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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螺纹标准

55度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使其内外螺纹的配合紧密，有直管和锥管两种。

常见的管螺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NPT、PT、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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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螺纹简介

1）NPT是 National(American)Pipe Thread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度椎管螺纹，

用于北美地区，国标查阅 GB/T12716-2002。

2）PT（BSPT）是 Pipe Thread 的缩写，是 55 度密封圆椎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家

族， 多用于欧洲及英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 1:16，国标查阅 GB/T7306-
2000。 国内叫法为 ZG.。

3）G是 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代表圆柱螺纹。国标

查 阅 GB/T7307-2001。
公制螺纹与英制螺纹的区别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 公制螺纹是 60
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 55 度牙型，美制螺纹为等腰 60 度牙型； 公制螺纹用

公制单位（如 mm），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如英寸）；

“行内人”通常用“分”来称呼螺纹尺寸，一英寸等于 8分，1/4英寸就是 2分，以此类推。另

外还有：ISO—公制螺纹标准 60 度；UN—统一螺纹标准 60 度；API—美国石油管螺

纹标准 60 度；W—英国惠氏螺纹标准 55 度；

NPT BSP螺纹技术---- NPT，PT，G螺纹的区别

NPT，PT，G各种螺纹的区别

NPT，PT，G 都是管螺纹．

NPT是 National (American) Pipe Thread的缩写，属于美国标准的 60度锥管螺纹，用

于北美地区．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12716-1991



PT是 Pipe Thread的缩写，是 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多用于欧洲及英

联邦国家．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规定为 1:16．国家标准可查阅 GB/T7306-2000
G是 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标记为 G代表圆柱螺纹．国家标准

可查阅 GB/T7307-2001

另外螺纹中的 1/4、1/2、1/8 标记是指螺纹尺寸的直径，单位是英寸．行内人通常用

分 来称呼螺纹尺寸，一寸等于８分，1/4 寸就是２分，如此类推．G 就是管螺纹的统称

(Guan)， 55，60度的划分属于功能性的，俗称管圆。即螺纹由一圆柱面加工而成。

ZG 俗称管锥，即螺纹由一圆锥面加工而成，一般的水管接头都是这样的，国标标注为

Rc 公制螺纹用螺距来表示，美英制螺纹用每英寸内的螺纹牙数来表示，这是它们最大的区

别，公制螺纹是 60 度等边牙型，英制螺纹是等腰 55 度牙型，美制螺纹 60 度。公制螺纹用

公制单位，美英制螺纹用英制单位。管螺纹主要用来进行管道的连接，其内外螺纹的配合

紧 密，有直管与锥管两种。公称直径是指所连接的管道直径，显然螺纹直径比公称直径

大。1/4， 1/2，1/8是英制螺纹的公称直径，单位是英寸。

管螺纹标准发展历史

英制管螺纹来源于英制惠氏螺纹，惠氏螺纹的管路系列与惠氏螺纹牙型组合建立起了英

制管螺纹的基本尺寸.按 1/16 锥度关系，惠氏螺纹的径向直径公差转化为英制密封管螺纹的

轴向牙数公差（存在一定量的修约和调整）.再参照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公差值提出英制非密 封

管螺纹的公差（公差由单向分布变为单向分布，放松顶径公差，放开底径公差）.三种螺

纹提出的时间为：

1841年，提出英国惠氏螺纹，1905年，颁布惠氏螺纹新标准（BS
84）. 1905年，颁布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BS 21）.

1905年至 1940年，由惠氏螺纹履行英制非密封管职责.1940年，提出惠氏螺纹的非

密 封管螺纹系列（BSP 系列）；1956 年，单独颁布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BS 2779）.

欧洲国家和英联邦国家首先接受了英制管螺纹标准.ISO/TC5/SC5 管螺纹标准化技术委 员

会及其秘书处受欧洲国家控制，英制管螺纹标准被 ISO 标准采用.1955 年，ISO 提出英制 密

封管螺纹标准（ISO R 7）；1961 年，ISO 提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标准（ISO R 228）.1978

年，ISO 颁布了两种英制管螺纹的正式标准（ISO7-1 和 ISO228-1）.目前，英制管螺纹

已被 北美洲已外的国家所普遍接受，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贸易中.
ISO 标准内的英制管螺纹已转化为米制单位制.英制管螺纹的米制化方法非常简单，将

原来管螺纹的英寸尺寸乘以 25.4 就转化为毫米尺寸.英制管螺纹尺寸在被淘汰的问题.所
谓要 使用真正的管螺纹标准是不现实的.这里不存在真米制管螺纹与假米制管螺纹之分.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柱/锥”和“锥/锥”.两种英制密封管螺纹使用不同的螺

纹环规（圆柱螺纹环规和圆锥螺纹环规）和螺纹塞规（基准平面的位置不同，两者基准平面

相距半牙）.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锥/锥”配合螺 纹.
同一个密封管螺纹件，欧洲国家检验合格的管螺纹，欧洲以外国家检验则可能不合格.国

际贸易中一定要注意这种差异否则可能出现废品.1994 年前，ISO 的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及

其量规标准是按“锥/锥”配合体系设计的.我国的英制密封管螺纹产品可以直截进入国际市场.

