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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
稳定床，
磁稳定床由催化反应内塔和催化反应外
塔嵌套组成，
液相溶液和固相磁性催化剂均由催
化反应内塔底部进入，
二者共同流动且流动方向
始终与磁场方向相反。
固相磁性催化剂的动量完
全由液相溶液提供，
磁性催化剂颗粒在磁场作用
下逐步减速并最终受力平衡而被收集。
由于液相
流动具有波动性，
因此液相传递给固相的初始动
量分布不均匀，
所以分别设置三组磁感应线圈以
收集不同动量的固相磁性催化剂。
混合物依次通
过催化反应内塔和催化反应外塔，
两相充分接触
进行反应。该设备结构简便紧凑，
可以进行高效
固‑液催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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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该磁稳定床包括放空口(1)、催化
反应内塔(2)、
催化反应外塔(3)、第一线圈(4a1)、第二线圈(4a2)、第三线圈(4a3)、
固相进口
(5)、
液相进口(6)、
催化反应内塔排污口(7b1)、
催化反应外塔排污口(7b2)、
液相出口(8)、
液
相循环储罐(9)、
液相循环变频泵(10)、
固相磁性催化剂(11)、
液相溶液(12)和磁感应线圈
保护罩(13)；
液相进口(6)与催化反应内塔(2)的底部相连接；
固相进口(5)设置在催化反应内塔(2)
的底部；
液相出口(8)与催化反应外塔(3)的底部相连接；
催化反应内塔排污口(7b1)与催化
反应内塔(2)的底部相连接；
催化反应外塔排污口(7b2)与催化反应外塔(3)的底部相连接；
放空口(1)与催化反应外塔(3)的顶部相连接；
催化反应外塔(3)之外设置有液相循环储罐
(9) ；
液相循环储罐(9)与液相出口(8)相连接；
液相循环储罐(9)与液相进口(6)通过液相循
环变频泵(10)相连接；
催化反应内塔(2)外侧包覆磁感应线圈；
磁感应线圈分三组设置，
由
下至上依次为第一线圈(4a1)、第二线圈(4a2)、第三线圈(4a3)；
每组磁感应线圈外部设置磁
感应线圈保护罩(13) ；
每组磁感应线圈均设有控制磁感应线圈强度的电源；
电流在催化反
应内塔(2)中产生向下的磁通量方向(14) ，
在催化反应外塔(3)中产生向上的磁通量方向
(14)；
液‑固相流动方向(15)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向上，
在催化反应外塔(3)中向下；
固相磁性催化剂(11)由固相进口(5)进入，
与液相溶液(12)在催化反应内塔(2)底部混
合，
固相磁性催化剂(11)的动量由液相溶液(12)提供；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在磁场作用下
逐步减速；
由于液相流动具有波动性，
因此液相溶液(12)传递给固相磁性催化剂(11)颗粒
的动量分布不均匀；
在催化反应内塔(2)外侧分别设置第一线圈(4a1)、
第二线圈(4a2)、
第三
线圈(4a3)，
共三组磁感应线圈，
以保证磁场强度能够足够收集所有磁性颗粒。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液相循环包
括：
液相循环储罐(9)中放入液相，
依靠液相循环变频泵(10)的提升作用使溶液通过液相进
口(6)进入催化反应内塔(2) ；
当液相高度到达催化反应内塔(2)的塔顶后，
液相进入催化反
应外塔(3) ；
溶液在重力作用下流至液相出口(8)排出，
回到液相循环储罐(9)完成一次液相
循环。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反
应内塔(2)与催化反应外塔(3)联用，
催化反应内塔(2)外侧包覆磁感应线圈；
催化反应内塔
(2)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内磁场收集固相磁性催化剂(11) ，
催化反应外塔(3)利用磁感应
线圈产生的外磁场收集固相磁性催化剂(11) ；
该磁稳定床能够双向利用内外磁场以节省能
量。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感应
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与磁稳定床内混合物的流动方向相反；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在磁场作
用下保持受力平衡时，
在催化反应内塔(2)和催化反应外塔(3)分别存在以下平衡关系：
G+F磁＝F动
G+F动＝F磁
其中，
G为固相磁性催化剂(11)所受重力，
F磁为固相磁性催化剂(11)受到的磁场的作用
力，
F动为固相磁性催化剂(11)受到的液相的推动作用；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对磁场强度进行
