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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

(57)摘要

一种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属于催

化剂填装技术领域。其特征在于：输送筒（3）设置

在料仓（1）的下侧，输送筒（3）一端与料仓（1）的

底部相连通，另一端设置有出料部，输送筒（3）为

沿远离料仓（1）的方向逐渐向下的倾斜状，收集

袋（4）设置在输送筒（3）下侧，收集袋（4）的顶部

与输送筒（3）相连通，收集袋（4）与输送筒（3）之

间设置有筛网（10），缓冲装置（6）设置在出料部

下侧。本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的筛网能

够在催化剂沿输送筒下滑的过程中对催化剂进

行过筛，方便对粉尘进行处理，避免了污染环境，

也避免了粉尘危害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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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料仓（1）、输送筒（3）、收集袋

（4）以及缓冲装置（6），输送筒（3）设置在料仓（1）的下侧，输送筒（3）一端与料仓（1）的底部

相连通，另一端设置有出料部，输送筒（3）为沿远离料仓（1）的方向逐渐向下的倾斜状，收集

袋（4）设置在输送筒（3）下侧，收集袋（4）的顶部与输送筒（3）相连通，收集袋（4）与输送筒

（3）之间设置有筛网（10），缓冲装置（6）设置在出料部下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筒

（3）的中部下侧敞口设置，形成过筛部，筛网（10）安装在过筛部上，收集袋（4）与输送筒（3）

外壁密封连接，并通过过筛部与输送筒（3）相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输送

筒（3）远离料仓（1）的一端向下弯折，形成开口朝下的出料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料仓（1）

与输送筒（3）之间设置有自动称重机（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装置

（6）连接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设置在输送筒（3）上侧。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升降装置

包括卷扬筒（7）、拉绳（5）以及升降电机，卷扬筒（7）水平设置在输送筒（3）上侧，拉绳（5）的

上端与卷扬筒（7）相连，下端穿过输送筒（3）的出料部后与缓冲装置（6）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拉绳（5）

的侧部设置有凸轮（8），凸轮（8）连接有带动其转动的凸轮电机，凸轮（8）与拉绳（5）相配合

带动缓冲装置（6）抖动。

8.根据权利要求1、5、6或7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缓冲装置（6）由上至下间隔设置有多个。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每相邻的两个所

述的缓冲装置（6）的间距小于等于1m。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装

置（6）包括多个弹簧（9），多个弹簧（9）环绕拉绳（5）设置并与拉绳（5）固定连接，弹簧（9）沿

拉绳（5）的径向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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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属于催化剂填装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列管式反应器的催化剂装填要求远高于筒式反应器，为了确保正常生产，要求催

化剂在装填时，每根反应管的催化剂装填体积一致，装填高度一致，测定各个反应管的阻力

降，偏差应小于±3%，才能认为催化剂装填合格。

[0003] 目前，烃类蒸汽转化炉所用的转化催化剂装填都是人工操作，一般使用三种方法，

布袋法、螺旋法、弹簧法。1、布袋法：先将催化剂过筛，称重，置于帆布口袋中，人工放置到炉

管底部，松开布袋口，让催化剂下落到床层，这种布袋装填方式效率很低。2、螺旋法：先将催

化剂过筛，称重，然后借助带有螺旋弹簧的钢丝绳进行催化剂装填，如CN  207876753  U，这

种装填方式效率比第一种方法有所提高。3、弹簧法：先将催化剂过筛，称重，然后借助嵌套

管的螺旋结构将催化剂旋转着下落到床层，如专利104755160B，这种装填方式由于管子的

放入和取出，消耗时间多，装填同样规模的转化炉需要时间最多。

[0004] 上述三种转化催化剂的装填方法均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如过筛、称重；过筛时，

催化剂粉末随风飘散，又造成环境污染，同时危害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第1种布袋装填方

式还存在人员操作不熟练，布袋从较高处坠落，催化剂破碎的情况，装填质量是三种方法中

最差的；第2、3种方法的催化剂装填质量相当；第2种方法在具体作业时，经常出现催化剂倒

入速度过快，员工没有及时操作电机将钢丝绳向上卷起，从而导致颗粒状转化催化剂将最

下端或多个放料螺旋压住卡死在反应管中，当出现此情况时，需要将反应管下端法兰打开，

放出催化剂，或使用真空泵将催化剂从反应管上部吸出，在装卸过程中导致部分催化剂破

损、高压密封片失效必须换新等问题，增加了企业成本。

[0005] 申请号为201711044245.4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了一种转化炉管催化剂填装

机，其催化剂通过传动皮带输送添加，但是其无法对催化剂过筛，即其工作过程中需要人工

过筛，然后再将过筛后的催化剂送通过输送皮带添加，过筛时，催化剂粉末随风飘散，又造

成环境污染，同时危害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能够在添加催

化剂的过程中实现自动过筛，避免产生的粉尘危害作业人员身体健康的列管式反应器催化

剂装填设备。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

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料仓、输送筒、收集袋以及缓冲装置，输送筒设置在料仓的下侧，输送

