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螺纹铣刀用半径补偿修正工具



这样的加工要求 最适合进行螺纹铣削

螺纹铣刀优异加工的3大保证条件

高精度的锥管螺纹加工 螺纹底孔深度不足时的加工

加工后螺纹表面无退刀痕，螺纹密封性优异 螺纹铣刀加工的内螺纹只有1P不完全牙
相比丝锥更靠近底孔干涉更少

退刀痕

 编程软件支持12国语言

 支持多种数控系统的编程语言，可应对多种设备

 根据加工尺寸与所选择的刀具自动显示最佳

 RPRG数值

 对于测量困难的螺纹孔口部位的内螺纹中径实现尺寸的数值可视化

 实现内螺纹6H公差带范围中，测量值在100%～-50%范围内的测量

 带有测量刻度标尺，不凭借操作者的经验，也可实现中径尺寸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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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3大保证条件得以实现

减少调试时间
减少加工时间
刀具寿命的稳定化

 RPRG值是指螺纹铣削加工时所必要的
 刀具半径补偿量的参考值
 OSG公司的螺纹铣刀产品在柄部全部刻印 
 有RPRG数值（2014年11月始）
 通过输入RPRG值作为半径补偿量，减轻
 调试的工作量

刀具半径补偿量
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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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具半径补偿量的参考值

螺纹铣削NC程序编程软件

RPRG值是指螺纹铣削加工时所必要的刀具半径补偿量的参考值

注意事项

通常调试时，将刀具半径补偿量输入NC数控系统，并同时根据螺纹塞规与内螺纹旋合时的松紧程度进行补偿。但是，如果直接
输入刀具柄部所刻印的RPRG值，可减轻重复确认及修改补偿值的工作量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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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PRG值为参考数值，在实际加工时，根据加工环境会有所变化，请在调试加工后再做调整
2. RPRG值的设定是以满足公制螺纹ISO:5H（旧JIS1级），美制统一螺纹ANSI：3B内螺纹精度情况下，所推荐的最佳值.
 在加工锥管螺纹(R·Rc)时，RPRG值的设定，以使用我司NC程序编程软件时，所推荐的实时有效的RPRG值为准
3. RPRG值的设定是以满足当前刀具所允许加工的最小螺纹尺寸为基准进行计算的，当所需加工的螺纹尺寸大于最小螺纹
 尺寸时，所设定的半径补偿量应该小于当前的RPRG值
4. 以上注意事项始于2014年11月后所生产刀具

· 编程软件支持12国语言
· 支持8种数控系统的编程语言
· 根据加工尺寸与所选择的刀具推荐最佳
 RPRG数值
* RPRG=刀具半径补偿量的参考数值

输入的RPRG值：3.681

半径

输入的半径补偿值：3.75

举例)
  刀具直径7.5MM螺距1，最小加工尺寸M10（商品号：8304721）
 内螺纹尺寸：M10X1
 螺纹中径公差：0～+0.118（ISO-5H）0～+0.150（ISO-6H）



螺纹铣刀用半径补偿修正工具

对于测量困难的螺纹孔口部位的内螺纹中径实现尺寸的数值可视化

DCT的构造由 测量螺纹部+测量套筒+套筒固定螺母 3个部分组成允许在内螺纹6H公差带
范围中100%～-50%的7等分刻度测量值范围内进行测量

测量螺纹部与内螺纹旋合，旋合自然停止时，锁紧测量套筒上的螺母，反转取出测量螺纹
部分，参照套筒上的基准线与刻度来判断测量值，实现孔口部螺纹中径尺寸的数值可视化
（在螺纹铣刀加工时调整半径补偿量时使用）

测量螺纹部

螺纹中径公差带与刻度值的关系图

*测量结果为近似值，无法替代螺纹塞规对内螺纹精度的是否合格进行检测
*根据使用环境，存在本产品无法使用的情况

举例):M10X1

测量螺纹部与内螺
纹进行旋合，直至
旋合自然停止

反转取出测量螺纹
部分

判断测量值

确保测量套筒与内螺
纹孔口端面平整接触
并锁紧套筒螺纹

测量套筒 手柄

套筒锁紧螺母

基本规格

测量方法



1）螺纹孔口倒角超过1mm或沉孔直径小于测量套筒直径是，可制作特殊品对应
2）内螺纹精度在5H,JIS2级，1级时也可使用

1）螺纹孔口倒角超过1mm或沉孔直径小于测量套筒直径是，可制作特殊品对应

标准品无对应尺寸，提高测量精度，增加棘轮旋钮，沉孔套筒等特殊品，接受订购

套筒外径

螺纹铣刀用半径
补偿修正工具 测量

方法

商品号 螺纹尺寸 盲孔时所允许
的测量深度 套筒外径 在库状态

螺纹尺寸 
盲孔时所允许
的测量深度 套筒外径 在库状态商品号

若有更多咨询与需求请联系
本公司营业人员

标准品库存

标准品库存



钢材加工螺纹铣刀系列

for  Small Diameter

带内冷油孔钢材加工
螺纹铣刀系列

非铁金属,耐热合金加
工螺纹铣刀系列

HY-PRO换片式螺纹
铣刀系列

通用硬质
合金螺纹
铣刀系列

通用硬质合金
螺旋槽式样

高速钢式样

通用硬质合金
直槽式样

HY-PRO梳刀片
式样

复合加工式样

带内冷油孔复合
加工式样

复合加工式
螺纹铣刀

对于螺纹铣刀产品更详细的信息请参见 OSG最新螺纹铣刀样本

 最小可加工，M1,螺距
 0.25的内螺纹
 应对碳素钢，不锈钢，
 铸件，非铁金属的加工
 允许对硬度超过HRC50
 的高硬度钢，耐热合金进行
 加工（M2以上）
 公制螺纹，极小径螺纹
 （S）美制统一螺纹（UN）
 加工可对应

 最小可加工，M6,螺距0.75的
 内螺纹
 应对碳素钢，不锈钢，调质钢，
 （～45HRC）的加工
 无内冷与有内冷油孔
 公制螺纹加工可对应
 美制统一螺纹（UN），管用
 螺纹加工可对应

 最小可加工，M6,螺距1.0的
 内螺纹
 应对非铁金属，耐热金属的加工
 无内冷与有内冷油孔
 公制螺纹，美制统一螺纹
 （UN），管用螺纹加工可对应

 1枚刀片对应各种螺距
 的加工
 刀柄可截短，以此调整
 刀具全长
 采用多刃式样，可实现
 高效率加工

 1支刀具可实现底孔，倒角，
 内螺纹铣削的全部加工
 对应铝合金，铸铁的高效率
 加工





400 888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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