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国际标准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第 部分 尺寸 公差和标记 规定了两种配合形式

的螺纹 即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柱 锥 和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锥 锥 本标准等效采

用了 标准中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方面的技术内容

本标准代替了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 中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方面的

技术内容

本标准与 相比较 主要变化如下

将旧标准中 柱 锥 和 锥 锥 配合螺纹的技术内容分别放入两个新标准中进行规定

新标准中 内螺纹基准平面位置与其端面分离 基准平面位于端面以内半个螺距处

新标准采用螺纹特征代号 和 将两种配合中所使用的圆锥外螺纹明显地区分开来

简化了螺纹副的标记方法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 代替 的部分内容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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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等单位参加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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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 是由各国标准化机构 成员国 所组成的世界联盟 一般通过 技术

委员会来进行准备国际标准的工作 如果对已成立技术委员会的工作项目感兴趣 各成员国则有权派代

表参加该技术委员会 与 有联系的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可参加相应工作

有关所有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的事情 将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 紧密合作

被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 要向各成员国发放 进行投票表决 要使其成为正式发布

的国际标准 需获得至少 参加投票成员国的赞成

国际标准 是由 螺纹或平端对焊接头 螺纹 螺纹的检验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的

本标准为第三版本 第二版本 由其代替并作废 第三版本较第二版本有技术方面的

修改

在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总标题下 由如下部分组成

第 部分 尺寸 公差和标记

第 部分 用极限量规所进行的检验

第 部分的附录 为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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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管螺纹

第 部分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部分代替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牙型角为 螺纹副本身具有密封性的圆柱内螺纹和圆锥外螺纹的牙型 尺寸 公

差和标记

本标准适用于管子 阀门 管接头 旋塞及其他管路附件的螺纹联结

允许在螺纹副内添加合适的密封介质 例如在螺纹表面缠胶带 涂密封胶等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螺纹术语

定义及代号

定义

除补充下面两条术语外 标准中所使用的其他螺纹术语均符合 的规定

参照平面

量规检验螺纹时 读取检验数值 基准平面的位置偏差 所参照的可见平面 它是内螺纹的外端面或

外螺纹的小端面

容纳长度

从内螺纹外端面到妨碍外螺纹旋入的第一个障碍物间的轴向距离

代号

内螺纹在基准平面上的大径

外螺纹在基准平面上的大径 基准直径

内螺纹在基准平面上的中径

外螺纹在基准平面上的中径

内螺纹在基准平面上的小径

外螺纹在基准平面上的小径

每 轴向长度内所包含的螺纹牙数

螺距

原始三角形高度



螺纹牙高

螺纹牙顶和牙底的圆弧半径

外螺纹基准距离 基准平面位置 公差

内螺纹基准平面位置公差

设计牙型

圆柱内螺纹的设计牙型应符合图 的规定 其左 右两牙侧的牙侧角相等 相关尺寸按下列公式计

算

图 圆柱内螺纹的设计牙型

圆锥外螺纹的设计牙型应符合图 的规定 其左 右两牙侧的牙侧角相等 螺纹锥度为 相

关尺寸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圆锥外螺纹的设计牙型



基本尺寸

螺纹中径和小径的基本尺寸按下列公式计算

圆锥外螺纹基准平面的理论位置位于垂直于螺纹轴线 与小端面 参照平面 相距一个基准距离的

平面内 见图 圆柱内螺纹基准平面的理论位置位于垂直于螺纹轴线 深入端面 参照平面 以内

的平面内 见图

圆锥外螺纹和圆柱内螺纹各主要尺寸的分布位置分别见图 和图 其基本尺寸应符合表 的规

定

图 圆锥外螺纹上各主要尺寸的分布位置

倒角

圆锥外螺纹小端面和圆柱内螺纹外端面的倒角轴向长度不得大于

注 内螺纹外端面倒角的角度及其轴向长度大小将影响圆锥螺纹塞规对圆柱内螺纹的检验结果

公差

圆锥外螺纹基准距离的极限偏差 应符合表 第 栏的规定

圆柱内螺纹各直径的极限偏差应符合表 第 栏的规定

螺纹长度

圆锥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不应小于其基准距离的实际值与装配余量之和 对应基准距离为最

大 基本和最小尺寸的三种条件 表 第 和 栏分别给出了相应情况所需的最小有效螺纹长度

当圆柱内螺纹的尾部未采用退刀结构时 其最小有效螺纹长度应能容纳具有表 第 栏长度的

圆锥外螺纹 当圆柱内螺纹的尾部采用退刀结构时 其容纳长度应能容纳具有表 第 栏长度的圆锥

外螺纹 其最小有效螺纹长度应不小于表 第 栏规定长度的 见图



图 圆柱内螺纹上各主要尺寸的分布位置

标记

管螺纹的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和尺寸代号组成

螺纹特征代号 表示圆柱内螺纹

表示与圆柱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

螺纹尺寸代号为表 第 栏所规定的分数或整数

标记示例 尺寸代号为 的右旋圆柱内螺纹的标记为

尺寸代号为 的右旋圆锥外螺纹的标记为

当螺纹为左旋时 应在尺寸代号后加注

标记示例 尺寸代号为 的左旋圆柱内螺纹的标记为

表示螺纹副时 螺纹的特征代号为 前面为内螺纹的特征代号 后面为外螺纹的特征代

号 中间用斜线分开

标记示例 由尺寸代号为 的右旋圆锥外螺纹与圆柱内螺纹所组成的螺纹副的标记为



表 螺纹的基本尺寸及其公差

尺寸
代号

每

内所
包含的

牙数

螺距 牙高
基准平面内的
基本直径

基 准 距 离

大径
基准
直径

中径 小径 基本
极限偏差

圈数

最大 最小 装配余量

圈数

外螺纹的有效
螺纹不小于

基准距离分别为

基本 最大 最小

圆柱内螺纹
直径的极限
偏差

径向 轴向
圈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