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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信工时定额管理系统 

技术白皮书 

前言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www.caep.ac.cn）创建于 1958 年，是以发展国防尖

端科学技术为主的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的综合体。科研基地主体座落在四川

省绵阳市涪江之畔，占地四千多亩。全院拥有 12 个研究所，共有专业技术人员

8000余名，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2000余名，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22名，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9人。 

敬信工时定额管理软件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开发，并

提供咨询、实施、培训、二次开发、系统集成等服务。敬信工时定额管理软件是

企业实现工时定额管理信息化的优选方案。我们期望能利用这一方案，协助企业

提高工时定额的制定效率和管理水平。 

不同的用户，产品特点、生产模式及企业规模各不相同，工时定额管理的需

求也自然存在差别。为满足不同用户或同一用户在不同阶段的定额管理需求，敬

信软件推出了包括普及版、企业版、专业版及企业版在内的系列软件。企业版的

最新版本为 5.0版，支持网络使用，创新地解决了企业定额部门不同人员、不同

时期定额数据不一致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生产部门和定额部门之间的定额纠纷，

提升了定额数据和定额人员的权威性。 

 

图 1  敬信工时定额管理系列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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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时定额管理 

劳动定额指在一定的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下，对生产合格产品或完成一定作业

任务的劳动消耗量所预先规定的限额。在机械制造行业，这种限额体现为一种数

量标准，常用劳动时间来表示，称其为工时定额。工时定额是衡量工人劳动消耗

的通用尺度，工时定额管理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基础管理。 

以通用设备为主的离散型制造企业，大多以工时定额作为员工薪酬考核、成

本核算及产品报价的基础数据和重要依据。工时定额数据直接影响员工劳动报酬、

设备利用率、产品制造周期和成本。工时定额的准确性、平衡性和一致性成为企

业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企业常用的工时定额制定方法大致可为三个阶段（表 1）。以经验估工为代

表的第一阶段，企业聘用有较长工作年限、对各工种加工熟悉的定额人员，依据

定额人员所积累的经验进行估工。这种方式简便易行、工作量小。但企业定额水

平受定额人员主观意识、专业素质影响较大，对定额人员的依赖大，定额的依据

不充分，权威性不够，易引起争议。当企业有多个定额人员或定额人员变动时，

几乎难以保证定额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表 1 工时定额制定的发展阶段 

阶

段 
代表方法 

定额 

标准 
定额制定特点 

Ⅰ 经验估工 无 
定额标准存在于大脑中，定额人员既是“立法”者又

是“执法”者 

Ⅱ 标准套算法 表格 
定额标准以表格形式存在，使用标准的过程工作量

大，效率低 

Ⅲ 数学模型法 
数学 

模型 

标准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存在，标准更为科学、准确，

便于使用 

为弥补经验估工的缺陷，企业总期望把存在于定额人员头脑中的经验能显式

地表达、记录和积累下来，以形成企业可重用、可传承的知识。通过现场测量等

手段，综合定额人员的经验及历史数据，可以逐渐形成企业的工时定额标准。这

些标准通常以定额标准手册（表格）的形式存在，定额人员通过查找这些表格来

计算工时定额，这是以标准套算为代表的第二阶段。标准套算阶段依据了一个相

对统一的标准，减少了定额的主观随意性，但存在表格数量庞大，定额计算效率

不高等缺陷。 

第三阶段是基于数学模型的定额计算，数学模型是对定额标准手册的抽象与

优化，更容易被使用，也更容易扩展。数学模型法提高了定额制定的科学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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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发展和推广计算机辅助定额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一些

较优秀的行业标准多以数学模型的方式来表达定额制定的规则。 

我们认为，工时定额制定的过程就是依据工时定额标准进行工时定额计算的

过程。表 1所列的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工时定额标准不断量化、科学化的过

程。工时定额管理的核心是定额标准的形成和科学化，从经验估工到标准表格套

算再到数学模型法，是机械制造企业工时定额发展的趋势和道路。企业可选择以

下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来积累和形成企业的工时定额标准： 

 采用信息化手段有效管理经验估工人员制定的工时定额数据，形成企业

的产品定额台帐，供以后参照使用。 

 当企业积累了较多的工时定额数据后，可依据产品的相似性进行归类和

整理，形成企业的典型零件工时定额。 

 引进本行业比较成熟的标准，在其基础上加以调整和优化以适应企业的

实际情况，形成具有企业个性特色的成套定额标准。 

敬信工时定额管理软件为制造企业工时定额管理信息化提供了全面的产品

和解决方案，有助于企业提高工时定额管理的水平，发挥工时定额促进企业管理

改进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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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特点 

