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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19《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四川省农业机械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四川省农业机械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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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滚筒冷却输送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茶叶滚筒冷却输送机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茶叶滚筒冷却输送机（以下简称冷却输送机）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JB/T 7863 茶叶机械 术语

3 术语与定义

JB/T 786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茶叶滚筒冷却输送机

由进料端向出料端运动输送过程中，通过正多边形滚筒的抛撒作用和外部冷风的吹散作用，使在

制叶在输送过程中进行快速冷却降温的机械。

4 基本要求

4.1 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文件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文件资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一份；

b） 与茶叶直接接触的零部件材料、涂层的卫生安全证明或无毒无害承诺书；

c) 样机照片（左前方45°、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d）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购机时间、产

品编号、出厂日期等），提供的用户应作业一个季节以上，数量至少1户；

e） 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

新报告之一）；

f） 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g） 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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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数量为1台（套）。样机应在制造

商明示的合格品存放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制造商确认后，方可进行鉴

定。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4.3 型号编制规则

6C LS - □ □

产品改进代号

主参数：滚筒直径cm（锥形筒用滚筒最大直径）

类别代号：表示冷却输送机中冷、输的汉语拼音文字第一个字母

分类代号：表示茶叶机械

示例：6CLS-110A 表示直径为 110cm、经过一次改进的滚筒式茶叶滚筒冷却输送机。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

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产品规格表中一致性检查项目以外的项目，由企业申明和负责。

表 1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滚筒横截面形状 一致 核对

4 滚筒直径 允许偏差≤5% 测量

5 滚筒长度 允许偏差≤5% 测量

6 滚筒转速 允许偏差≤5%（标注转速为范围的应在其规定范围内） 测量

7 主电机功率 一致 核对

8 风扇型式 一致 核对

9 风扇功率 一致 核对

10 风扇数量 一致 核对

11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5% 测量

12 配套总功率 一致 核对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1要求时，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

法之一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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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制造商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5.2.2 判断规则

材料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防护

5.3.1.1 配有电机、电气控制装置的输送机应有接地装置，用绝缘电阻表 500V 档位测量，其对地绝

缘电阻应不小于 20MΩ。

5.3.1.2 对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的外露旋转、传动装置运动部件，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安全

防护装置应确保人体不能触及这些运动部件。

5.3.1.3 容易松脱的零件应有可靠的防松装置。

5.3.2 安全信息

5.3.2.1 对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但因功能需要而不能防护的危险运动件，应在其附近明显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

5.3.2.2 单向旋转的运动件附近明显位置应设置运转方向的标识。

5.3.2.3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说明书中重现，且应清晰、

易读。

5.3.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检查符合5.3.1、5.3.2规定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

不符合要求。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或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评价方法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

报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

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5.4.2 评价内容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见表2。

表 2 适用性评价内容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格标准

1 输送量 kg/h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工作噪声 dB(A) ≤85

3 降温效率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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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作业性能试验

5.4.3.1 试验条件

a） 试验环境卫生清洁，记录试验时的温度范围、湿度范围、大气压力、风速、电压、转速等。

b） 试验场地应平整、坚实，样机安装应牢固、稳定。

c） 试验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调整和维护保养，确认样机技术状态良好。

d） 试验原料：试验前采用随机和对角线四分法对试验用的杀青叶在制茶进行取样检验含水率，

记录检验结果，试验采用30目筛网。

5.4.3.2 试验方法

a） 空载试验：性能试验前应对冷却输送机进行空载试验，时间不少于 30min，观察样机运转是

否正常；

b） 负载试验：试验时间不少于 0.5h；

c） 负载试验时，在进料口和出料口取样测定在制茶的温度；

d） 负载试验后，记录冷却输送机出料口的在制茶总质量及工作时间。

5.4.3.3 工作噪声

冷却输送机周围不应放置障碍物，冷却输送机与墙壁的距离一般应大于 2m。与适用性性能试验同

时进行，将测试仪器置于水平位置，传声器面向噪声源，传声器距离地面高度为 1.5m，与冷却输送机

距离为 1m（按基准体表面计），用慢档测量 A 计权声压级。每一次测量点数为 4 点，即沿冷却输送机

周围测量表面矩形每一边的中点（共 4 个点），每测点测量 3 次，取 3次结果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点

实测噪声值。四个点中取最大值为最后测定结果。同时，应测量背景噪声。冷却输送机工作噪声应不

大于 85dB(A)。

应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当在每个测点上测量 A 声级时，若测定值与背景噪声的 A 声级之差小于

或等于 3dB(A)，则测量结果无效；若相差大于 10dB(A)，则本底噪声的影响可忽略不计；若相差小于

或等于 10dB(A)而大于 3dB(A)，则应按表 3 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样机取二次试验测定值中的较大值

作为样机噪声测量结果。

表 3 噪声修正值

背景噪声与机组噪声的差值△L dB(A) 3＜△L≤4 4＜△L≤6 6＜△L≤9 9＜△L≤10

从测量值中应减去K dB(A) 3 2 1 0.5

5.4.3.4 输送量

负载试验时间不少于 0.5h，记录测试时间并称量出料口的在制茶质量，共测取 2 次。按式（1）
计算输送量，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3600
T
WE ............................................................................ (1)

式中：

E ——输送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 ——出料口的茶叶质量，单位为千克（kg）；

T ——测试时间，单位为秒（s）。

5.4.3.5 降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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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试验10min后，分别在进料口和出料口取样，取样质量不少于500g，每次间隔时间不少于5min，

取样后立即测定在制茶的温度，共测取2次。按式（2）计算冷却率，计算结果取平均值。

%100η
1

21 



T

TT ....................................................................(2)

式中：

η ——降温效率,以百分数表示；

T1 ——进料口取样的在制茶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2 ——出料口取样的在制茶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5.4.4 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满足表2要求，或制造商提供的检验检测报告、实地试验验证报告满足表2要求时，适用

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地区性能试验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

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4。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结论为不通过。

表 4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 1 / 符合本大纲表 1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 5.2.1 / 符合本大纲第 5.2.2 的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 5.3.1 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 5.3.2 的要求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输送量 kg/h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工作噪声 dB(A) ≤85

3 降温效率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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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表A.1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滚筒型式 / 直筒式 □锥筒式 □其他：

3 滚筒横截面形状 / 正六边形 □正八边形 其他：

4 滚筒直径 mm

直筒式，滚筒直径（ ）

锥筒式，最大直径（ ），最小直径（ ）

□其他： ，滚筒直径（ ）

5 滚筒长度 mm

6 滚筒转速 r/min

7 主电机功率 kW

8 风扇型式 /

9 风扇功率 kW

10 风扇数量 个

11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12 配套总功率 kW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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