调节。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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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内塔(2)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内磁场，
内磁场强度较大；
催化反应外塔(3)利用磁感应
线圈产生的外磁场，
外磁场强度较小；
大量固相磁性催化剂(11)初始动量较小，
在第一线圈
初
(4a1)产生的内磁场的作用下受力平衡，
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第一线圈(4a1)处被收集；
始动量较大的固相磁性催化剂(11)在第二线圈(4a 2)产生的内磁场的作用下受力平衡，
在
催化反应内塔(2)中第二线圈(4a2)处被收集；
第二线圈(4a2)内磁场处的收集量小于第一线
圈(4a1)内磁场处的收集量；
按照上述规律，
固相磁性催化剂(11)依次通过第三线圈(4a3)产
生的内磁场、第三线圈(4a3)产生的外磁场、第二线圈(4a2)产生的外磁场、第一线圈(4a1)产
生的外磁场，
收集到的固相磁性催化剂(11)的初始动量依次增大、
数量依次减少，
直至所有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均被收集。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所述磁稳定
床为催化反应外塔(3)嵌套于催化反应内塔(2)之外，
液相溶液(12)与固相磁性催化剂(11)
流经催化反应内塔(2)和催化反应外塔(3)后分离，
流动距离加长，
两相接触时间和反应时
间加长，
有利于催化反应充分进行。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其特征在于：
该磁稳定床
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S1、
打开液相循环变频泵(10) ，
使液相循环储罐(9)中的液相溶液(12)进入催化反应内
塔(2)；
S2、
从固相进口(5)处通入固相磁性催化剂(11) ，
使之在液相溶液(12)的推动作用下共
同流动；
S3、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和液相溶液(12)组成的混合物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依次通
过第一线圈(4a1)、第二线圈(4a2)、第三线圈(4a3)，
固相磁性催化剂(11)逐步受力平衡并被
收集；
S4、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和液相溶液(12)组成的混合物在催化反应外塔(3)中依次通
过第三线圈(4a 3)、第二线圈(4a 2)、第一线圈(4a 1) ，
直至所有固相磁性催化剂(11)均被收
集；
S5、
液相物质(12)通过液相出口(8)返回液相循环储罐(9)，
完成一次循环；
S6、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反应完全后，
降低磁感应线圈内的电流大小以减少磁通量，
收
集固相磁性催化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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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磁稳定床领域，
尤其是固‑液催化下的磁性催化剂的应用领域，
特别涉
及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背景技术
[0002] 磁稳定床这一概念最早是Filippov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
到20世纪80年代末，
磁稳定床在合成氨领域实现了首次工业化应用。历经数十年快速发展，
磁稳定床已经在诸
多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200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了“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和磁稳定
床反应工艺的创新与集成”项目。
[0003] 目前，
磁稳定床工艺通常采取以固态的磁性催化剂为核心的气‑固催化、
固‑液催
化和固‑液‑气三相催化。催化床层是由在磁场下仅有微弱运动的颗粒状磁性催化剂构成
的，
因此磁稳定床能够兼有流化床和固定床的多种优点。磁稳定床能像流化床一样，
使用流
态化的催化剂颗粒以提高反应性，
且不会造成较大的压降或固体颗粒的损失。
同时，
它也能
像固定床一样维持较小的返混，
使流体与固态催化剂有效接触并产生反应。大量实验结果
表明，
固‑液两相的催化作用是液态反应物分子首先吸附于固态催化剂表面的某些位置上，
