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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松江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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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发明人 [李俊宏, 阳金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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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枇杷茶生产技术领

域，尤其为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

置，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内侧顶端

转动连接有传送带，所述工作台的顶端固

定连接有烘干结构，所述工作台的顶端右

侧固定连接有储存架，所述储存架的右侧

底端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的主轴末

端固定连接有转轮座，本实用新型中，通

过设置的万向轴、筛板和连接块，这种设

置配合万向轴与滑块和转轮座的转动连

接、滑块与连接块和第一弹簧的滑动连接

和连接块与筛板的转动连接，转轮座推动

控制万向轴推动滑块在储存架内上下移

动，经连接块推动筛板不断的震动，将筛

板上的枇杷茶震出储存架，完成枇杷茶的

自动添加，提高干燥机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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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 要 求 书 
1.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包括工作台（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

（1）的内侧顶端转动连接有传送带（2），所述工作台（1）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烘干结

构（3），所述工作台（1）的顶端右侧固定连接有储存架（4），所述储存架（4）的

右侧底端固定连接有电机（5），所述电机（5）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转轮座（6），

所述转轮座（6）的顶端转动连接有万向轴（7），所述万向轴（7）的顶端转动连接有

滑块（8），且滑块（8）与储存架（4）滑动连接，所述滑块（8）的左侧内端滑动连

接有连接块（9），所述连接块（9）的外侧滑动连接有第一弹簧（10），且第一弹簧

（10）与滑块（8）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块（9）的左侧转动连接有筛板（11），且筛

板（11）与储存架（4）转动连接，所述储存架（4）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出料斗（13），

所述出料斗（13）的内侧滑动连接有转轴支撑架（14），所述转轴支撑架（14）的外

侧滑动连接有清洁碾压布（17），所述清洁碾压布（17）的内侧右端转动连接有辊轴

（19），且辊轴（19）与出料斗（13）转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

存架（4）的内侧顶端左侧固定连接有挡板（12），且挡板（12）的底端呈倾斜 45°设

置。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

料斗（13）的内侧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个数为两个，且滑槽呈对称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转

轴支撑架（14）的外侧滑动连接有第二弹簧（15），所述第二弹簧（15）的顶端固定

连接有横板（16），且横板（16）与出料斗（13）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清

洁碾压布（17）的内侧左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柱（18），且固定柱（18）与出料斗（13）

固定连接，所述固定柱（18）的外侧涂有润滑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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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枇杷茶生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 

背景技术 

枇杷茶有发芽早、芽叶肥厚、发枝能力强、香高、味浓、耐冲泡等特点，龙门山

脉的枇杷茶叶形为中叶或小叶种，唯独崇州市文井江镇的属于大叶，形似枇杷，肉质

厚嫩，耐光，味浓，最为珍贵，宋代即以此茶为原料制作龙门茶入贡，颇受称赞，贡

茶之誉流传至今。 

现有的枇杷茶干燥机需要工作人员不断的将潮湿的枇杷茶运输到传送带上，运输

枇杷茶运输进入到烘干装置处进行烘干，不能够自动的放置枇杷茶，自动化程度较低，

同时直接将枇杷茶运输到烘干结构中，不能够提前去除掉一部分水分，降低干燥机的

烘干效率。 

发明内容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

术中提出的问题。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内侧顶端转动连接

有传送带，所述工作台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烘干结构，所述工作台的顶端右侧固定连接

有储存架，所述储存架的右侧底端固定连接有电机，所述电机的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

转轮座，所述转轮座的顶端转动连接有万向轴，所述万向轴的顶端转动连接有滑块，

且滑块与储存架滑动连接，所述滑块的左侧内端滑动连接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的外

侧滑动连接有第一弹簧，且第一弹簧与滑块滑动连接，所述连接块的左侧转动连接有

筛板，且筛板与储存架转动连接，所述储存架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出料斗，所述出料斗

的内侧滑动连接有转轴支撑架，所述转轴支撑架的外侧滑动连接有清洁碾压布，所述

清洁碾压布的内侧右端转动连接有辊轴，且辊轴与出料斗转动连接。 

优选的，所述储存架的内侧顶端左侧固定连接有挡板，且挡板的底端呈倾斜 45°

设置。 

优选的，所述出料斗的内侧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的个数为两个，且滑槽呈对称

设置。 

优选的，所述转轴支撑架的外侧滑动连接有第二弹簧，所述第二弹簧的顶端固定

连接有横板，且横板与出料斗固定连接。 

优选的，所述清洁碾压布的内侧左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柱，且固定柱与出料斗固定

连接，所述固定柱的外侧涂有润滑涂层。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1、本实用新型中，通过设置的万向轴、筛板和连接块，这种设置配合万向轴与滑

