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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提示 
仪器使用前，请认真阅读以下安全指导，以保障人员和设备安全！ 

◆要求仪器操作人员熟悉全部操作过程和操作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严格按说明书要求操作。 

◆仪器使用前要检查各联接部位是否牢固。 

◆严格按仪器技术要求配备电源、水源和气源。 

◆仪器使用过程中要有人值守，一旦出现意外，必须迅速切断电源或

水源、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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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粘附系数测定仪是一种模拟性的试验分析仪器，主要用于监测深井中

钻具与井壁钻井液间的摩擦系数，以便及时处理钻井液，改善其润滑性能，

防止卡钻事故的发生。 

二、规格及型号 

名称 型号 配置 特点 

粘附系数测定仪 NF-1 不带压筒组件 
粘附盘与滤饼之间的粘附靠

人力用加压杆，施加压力 

粘附系数测定仪 NF-2 带压筒组件 
粘附盘与滤饼之间的粘附靠

气压作用于加压筒，对粘附

盘施加压力 
 

三、技术参数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1 过滤面积 22.6cm2 
2 工作压力 3.5MPa 
3 钻井液杯最大耐压 5MPa 
4 粘附盘直径 φ50.7 mm 

5 气源 
氮气、二氧化碳气体（不含油、

水等杂质）（严禁使用氧气） 
其额定压力应大于 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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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仪器结构与工作原理                                

（一）仪器结构 

该仪器主要由支架、泥浆杯、三通、压筒（NF-2 型）等组成。 

 

（图一）仪器结构图 

1、支架：它是与底座构成一体，是该仪器的基础部件，杯座固定于

支柱上，可通过支柱上端横梁利用加压杆对粘附盘施加压力。 

2、泥浆杯：是由浆杯、粘附盘、连通阀杆与杯盖组成，滤网在浆杯

底部的滤网座上，钻井液装入杯内，通过“O”型圈使浆杯与杯盖密封成

一体。 

3、三通：连接输气管和顶部阀杆。可排出管汇系统内余气。 

连通阀杆

粘附盘

泥浆杯

高压胶管
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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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筒：它是由压力活塞杆、弹簧等组成，它的作用是给粘附盘施

加一定的压力，以便使粘附盘与滤饼相粘合，测其摩擦系数。 

（二）工作原理 

该仪器是在模拟井下作业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参数进行工作的，它是

由 QG80 管汇提供稳定的压力作用于钻井液之上获其滤失量的多少和滤失

后形成的滤饼，然后下压粘附盘让其与滤饼粘实，以扭矩仪测其（常温状

态下的）粘附系数。 

五、操作说明 

1、检查气源、管汇、胶管、压力表工作是否安全可靠，检查浆杯、

滤网座、粘附盘滤网有无异物、伤痕。 

2、将管汇安装在气瓶上。在确定调压手柄处于自由状态时，打开气

源，此时气瓶压力应≥5MPa。将高压胶管分别连接管汇和三通输出接头。 

3、在浆杯滤网上，按顺序放好滤纸、橡胶圈和胶圈，用 U 型扳手将

滤网压圈压在胶圈上旋紧。见（图二）。 

 
（图二） 

连通阀杆 滤网座 橡胶圈 尼龙圈 滤网压圈滤纸 U形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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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底部阀杆旋入浆杯底部螺孔内拧紧。 