筒一端与料仓的底部相连通，另一端设置有出料部，输送筒为沿远离料仓的方向逐渐向下

的倾斜状，收集袋设置在输送筒下侧，收集袋的顶部与输送筒相连通，收集袋与输送筒之间

设置有筛网，缓冲装置设置在出料部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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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所述的输送筒的中部下侧敞口设置，形成过筛部，筛网安装在过筛部上，

收集袋与输送筒外壁密封连接，并通过过筛部与输送筒相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输送筒远离料仓的一端向下弯折，形成开口朝下的出料部。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料仓与输送筒之间设置有自动称重机。

[0011]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装置连接有升降装置，升降装置设置在输送筒上侧。

[0012] 优选的，所述的升降装置包括卷扬筒、拉绳以及升降电机，卷扬筒水平设置在输送

筒上侧，拉绳的上端与卷扬筒相连，下端穿过输送筒的出料部后与缓冲装置相连。

[0013] 优选的，所述的拉绳的侧部设置有凸轮，凸轮连接有带动其转动的凸轮电机，凸轮

与拉绳相配合带动缓冲装置抖动。

[0014]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装置由上至下间隔设置有多个。

[0015] 优选的，每相邻的两个所述的缓冲装置的间距小于等于1m。

[0016] 优选的，所述的缓冲装置包括多个弹簧，多个弹簧环绕拉绳设置并与拉绳固定连

接，弹簧沿拉绳的径向设置。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的催化剂通过输送筒添加到炉管内，输送筒倾

斜设置，通过催化剂的重力添加，不需要额外的动力，筛网能够在催化剂沿输送筒下滑的过

程中对催化剂进行过筛，使催化剂粉末或破碎的催化剂经过筛网下落至收集袋内，完好的

催化剂进入到炉管内，方便对粉尘进行处理，避免了污染环境，也避免了粉尘危害作业人员

的身体健康，提高转化催化剂的装填效率，降低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减少环境污染，避免

了上述三种方法的缺点，能够高效的完成催化剂装填，且装填质量符合企业的控制指标。

[0019] 2、收集袋与输送筒外壁密封连接，避免产生粉尘污染。

[0020] 3、输送筒远离料仓的一端向下弯折，形成开口朝下的出料部，方便将催化剂输送

至竖向设置的炉管内。

[0021] 4、自动称重机能够对催化剂进行自动称重，从而保证每个炉管内的催化剂的量相

等，进而保证每个炉管内的催化剂的高度一致。

[0022] 5、升降装置能够带动缓冲装置升降，从而避免催化剂自由下落的距离过大，导致

催化剂破碎。

[0023] 6、升降电机带动卷扬筒转动，卷扬筒通过拉绳带动缓冲装置升降，缓冲装置升降

方便，升降过程中不会受到炉管或输送筒的妨碍，且升降的距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节。

[0024] 7、凸轮电机带动凸轮转动，凸轮通过拉绳推动缓冲装置抖动，避免催化剂停留在

缓冲装置上，并使得催化剂颗粒在炉管内均匀散布。

[0025] 8、缓冲装置间隔设置有多个，避免催化剂下降的距离过大，从而导致催化剂摔破。

[0026] 9、缓冲装置的间距小于等于1m，满足了催化剂供应方要求的催化剂无障碍自由下

落的距离小于等于1m的要求，以避免催化剂出现破损。

[0027] 10、通过环绕拉绳设置的多个弹簧对催化剂进行缓冲，缓冲效果好，且能够避免与

催化剂之间产生冲击，导致催化剂破损。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的主视剖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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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2为缓冲装置的俯视示意图。

[0030] 图中：1、料仓   2、自动称重机   3、输送筒   4、收集袋   5、拉绳   6、缓冲装置   7、

卷扬筒   8、凸轮   9、弹簧   10、筛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2是本实用新型的最佳实施例，下面结合附图1~2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

明。

[0032] 一种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包括料仓1、输送筒3、收集袋4以及缓冲装置