形成活化的中间物质并发生化学反应，
之后脱附得到产物。
固态催化剂的表面并不均匀，
仅
有部分活性位点才能产生吸附以及进一步的催化作用。这也对固‑液催化的效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0004] 尽管磁稳定床技术拥有多种优点，
目前的磁稳定床工艺仍存在一些限制其发展的
问题，例如磁场能量利用率低，
磁性催化剂不易回收等。针对目前磁稳定床工艺存在的问
题，
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能够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高磁稳定床能量利用率和磁性催化剂利用率。
首先，
采用内
外双塔联用的方式，
加长液相流程，
增加固相催化剂与液相的反应时间；
其次，
保持内塔和
外塔中磁场方向与固相磁性催化剂流动方向相反，
使固相磁性催化剂逐步减速，
当固相磁
性催化剂受力达到平衡时，
固相磁性催化剂保持稳定不流动的状态；
最后，
液相流速大小决
定固相磁性催化剂的动量大小，
磁场强度可通过磁感应线圈中的电流大小调节，
以保证固
相磁性催化剂能够达到受力平衡，
当磁场强度减小时，
方便进行固相磁性催化剂的回收。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
该磁
稳定床包括放空口 (1) 、催化反应内塔(2) 、催化反应外塔(3) 、第一线圈(4a 1) 、第二线圈
(4a2)、第三线圈(4a3)、
固相进口(5)、
液相进口(6)、
催化反应内塔排污口(7b1)、
催化反应外
塔排污口(7b2)、液相出口(8)、液相循环储罐(9)、液相循环变频泵(10)、固相磁性催化剂
(11)、
液相溶液(12)、
磁感应线圈保护罩(13)、
磁通量方向(14)和液‑固相流动方向(15)。
[0007] 液相进口(6)与催化反应内塔(2)的底部相连接；
固相进口(5)设置在催化反应内
塔(2)的底部；
液相出口(8)与催化反应外塔(3)的底部相连接；
催化反应内塔排污口(7b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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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催化反应内塔(2)的底部相连接；
催化反应外塔排污口(7b2)与催化反应外塔(3)的底部
相连接；
放空口(1)与催化反应外塔(3)的顶部相连接；
催化反应外塔(3)之外设置有液相循
液相循环储罐(9)与液相进口(6)通过
环储罐(9) ；
液相循环储罐(9)与液相出口(8)相连接；
液相循环变频泵(10)相连接；
催化反应内塔(2)外侧包覆磁感应线圈；
磁感应线圈分三组设
置，
由下至上依次为第一线圈(4a1)、第二线圈(4a 2)、第三线圈(4a3) ；
每组磁感应线圈外部
设置磁感应线圈保护罩(13) ；
每组磁感应线圈均设有控制磁感应线圈强度的电源。
电流在
催化反应内塔(2)中产生向下的磁通量方向(14) ，
在催化反应外塔(3)中产生向上的磁通量
方向(14)。
液‑固相流动方向(15)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向上，
在催化反应外塔(3)中向下。
[0008] 液相循环包括：
液相循环储罐(9)中放入液相，
依靠液相循环变频泵(10)的提升作
用使溶液通过液相进口(6)进入催化反应内塔(2) ；
当液相高度到达催化反应内塔(2)的塔
溶液在重力作用下流至液相出口(8)排出，
回到液相循环
顶后，
液相进入催化反应外塔(3) ；
储罐(9)完成一次液相循环。
[0009] 固相磁性催化剂(11)由固相进口(5)进入，
与液相溶液(12)在催化反应内塔(2)底
部混合，
固相磁性催化剂(11)的动量由液相溶液(12)提供；
固相磁性催化剂(11)在磁场作
用下逐步减速；
由于液相流动具有波动性，
因此液相溶液(12)传递给固相磁性催化剂(11)
颗粒的动量分布不均匀；
在催化反应内塔(2)外侧分别设置第一线圈(4a1)、
第二线圈(4a2)、
第三线圈(4a3)，
共三组磁感应线圈，
以保证磁场强度能够足够收集所有磁性颗粒。
[0010] 所述催化反应内塔(2)与催化反应外塔(3)联用，
催化反应内塔(2)外侧包覆磁感
应线圈。催化反应内塔(2)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内磁场收集固相磁性催化剂(11) ，
催化反
应外塔(3)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外磁场收集固相磁性催化剂(11)。该磁稳定床能够双向
利用内外磁场以节省能量。
[0011] 所述磁感应线圈产生的磁场方向与磁稳定床内混合物的流动方向相反。
固相磁性
催化剂(11)在磁场作用下保持受力平衡时，
在催化反应内塔(2)和催化反应外塔(3)分别存
在以下平衡关系：
[0012] G+F ＝F
磁
动
[0013] G+F ＝F
动
磁
[0014] 其中，
G为固相磁性催化剂(11)所受重力，
F磁为固相磁性催化剂(11)受到的磁场的
作用力，