5、将浆杯放在支架的杯座上。 

6、取搅拌好的钻井液样品倒入浆杯至刻线处。安装杯盖并用加压杆

和勾头扳手旋紧。 

7、将连通阀杆旋入杯盖上，输气胶管及三通安装在顶部阀杆上，插

入销子将其固定，并关闭顶部阀杆和三通放气阀。 

8、调节调压手柄输出压力为 3.5MPa，打开顶部阀杆，逆时针转动 1/4

圈，使钻井液杯内压力为 3.5MPa。 

9、将 25mL 量筒置于底部阀杆下方，然后逆时针打开底部阀杆 1/4 圈

开始计时。 

10、滤失结束后，NF-1 型用加压杆扣住支架横梁用力将粘附盘压下，

使粘附盘与杯内滤饼粘实；（NF-2 型将气压筒装入钻井液杯盖凹槽内，并

转 60°左右，旋转卡紧，再把气源三通插入气筒上并插上固定销，关闭放

气阀杆。） 

11、旋转管汇调压手柄调至所需压力，在气压的作用下气压筒活塞将

粘附盘压下，与滤饼粘实保持两分钟。松开管汇调压手柄，旋转三通放气

阀杆，将气压筒内的余气放出，取下气压筒。 

12、粘附盘与滤饼粘实后，关闭气源总阀，待粘实 5 分钟或更长时间

后，将扭矩仪指针调至零位，使扭矩仪与粘附盘六角端面连接，用加压杆

卡与支架之间，握紧扭矩仪，慢慢用力，测量粘附盘与滤饼开始滑动时产

生的最大扭矩值。一般情况下，每 5 分钟用扭矩仪重复测量，直至扭矩值

达到最大时为止。记录扭矩值最大峰值，测试完毕。见（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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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13、将顶部和底部阀杆关闭，打开放气阀杆放掉气源管汇内余气，使

管汇调压手柄处于自由状态。卸下气源管汇及三通。 

14、旋松顶部阀杆，排出钻井液杯内余气，用勾头扳手和加压杆旋开

泥浆杯，用 U 型扳手旋开滤网压圈，取出滤饼。 

15、将泥浆杯用清水冲洗干净并擦干，将其放在通风干燥处。 

六、维护与保养 

1、每次实验开机前和停机后，对仪器进行清洁和检查工作，远离腐

蚀液和溶剂存放。实验结束后，应将各部件内的压力、气体释放干净，泄

压后方可清洗并干燥钻井液杯，螺纹处应涂抹润滑脂待用。 

2、使用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磕碰，损伤仪器。 

3、要定期对仪器进行检验，保证仪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4、正常维护保养程序 

1）通气孔内应保持清洁，“O”型圈和滤网未变形、无破损，密封面

无损伤。 

2）输气管禁止与腐蚀性介质接触，不得敲击和划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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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节压力时不能将压力调至超过压力表总量程的 2/3，逐渐加压，

不得敲击压力表。 

4）气源严禁使用氧气。 

5）浆杯用清水冲洗干净并擦干，螺纹处涂以少量润滑油。 

6）仔细清洗粘附盘，用无油污的洁净软布擦干，一定要保护好粘附

盘的端面。 

5、仪器如果较长时间搁置不用，应至少每 3 个月进行检查，并经常

对仪器进行清洁防护。 

七、运输与储存 

仪器的运输与储存应符合于 GB/T 25480-2010 标准。产品应储存在通

风干燥的室内，室内空气中不含有能引起器件腐蚀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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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故障判定与排除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有钻井液从下阀

杆滴口处溢出 

①滤纸破碎 

②滤网面未清洗干净 

③滤网面有毛刺 

④升压过快，击穿滤纸 

①更换滤纸 

②清洗杯盖滤网 

③修复网面手感无毛 

④应慢慢加压至 3.5MPa压力 

杯体与杯盖之间

有钻井液溢出 
①钻井液杯盖安装不妥 

②“O”型圈老化或破损 

①重新安装杯盖调整紧定螺

钉 

②更换“O”型圈 

气压筒压力小 “O”型圈老化、破损漏气 更换“O”型圈 

实验时，粘附盘

与盛液杯盖之间

有气体冒出 
“O”型圈老化、破损 更换“O”型圈 

测量粘附值时无

粘附值 
粘附盘与滤饼之间假粘附 

重新放置滤纸，仔细清洗粘附

盘 

如何鉴别阀杆的

好坏 

 

九、随机配件、工具一览表 

详见装箱单 

 

不好

尖端有凹槽

不好

尖端有凹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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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修 

本公司产品的生产日期以产品检测表为准，保修期为一年。 

在保修期内，收到用户关于产品故障报告后，若故障属本公司产品引

起，（注意：所有产品及其附属包装需完好无损），均在保修范围之内。 

如故障属于下列情形之一引起，则不在免费保修之列，用户需承担相

应有关费用，但我公司应尽快协助排除故障，使设备恢复正常： 

1、用户不按说明书操作的； 

2、开箱取件时碰摔伤无法正常使用的； 

3、用户人为造成产品的损坏或其他因素（如运输中）； 

注意：维修时无本公司所原配包装或包装损坏无法托运，需用户承担

相关包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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