6，输送筒3设置在料仓1的下侧，输送筒3一端与料仓1的底部相连通，另一端设置有出料部，

输送筒3为沿远离料仓1的方向逐渐向下的倾斜状，收集袋4设置在输送筒3下侧，收集袋4的

顶部与输送筒3相连通，收集袋4与输送筒3之间设置有筛网10，缓冲装置6设置在出料部下

侧。本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的催化剂通过输送筒3添加到炉管内，输送筒3倾斜设

置，通过催化剂的重力添加，不需要额外的动力，筛网10能够在催化剂沿输送筒3下滑的过

程中对催化剂进行过筛，使催化剂粉末或破碎的催化剂经过筛网10下落至收集袋4内，完好

的催化剂进入到炉管内，方便对粉尘进行处理，避免了污染环境，也避免了粉尘危害作业人

员的身体健康。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然而熟悉本领域的人们应当了

解，在这里结合附图给出的详细说明是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必然超出了有

限的这些实施例，而对于一些等同替换方案或常见手段，本文不再做详细叙述，但仍属于本

申请的保护范围。

[0034] 具体的：如图1~2所示：输送筒3设置在料仓1的下侧，且输送筒3的左端与料仓1的

底部相连通，右端线下弯折，形成开口朝下的出料部，在向炉管内添加催化剂时，输送筒3的

出料部伸入炉管上端，从而方便将催化剂送入到炉管内。输送筒3沿远离料仓1的方向逐渐

向下倾斜设置，使料仓1内的催化剂在重力作用下沿输送筒3的内壁下滑，并送入到炉管内。

[0035] 料仓1与输送筒3的左端之间设置有自动称重机2，自动称重机2的进料口与料仓1

的底部相连通，自动称重机2的出料口与输送筒3的左端相连通，从而能够将称重好的催化

剂通过输送筒3送入到炉管内，保证炉管内的催化剂的高度一致。

[0036] 输送筒3的中部下侧敞口设置，形成过筛部，筛网10设置在输送筒3的下部，并将过

筛部封闭，收集袋4为上侧敞口的袋体，收集袋4的上口与输送筒3的外壁密封设置，过筛部

设置在收集袋4内，从而能够在催化剂输送过程中对催化剂过筛，使催化剂粉末或破碎的催

化剂下落至收集袋4内，避免产生粉尘污染，也避免危害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

[0037] 缓冲装置6设置在输送筒3的出料部下侧，缓冲装置6由下至上间隔设置有多个，缓

冲装置6连接有带动其升降的升降装置。在添加催化剂时，缓冲装置6放入对应的炉管内。每

相邻的两个缓冲装置6的间距小于或等于1m，满足了催化剂供应方要求的催化剂无障碍自

由下落的距离小于等于1m的要求，以避免催化剂出现破损。通常每相邻的两个缓冲装置6的

间距为1m。

[0038] 升降装置包括卷扬筒7、拉绳5以及升降电机（图中未画出），卷扬筒7设置在输送筒

3的上侧，卷扬筒7水平设置，升降电机的输出轴与卷扬筒7相连并带动其转动，拉绳5的上端

与卷扬筒7相连，下端穿过输送筒3的出料端后同时与多个缓冲装置6相连，并带动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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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升降。在本实施例中，拉绳5为钢丝绳。

[0039] 拉绳5的侧部设置有凸轮8，凸轮8设置在输送筒3上侧，并位于卷扬筒7的下侧，凸

轮8的轴线与卷扬筒7的轴线平行设置，凸轮8连接有带动其转动的凸轮电机（图中未画出），

凸轮电机带动凸轮8转动，从而使拉绳5抖动，避免催化剂停留在缓冲装置6上。

[0040] 每个缓冲装置6均包括多根弹簧9，弹簧9环绕拉绳5间隔均布，弹簧9沿拉绳5的径

向设置，且弹簧9内端与拉绳5固定连接，外端与对应的炉管内壁间隔设置。在本实施例中，

每个缓冲装置6包括六根弹簧9。

[0041] 卷扬筒7上设置有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用于检测拉绳5对卷扬筒7的压力，当压

力传感器检测到压力信号时，升降电机不转动，当压力传感器检测不到压力信号时，升降电

机转动，且凸轮电机停止转动。

[0042] 本列管式反应器催化剂装填设备的工作过程如下：将催化剂放入到料仓1内，自动

称重机2将称重好的催化剂通过输送筒3送入到对应的炉管内，凸轮电机带动凸轮8转动，催

化剂掉落并冲击缓冲装置6，卷扬筒7上的压力传感器检测到信号，升降电机部转动。

[0043] 待催化剂掉落后，卷扬筒7上的压力传感器检测不到信号，凸轮电机带动凸轮8停

止转动，升降电机转动，通过拉绳5将缓冲装置6提升一段距离后停止转动，并将信号传递给

自动称重机2，自动称重机2放出下一批称重后的催化剂，开始下一轮的催化剂填装。

[0044] 升降电机工作，将拉绳5向上卷起的长度，与催化剂相关。通常供应方希望催化剂

无阻碍自由下落的距离小于等于1m，以免催化剂出现破损，本实用新型选择的自动称重机2

每批催化剂在1~5kg，范围内，优选2~3kg范围内，按催化剂堆密度和炉管内径可计算出单位

质量催化剂在炉管内的高度，升降电机每次将拉绳5向上卷起的长度只需要比计算处的高

度多5~10cm，即可确保不会出现缓冲装置6被催化剂压住卡死的现象。本实用新型的适用范

围，如烃类蒸汽转化制氢或制合成气装置，甲醇蒸汽重整制氢装置、苯加氢装置等使用列管

式反应器的工业装置。

[004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实用新型作其它形式

的限制，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

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

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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