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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钻井液油水（固相）分离装置是用来分离和测定水基钻井液样品中水、油和

固相体积的仪器。仪器采用外加热蒸馏方式，避免内加热所形成干烧（过温），

50ml 大容量蒸馏体，测试精度与常规（20ml）相比得到了提高。该仪器操作简

单，是了解固相浓度和组成水基钻井液粘度、滤失控制的基础。是用于实验室和

现场理想的专用仪器。

二、型号及规格

型号 名称 不同配置处 特点

HTD-GX50 钻井液油水（固相）分离装置
采用外加热

防止干烧
蒸馏方式

三、仪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名称 技术参数

电源 AC220V±5% 50/60Hz

功率 1000W

蒸馏体容量 50±0.2ml

液体回收率 >98%

最高加热温度 500℃

四、仪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一）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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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蒸馏体：耐腐蚀不锈钢材料精制而成。容积 50ml，精度±0.2ml。见（图一）

导流管 蒸馏套 蒸馏杯

（图一）蒸馏体结构图

2、液体冷凝体：具有足够的容量以便油和水的蒸气在离开冷凝体之前冷却至蒸

发温度以下。见（图二）

手柄

隔热套

冷凝体

紧定螺钉

滤液嘴

（图二）冷凝体结构图

3、加热棒：具有足够的功率以便在一定时间之内将样品温度升至液相蒸发温度

以上，而不致使固相沸腾出来。

4、量筒：容量 50ml，精度±0.25ml。

5、试管刷：清洗量筒用的毛刷。

6、刮刀：刀片宽度尺寸适合蒸馏器样品杯内径，用来刮取蒸馏体内剩余的固相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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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箱体：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用来固定和盛装其他部件。

8、油水（固相）分离装置结构图。见（图三）

9、电器原理图。见（图四）

加热器

计量盖

电源线

润滑脂

（图三）油水（固相）分离装置结构图

箱体

蒸馏体
温控表 量筒 50ml 刮刀

冷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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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电器原理图

（二）工作原理

在蒸馏体外加热已知体积的水基钻井液样品,使其液相成分蒸发,而后使之

冷凝并收集在带有刻度的量筒内,液体体积直接从量筒中油相和水相的读值得

出。总的固相体积（悬浮的和溶解的）从差值（样品总体积－液相体积）得到。

由于任何溶解的固体将留在蒸馏体内，所以必须经过计算才能确定悬浮固相体

积。也可通过计算得到低比重固相和加重材料的相对体积。

五、仪器的操作

警告：温控表上设置键“<<PF”“ ”“ ”非本厂技术人员严禁触碰。

1、取出主机，检查各部件、管件及电源部件是否完整无缺。

2、检查仪器各部件是否清洁干燥。

3、取一份有代表性的水基钻井液样品，并使之冷却到约 26℃（80℉）。将钻井

液通过马氏漏斗上的 12 目筛网清除堵漏材料、较大的钻屑或岩块。充分搅拌样

品，排出空气，使样品混合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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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蒸馏杯水平放置，用清洁的注射器或直接将样品缓慢注入蒸馏杯中。

5、小心盖上计量盖，并使过量的样品从盖子小孔中溢出，以确保样品杯内的样

品体积。盖紧计量盖，擦掉蒸馏杯和计量盖外的溢出样品。然后轻轻取下计量盖

将粘在杯盖面上的样品刮回蒸馏杯中。

6、用湿布擦净蒸馏套的丝扣，将带丝扣的蒸馏套拧紧在蒸馏杯上。见（图五）

蒸馏套

样品

蒸馏杯

（图五）蒸馏杯装入样品示意图

注：为保证密封，丝扣上需抹一些润滑油或润滑脂。

7、调整手柄，将蒸馏体的引流管紧紧插入冷凝体隔热套内，拧紧手柄。

8、打开保温盖，将组装好的蒸馏体-冷凝体组合体小心放入加热体内、冷凝体支

架，并盖好保温盖。

9、将量筒垂直接在冷凝体的滤液嘴口下。见（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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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馏体 加热体 保温盖 导流管 手柄

