41电连通；

[0015] 具体地，结合图4所示，所述第一、第二导电刷环80、90包括滑环和电刷，第一导电

刷环80的第一滑环81固定在转轴70的轴端，第一导电刷环80的第一电刷82固定在支撑台71

上，第一电刷82与第一滑环81的外壁抵靠；

[0016] 第二导电刷环90的第二滑环91固定在转动曲柄60的铰接轴61上轴端，第二导电刷

环90的第二电刷92固定在臂杆21上，第二电刷92与第二滑环91的外壁抵靠；

[0017] 电源线与第一电刷82连接，第一滑环81与第二滑环91之间通过电源线电连通，第

二电刷92通过电源线与电机41电连通。

[0018] 电源线由供电柜接入，在支撑台71上开设第一通孔71a，电源线由第一通孔71a引

入并与第一导电刷环80的第一电刷82接通，转轴70在支撑台71转动的过程中，在转轴70上

及转动曲柄60上分别开设第二、第三通孔70a、60a，电源线由第二、第三通孔70a、60a引入，

电源线的一端与第一滑环81接通，电源线的另一端与第二滑环91接通，在臂杆21上开设第

四通孔21a，在第四通孔21a内设置电源线，电源线的一端固定在第二电刷92上，电源线的另

一端与电机41电连通，上述的连接方式，当揉捻机启动工作时，揉捻筒20在转动的过程中，

电线不会对揉捻筒20的转动产生干涉。

[0019] 作为本发明的更为优选的方案，所述压盖30上设置有检测施加给茶叶揉捻压力的

传感器50，所述传感器50输出检测信号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输出控制信号用于控制电机

41的启动与关闭动作。利用设置在压盖30上的传感器50用于采集对你茶叶的揉捻力度，从

而调节压盖30的升降，能够确保压盖30在合适的高度实施对茶叶合适的揉捻力度，进而确

保茶叶的揉捻品质。

[0020] 具体地，所述传感器50为距离传感器，传感器50设置在压盖30上开设的空腔内，该

空腔的腔底301为弹性薄片，腔底301向下突出状布置于压盖30的下盖面上，传感器50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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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底301的位移变化量信号并输出至控制单元。传感器30的检测端距离腔底301的距离为a，

当揉捻筒20内由茶叶时，并且茶叶到达一定量时，茶叶必将使得腔底301的弹性薄片发生一

定程度的形变，该形变位移信号输出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根据腔底301形变位移信号进行

判断，当处在设定的范围值之内时，则说明该压盖30施加对茶叶的揉捻压力合适，从而能够

确保茶叶的揉捻品质；当该位移量变化信号大于设定的范围值时，则说明该压盖30施加对

茶叶的揉捻压力过大，很可能将茶叶揉捻坏，因此通过控制单元输出控制信号至电机41，使

得电机41转动并使得拉杆42上移，从而将压盖30抬起至合适的高度；当该位移量变化小于

设定的范围时，则说明压盖30施加对茶叶的揉捻压力过小，茶叶揉捻成型不充分，因而控制

单元输出控制信号至电机41，电机转动并连动拉杆42下移，从而将压盖30下降到合适的高

度，直至到施加给茶叶合适的揉捻压力；上述的传感器30的设置，在提高茶叶揉捻自动化程

度的同时，确保对茶叶的揉捻品质。

[0021] 同理，传感器50的信号传输的信号线也不能对揉捻机正常工作产生干涉，因此，用

于传输传感器50采集信号的信号线也引出至与第二导电刷环90的第二电刷92连接，第二导

电刷环90的第二滑环91与第一导电刷环80的第一滑环81之间设置有信号线，第一导电刷环

80的第一电刷82设置有信号线并与控制单元连接。在电机41传输通路内设置信号线的传输

线，同样也能避免线路对揉捻机正常运转产生干涉。

[0022] 具体地，所述揉捻筒20的外壁向上延伸有立柱43，所述立柱43上设置有横臂44，拉

杆42为丝杆结构且与横臂44上转动式设置的驱动轮441构成丝杆螺母配合，所述电机41与

驱动轮441连接且驱动驱动轮441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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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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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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