F动为固相磁性催化剂(11)受到的液相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公式可以对磁场强度
进行调节。
[0015] 所述催化反应内塔(2)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内磁场，
内磁场强度较大；
催化反应
外塔(3)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外磁场，
外磁场强度较小。大量固相磁性催化剂(11)初始动
量较小，
在第一线圈(4a 1)产生的内磁场的作用下受力平衡，
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第一线
圈(4a1)处被收集；
初始动量较大的固相磁性催化剂(11)在第二线圈(4a 2)产生的内磁场的
作用下受力平衡，
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第二线圈(4a 2)处被收集。第二线圈(4a2)内磁场处
的收集量小于第一线圈(4a1)内磁场处的收集量。按照上述规律，
固相磁性催化剂(11)依次
通过第三线圈(4a3)产生的内磁场、第三线圈(4a 3)产生的外磁场、第二线圈(4a 2)产生的外
磁场、第一线圈(4a1)产生的外磁场，
收集到的固相磁性催化剂(11)的初始动量依次增大、
数量依次减少，
直至所有固相磁性催化剂(11)均被收集。
[0016] 所述磁稳定床为催化反应外塔(3)嵌套于催化反应内塔(2)之外，
液相溶液(12)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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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相磁性催化剂(11)流经催化反应内塔(2)和催化反应外塔(3)后分离，
流动距离加长，
两
相接触时间和反应时间加长，
有利于催化反应充分进行。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
本发明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18] 1、
本发明分别设置三组磁感应线圈，
以保证初始动量不同的磁性催化剂均能够被
收集。
[0019] 2、
本发明的催化反应外塔嵌套于催化反应内塔之外，
分别利用磁感应线圈产生的
外磁场和内磁场，
使能量得以充分利用。
[0020] 3、
本发明的催化反应内塔和催化反应外塔中的磁场方向均与固相磁性催化剂流
动方向相反，
以使固相磁性催化剂在磁场中减速并被收集。
[0021] 4、
本发明的磁场强度可通过调节磁感应线圈中的电流大小进行控制，
当磁性催化
剂反应完全后，
减小电流以减小磁通量，
收集固相磁性催化剂。
[0022] 5、
本发明的混合物流经催化反应内塔和催化反应外塔后分离，
流动距离加长，
两
相接触时间增长，
有利于催化反应充分进行。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的俯视图。
[0024] 图2为一种内外磁场双向利用的磁稳定床的主视图。
[0025] 图中：
1、
放空口，
2、
催化反应内塔，
3、
催化反应外塔，
4a1、
第一线圈，
4a2、
第二线圈，
4a3、第三线圈，
5、
固相进口，
6、
液相进口，
7b1、
催化反应内塔排污口，
7b2、
催化反应外塔排污
口，
8、
液相出口，
9、
液相循环储罐，
10、
液相循环变频泵，
11、
固相磁性催化剂，
12、
液相溶液，
13、
磁感应线圈保护罩，
14、
磁通量方向，
15、
液‑固相流动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如图1‑2所示，
该磁稳定床的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0028] S1打开液相循环变频泵(10) ，
使液相循环储罐(9)中的液相溶液(12)进入催化反
应内塔(2)；
[0029] S2从固相进口(5)处通入固相磁性催化剂(11) ，
使之在液相溶液(12)的推动作用
下共同流动；
[0030] S3固相磁性催化剂(11)和液相溶液(12)组成的混合物在催化反应内塔(2)中依次
通过第一线圈(4a1)、第二线圈(4a2)、第三线圈(4a3)，
固相磁性催化剂(11)逐步受力平衡并
被收集；
[0031] S4固相磁性催化剂(11)和液相溶液(12)组成的混合物在催化反应外塔(3)中依次
通过第三线圈(4a3)、第二线圈(4a2)、第一线圈(4a1)，
直至所有固相磁性催化剂(11)均被收
集；
[0032] S5液相物质(12)通过液相出口(8)返回液相循环储罐(9)，
完成一次循环；
[0033] S6固相磁性催化剂(11)反应完全后，
降低磁感应线圈内的电流大小以减少磁通
量，
收集固相磁性催化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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