2.1 内置成套、成熟的机械制造行业工时定额标准 

企业版内置了多套包括 20 多个工种超过 450 项的工步定额标准，涵盖了机

械制造行业的绝大部份工种。这些标准是众多行业专家历经多年不断完善而形成

的，并经过了众多用户的实际验证。您拥有即可使用，省却建立定额标准之辛劳，

相当于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权威公正的定额员。 

使用定额标准进行定额计算时，仅需要输入几个关键的工艺参数，系统就按

内置的计算规则自动完成复杂的定额计算，让您轻松获得定额结果。因为是按照

统一的标准进行工时定额制定，较好地解决了“人情工时”、“情绪工时”及因定

额人员变动导致企业定额水平波动等问题。 

在行业专家和用户的共同努力下，内置工步定额标准得到了不断扩充与完善。

通过版本或标准升级，您可以得到最新的工时定额标准。 

2.2 支持用户方便、快捷地管理定额标准 

对定额标准的管理是敬信劳动定额管理系统的核心功能，也集中体现了系统

的通用性和扩展性。系统应用的基础工作就是整理企业的定额标准并维护到系统

中，实现定额标准的集中管理和统一。系统在定额标准管理方面具有的主要特点

包括： 

 系统具有维护现有工时定额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能力，无需修改程序，

企业就可以自行扩充和维护各种形式、各种复杂度的工时定额标准。 

 系统支持建立各种表现形式的定额标准，如：数学模型标准、表格式标

准、类似于航空标准的单行标准、数学模型和表格的混合标准等。 

 对于基于表格的标准，系统支持直接从电子表格数据导入到系统中，利

用内置的查表算法实现计算机自动查表。 

 系统支持建立各种定额层次的定额标准，实现了切削用量标准、工步标

准、典型工序标准、典型零件标准、定型产品工时标准等不同层次的定

额标准管理。 



敬信工时定额管理软件-企业版-V5.0              销售顾问：15508069696（曹先生）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6              www.jxsofts.com 

 系统提供定额标准的企业修正系数、分类修正系数、模型修正系数的版

本管理功能，支持定额标准全局或局部的快速批量调整。 

 可以自由调整工时定额计算界面，产生符合用户习惯和偏好的工作界面。 

2.3 支持多用户、多单位使用，数据统一，消除部门隔阂 

企业版敬信工时定额管理系统支持网络使用，创新地解决了企业定额部门不

同人员、不同时期定额数据不一致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生产部门和定额部门之

间的定额纠纷，提升了定额数据和定额人员的权威性。 

在网络环境下使用，敬信软件通过权限管理完全支持定额部门人员负责制定

工时，生产部门使用工时数据，两个部门使用同一套数据，并且定额过程有完整

的工艺参数记录，完全避免了定额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产生定额纠纷。 

2.4 支持多种定额方法，适应企业不同状况下的定额需求 

企业版支持用户使用技术定额、引用定额和经验定额等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

实现产品工时定额的制定。具体而言，技术定额使用系统内置工时定额标准，通

过输入各工序的各种参数（如设备、加工精度、装夹、材料、加工余量、粗糙度

等）通过系统计算来制定定额，具有科学准确、工种平衡的优点；引用定额充分

利用企业已积累的历史（典型）零件的工时定额数据，对其直接引用或加以一定

的修正后引用以形成新产品的定额，具有快速高效、数据一致性好等优点；经验

图 2  定额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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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由有经验的定额人员直接给出工时，具有简便易行、工作量小的优点。 

企业应根据产品特点、生产模式及定额人员状况，选择合适的定额方法。比

如，系统运行初期，充分发挥有经验定额人员的作用，采用经验定额方式快速制

定产品定额；对没有定额基础的新产品，依据定额标准进行技术定额，科学准确

地制定产品定额；当企业积累的工时定额数据较多，已积累一定数量的典型零件

或有参考价值零件的定额数据后，尽量采用引用定额，定额准确性和定额效率都

较高。 

2.5 数据集成，打通管理环节 

敬信劳动定额管理系统定位于为企业提供满足信息化需求的工时定额管理

解决方案。在企业信息化的环境下认识计算机辅助工时定额管理系统的作用，应

将其视为企业信息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定位于解决工时定额管理这一局部问

题。工时定额管理的作用不仅仅是用于评估劳动者的工作量，集成化应用是计算

机工时定额管理系统的必然发展方向，也是敬信劳动定额管理系统高度关注的方

面。 

计算机工时定额管理系统的集成性包括：与产品工艺规划系统（CAPP）实现

双向的信息交换与传送；与生产计划、生产调度等系统实现有效集成；与成本核

算、薪酬考核等系统建立内在联系，见上图。敬信劳动定额管理系统以产品结构

（BOM）为主线进行任务分配、定额进度监控及数据管理，内在地为信息共享和

 