冷凝体

量筒

（图六）蒸馏体-冷凝体-量筒安装位置示意图

10、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加热开关，调节温控表选择所需的温度，实验开始。

观察从冷凝体滴下的液体，直至冷凝体再没有液体排出后，继续加热 10min，切

断电源。

11、使蒸出的液相冷却至室温，并读取总液相体积 VL、油和水的体积 VO 和 VW

（如油水界面不清晰，可滴入 1～2 滴破乳剂）。

12、直接读出测量数据，计算钻井液的固相含量。

13、待仪器冷却后，拆卸蒸馏体-冷凝体组合体的各部件，用干净的小毛刷清理

蒸馏套的导流管和冷凝体的隔热套、滤液嘴，保持干燥以备下一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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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所测得的油和水体积及钻井液样品的原始体积（50ml），计算钻井液

中的水、油和总固相的体积百分数。

水体积百分数(%)：100×（水体

积 ml）

Vw= ……………………………（a）

（样品体积 ml）

油体积百分数(%)：100×（油体

积 ml）

Vo= …………………………（b）

（样品体积 ml）

固相体积百分数(%)： Vs = 100 —

（Vw+Vo）……………………………（c）

其中总固相包括悬浮物(低密度固体和加重材料等)和溶解的材料(例如盐)。

在泥浆为一个未经处理的、淡水的情况下，此体积百分比将代表总悬浮的固体。

由于总悬浮的固相体积百分比与低密度的固相和加重材料有关联，所以为

了得到以下数据, 必须是知道准确的泥浆密度和氯化物浓度。

悬浮物体积百分数(%)：

Vss=Vs-Vw

CS

…………………………（d）1,680,000 -1.21CS

式中 Vss ——悬浮物体积百分数(%)

CS——氯化物浓度，mg/L

低密度固体体积百分比(%) ：

1
V
Ig = Pb - PIg [100Pf +( Pb-Pf )Vss-12Wm-( Pf-Po )Vo]…（e）

式中 VIg——低密度固体体积百分比(%)

Pb——加重材料密度,克每立方米

Pf——滤液密度,克每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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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油密度,克每立方米 (可实测求得或设为 0.84 克每立方米)

PIg——低密度固体密度,克每立方米(可实测求得或设为密度 2.6 克每立

方米)

Wm——泥浆密度,磅每加仑

加重材料体积百分比(%) ：

Vb= Vss-VIg

低密度固体，加重材料和悬浮物的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CIg=3.49PIgVIg

Cb=3.49PbVb

Css= CIg+ Cb

式中 CIg——低密度固体浓度、磅每桶

Cb——加重材料浓度、磅每桶

Css——悬浮物浓度、磅每桶

六、仪器的维护与保养

1、清洗各部件，将仪器置于干燥环境中。

2、移动、维修或保养仪器时，要轻拿、轻放，以免造成部件变形，影响精度和

使用。

3、加热时通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蒸馏约 40 分钟。

4、蒸馏杯和蒸馏体之间的密封面不要损伤，以免影响密封。



9

七、故障的判定与排除

故障 原因 维修方法

用万用表“Ω”挡测量加热

加热棒坏 棒两端有无阻值，若无阻值

加热体通电 加热棒线烧断，更换加热棒

不加热 电线插头接触 检查电线接头各插头

不好 是否插牢

保险丝烧坏 更换保险丝

八、一年备件（选配）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G0103 量筒（50ml） 只 10

14026 刮刀 只 2

P03120 毛刷 只 10

P0369 毛刷 只 10

P0133 保险丝（8A） 个 2



保修卡
尊敬的用户

您好！感谢您购买青岛恒泰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在购买产品

后，请认真阅读，填写并妥善保管好此保修卡。

用户名 联系人

购买日期 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用户地址

订单编号

维

修

记

录

日期 故障原因及处理情况

保修说明

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需要维修时，请把此保修卡与所购产品一起妥善寄回我公司提供售后维修处

注意事项

1、 自您选购本产品签收首日起，凡按照使用说明书安装使用，一年内出现非人为质量问题，我

们提供免费维修，一年后维修只收取维修工本费。

2、 非本公司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质量问题，如使用不当，保管不妥，擅自拆机等原因造成的损

坏，本公司维修只收取维修工本费

生产及售后服务地址：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隐珠镇

服务电话：0532-58762800 邮编：266400

合格证
产品名称：油水固相分离装置 产品型号：HTD-GX50

产品编号： 执行标准：SY/T5377-2013

生产日期：2019 年 10 月

本产品经检验符合标准准予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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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dcmyq.com
mailto:cmtech@sina.com

	一、概述
	二、型号及规格
	三、仪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四、仪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五、仪器的操作
	六、仪器的维护与保养
	七、故障的判定与排除
	八、一年备件（选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