而欧洲国家的管螺纹的管螺纹产品则处于不利的地位.2000 年以后，ISO 的英制密封管螺纹

标准及其量规标准是按“柱/锥”配合题系设计的.我国原有的英制密封管螺纹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

就会遇到困难.为此，我国于 2000 年修订了英制密封管螺纹国家标准.将原来的一个螺纹标 准

变为两个螺纹标准，以此提示设计者要注意两种配合螺纹的不同和正确选用.日本在 1999

年修定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时，仍然坚持采用 1994 年前的 ISO 标准.所以，2000 年以

后的 国际英制密封管螺纹市场更加复杂，国内厂家要备加小心.
密封管螺纹的技术



英制密封管螺纹为一般用途的密封管螺纹，使用中要在螺纹副内加入密封添料.其特点

是比较经济，加工精度要求适中.不加密封添料就可以保证密封连接的螺纹为干密封管螺纹.
英制管螺纹体系内没有干密封管螺纹.

密封管螺纹具有机械连接和密封两大功能；而非密封管螺纹仅有机械连接一种功能.所
以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要严于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有些人看到非密封管螺纹的中径公差为密

封管螺纹中径公差的一半，认为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高于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这种观点是

不 正确的，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有要求.其大径，中径和小径的公差是相同的；其牙侧

角和 螺距误差对密封性能有较大影响.而非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基本没有要求.其顶径公

差大于 中径公差；其底径没有公差要求.；另外，有些人认为可以用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

密封圆柱 外螺纹组成配合.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这样做就等于放松了密封内螺纹的精度要

求，管螺纹 的密封就可能出问题.

由于密封管螺纹的使用场合，加工精度，装配和检测等技术的不同，目前的管螺纹标准

无法保证所有的符合标准规定的螺纹件都能实现密封.在英制密封管螺纹标准内无法提出统 一

的螺纹单项参数的精度要求.这些单项螺纹参数对密封性能有直接影响.目前，解决问题的 根本

出路是针对自己特定的产品，各个行业或公司制定自己的内控措施.这些参数的内控指 标一般

对外是保密的.对其它行业的公司也是不通用的，生产厂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密封 管螺纹标

准不是万能的，密封问题可能需场家自己留心注意.1987 年以前，我国没有美制和 英制管螺纹

标准.可是生产中又无法回避这两种国际普遍使用的管螺纹标准，为此，旧机械

制图标准曾经自行规定过美制和英制管螺纹的标记代号，这些螺纹代号来源于汉语拼音字 母，

根本没有考虑与国外标准管螺纹标准代号是否一致.由于此标准只规定了螺纹代号而没 有规定

螺纹参数，同一个螺纹代号在不同企业或行业所表示的螺纹参数可能也有差异.出现 废品时没

有依据判断谁对谁错.1987 至 1991 年，我国颁布了英制管螺纹标准.从此，管螺纹 代号和标记

应服从管螺纹标准的规定.旧机械制图标准所规定的管螺纹代号应该立即废止.
1、密封管螺纹（R）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基本尺寸及其公差

配合方式 英制密封管螺纹有两种配合方式：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柱/锥”配
合；圆锥内

螺纹与圆锥外螺纹组成“锥/锥”配合.

欧洲国家主要采用“柱/锥”配合螺纹；而欧洲以外国家则主要采用“椎/椎”配合螺纹.两种 螺

纹的检验量规存在一定不同；目前的 ISO 英制密封管螺纹量规标准（ISO 7-2：2000）是

按“柱/锥”配合体系设计的.

密封管螺纹的标记 英制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

和旋向代号组成.
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P；
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C；
英制密封圆锥外螺纹的特征代号为：R1（与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配合使用）；

R2（与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配合使用）；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 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对密封管

螺纹，利用 RP/R1，RC/R2 分别表示“柱/锥” 和“锥/锥”螺纹副. 2、非

密封管螺纹

英制非密封管的基本尺寸及其极限偏差

标记:

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完整标记由螺纹特征代号，螺纹尺寸代号，中径公差等级代号和

旋 向代号组成.



英制非密封圆柱螺纹的特征代号为：G

对英制非密封圆柱内螺纹，其中径公差等级代号省略不标；而英制非密封圆柱外螺纹

的 中径公尺等级代号分别为 A 和 B.
左旋螺纹的旋向代号为 LH；右旋螺纹的旋向代号省略不标.
当表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的螺纹副时，仅标注外螺纹的标记代号.
示例：

尺寸代号为 2 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G2 尺寸

代号为 3 的 A 级，右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3A
尺寸代号为 4 的 B 级，左旋，非密封圆柱外螺纹：G4 B-LH
尺寸代号为 2 的右旋，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 A 级圆柱外螺纹组成的螺纹副：G2A
加工内孔螺纹的是管螺纹丝锥加工外螺纹的有板牙。

其他：

55°圆锥管螺纹的转化

55°圆锥管螺纹，是指螺纹的牙型角为 55°、螺纹具有 1：16的锥度。该系列螺纹在世界

上应用广泛，它的代号，各国规定不同。

中国英国法国日本 iso
代号 ZG R（外） G PT R

R(外螺纹) Rc（内） R RRc
60°圆锥管螺纹的转化

60°圆锥管螺纹是指牙型角为 60°、螺纹锥度为 1：16的管螺纹，此系列螺纹在我国机床 行

业和美国、前苏联应用。它的代号，我国过去规定为 K，后来规定为 Z，现在改为 N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