块和转轮座的转动连接、滑块与连接块和第一弹簧的滑动连接和连接块与筛板的转动

连接，转轮座推动控制万向轴推动滑块在储存架内上下移动，经连接块推动筛板不断

的震动，将筛板上的枇杷茶震出储存架，完成枇杷茶的自动添加，提高干燥机自动化

程度； 

2、本实用新型中，通过设置的转轴支撑架、固定柱、清洁碾压布和辊轴，这种设

置配合转轴支撑架与第二弹簧和出料斗的滑动连接、固定柱与出料斗的固定连接和清

洁碾压布与辊轴和固定柱的滑动连接，转轴支撑架经第二弹簧推动清洁碾压布贴合到

出料斗将枇杷茶中的水分挤压出去一部分，增加干燥机的干燥效率。 

附图说明 

图 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 2为本实用新型储存架结构示意图； 

图 3为本实用新型图 2的 A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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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1-工作台、2-传送带、3-烘干结构、4-储存架、5-电机、6-转轮座、7-万

向轴、8-滑块、9-连接块、10-第一弹簧、11-筛板、12-挡板、13-出料斗、14-转轴支

撑架、15-第二弹簧、16-横板、17-清洁碾压布、18-固定柱、19-辊轴。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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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创造性

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请参阅图 1-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枇杷茶生产用高效干燥装置，包括工作台 1，工作台 1的内侧顶端转动连接有

传送带 2，工作台 1 的顶端固定连接有烘干结构 3，工作台 1 的顶端右侧固定连接有储

存架 4，有利于大量的储存枇杷茶，储存架 4 的右侧底端固定连接有电机 5，电机 5 的

主轴末端固定连接有转轮座 6，转轮座 6 的顶端转动连接有万向轴 7，万向轴 7 的顶端

转动连接有滑块 8，且滑块 8与储存架 4滑动连接，有利于转轮座 6推动万向轴 7推动

滑块 8进行移动，滑块 8的左侧内端滑动连接有连接块 9，连接块 9的外侧滑动连接有

第一弹簧 10，且第一弹簧 10 与滑块 8 滑动连接，连接块 9 的左侧转动连接有筛板 11，

且筛板 11 与储存架 4 转动连接，有利于连接块 9 带动筛板 11 上移的过程中，拉伸第

一弹簧 10形变，产生震动过滤掉一部分水分，储存架 4的左侧固定连接有出料斗 13，

出料斗 13 的内侧滑动连接有转轴支撑架 14，转轴支撑架 14 的外侧滑动连接有清洁碾

压布 17，清洁碾压布 17 的内侧右端转动连接有辊轴 19，且辊轴 19 与出料斗 13 转动

连接。 

储存架 4 的内侧顶端左侧固定连接有挡板 12，且挡板 12 的底端呈倾斜 45°设置，

便于阻挡筛板 11 上的枇杷茶滑落速度过快，使枇杷茶逐渐滑入出料斗 13 内；出料斗

13的内侧开设有滑槽，滑槽的个数为两个，且滑槽呈对称设置，便于出料斗 13 内的滑

槽固定转轴支撑架 14 在滑槽内滑动；转轴支撑架 14 的外侧滑动连接有第二弹簧 15，

第二弹簧 15 的顶端固定连接有横板 16，且横板 16 与出料斗 13 固定连接，便于横板

16 配合第二弹簧 15 提供的弹力将转轴支撑架 14，推动清洁碾压布 17 靠近出料斗 14

的底部；清洁碾压布 17的内侧左端滑动连接有固定柱 18，且固定柱 18与出料斗 13固

定连接，固定柱 18 的外侧涂有润滑涂层，便于固定柱 18 绷紧清洁碾压布 17，更好的

挤压枇杷茶中的水分，同时润滑涂层可以使清洁碾压布 17 转动的更加快速。 

工作流程：本装置用电器均为外接电源，工作人员将枇杷茶运输到工作台 1 处，

将大量的枇杷茶放入储存架 4 内，启动装置，工作台 1 上的传送带 2、烘干结构 3、电

机 5 和辊轴 19 开始工作，电机 5 转动，驱动顶端的转轮盘 6 开始转动，转轮盘 6 顶端

的万向轴 7 开始移动，不断的推动万向轴 7 顶端的滑块 8 在储存架 4 右壁上不断的移

动，逐渐带动滑块 8 使连接块 9 开始移动，连接块 9 带动左侧的筛板 11 在储存架 4 内

进行转动，上升的过程中，连接块 9 会拉动滑块 8 内侧的第一弹簧 10 压缩形变，使筛

板 11 不断的产生震动，首先过滤掉一部分枇杷茶上的水分，同时将枇杷茶从筛板 11

上震动下滑，配合挡板 12 滑动到出料斗 13 处，出料斗 13 内的辊轴 19 开始转动，带

动辊轴 19 外侧的清洁碾压布 17 转动，横板 16 上的第二弹簧 15 推动转轴支撑柱 14 挤

压清洁碾压布 17向下方出料斗 13靠近，配合固定柱 18绷紧清洁碾压布 17，快速的挤

压处枇杷茶中的水分，同时将再一次挤压出一部分水分的枇杷茶，挤压排出到工作台 1

上方的传送带 2 上，传送带 2 带动枇杷茶运输进入到烘干结构 3 内高效、快速的烘干。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

修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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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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