生产计划 生产调度 成本核算 

薪酬考核 

设备负荷平衡 

工时 

定额 

计算机辅助工艺 

规划(CAPP) 

产品数据 

管理(PDM) 

图 3 计算机工时定额管理系统的集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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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使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5.1 与 CAPP 系统的集成 

CAPP 系统通常存储了企业产品的制造 BOM 和各种自制件的工艺路线，这两

块数据是工时定额软件制定工时的基础之一。 

           CAPP                敬信软件制造BOM和
零件工艺

 
图 4 与 CAPP 的集成 

 

CAPP 系统存储的制造 BOM和零件工艺工艺路线如下图所示，通过与 CAPP系

统集成，定额人员可以专注于工时定额计算，繁琐和冗余数据录入工作全部交给

系统集成自动完成。 

转向器总成

变速器总成

发动机总成

前桥总成

后桥总成

车身总成

内燃机

起动机

油泵

曲轴

……

……

工序号 工序名称 设备

5 锪前端面，并从两面钻中心孔 卧式双面铣床

10 切第四、五侧板面，并车第三主轴颈 特种多功能车床

15 校直 压床

20 粗磨第三主轴颈 外圆磨床

25 检验

30 车一、二、四、五主轴颈和前后端 特种多功能车床

35 …… ……

曲轴加工工艺

 

图 5 制造 BOM 和工艺路线 

2.5.2 与生产计划、调度系统的集成 

在生产计划和生产调度中，零件工序的工时通常是其重要的基础数据之一，

敬信软件制定的工时在通过审核后可以直接提供给这两个系统使用。是否有准确

的工时通常是影响生产计划和调度系统能否制定出有指导车间生产的计划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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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调度系统
生产计划系统

               敬信软件零件工艺的
工序工时

 
图 6 与生产调度、计划系统的集成 

敬信工时定额系统计算后的结果如下表的“单件工时”和“准结工时”两列

所示，而计算的过程和计算的细节都保存在敬信工时定额系统中。生产计划和生

产调度系统有了工时数据，就可制定出准备的生产计划和生产调度了。 

 

工序号 工序名称 设备 单件工时 准结工时 

5 锪前端面，并从两面钻中心孔 卧式双面铣床 2H 2.5H 

10 切第四、五侧板面，并车第三主轴颈 特种多功能车床 4H 3H 

15 校直 压床 8H 4H 

20 粗磨第三主轴颈 外圆磨床 2H 1.5H 

25 检验  - - 

30 车一、二、四、五主轴颈和前后端 特种多功能车床 5H 2.5H 

35 ……  …… …… …… 

表 2 工序工时 

2.5.3 与成本核算、薪酬考核系统的集成 

制造工时是企业制造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制定工人薪酬的主要指标，

通过对制造工时的统计可以得到项目的制造成本，也可以衡量企业的生产力瓶颈。 

与成本核算、薪酬考核系统的集成也是通过向这两个系统提供工时数据。 

2.5.4 敬信软件提供的系统技术路线 

敬信劳动定额管理系统实施时，可以按用户需求，采用多种信息集成技术路

线来解决与其它系统的信息集成问题，在工程实践中验证的技术路线包括：  

 基于中间文件进行信息交互，中间文件可以是 XML、TXT、XLS 等格式。 

 基于标准接口进行信息交互，为对方系统进行数据存取提供标准的数据

访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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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访问和操作对方数据库。 

2.6 全方位报表，提升工作效率 

用户除了可以使用系统提供全方位报表，如班组定额完成明细表，班组个人

月度工时明细表，车间月度定额完成明细表等，也可按照企业自身管理要求，提

出所需的报表格式，敬信软件可以按照用户需求进行报表定制，方便用户的日常

管理。所有定额数据及分析结果可以被打印、另存或导出，方便其它系统的使用。

也可以和其他系统集成，将报表提交到其他系统进行管理。 

图 7 班组定额完成明细表 

班组定额完成明细表反映了车间内各班组的月度工时完成情况和工时的各

部分组成明细，清晰地反映了各班组定额完成率。而班组个人工时月度明细表则

详细反映了个人的工时完成情况。 

2013 年 4月工时统计表 

      单位：小时 

序号 姓名 
定额工时 

零活工时 合计 回用 废品 
原始 增加 

1 许志强 431 28 49 508   7 

2 兰怡 293 10 60 363     

3 郑伦建 328 50 75 453 5   

4 陈泽军 275 19 108 402   4 

5 唐旺财 292 90 112 494   15 

6 曾伟 214 19 150 383     

7 王斌 213 60 98 371 23   

8 张惜娟 157 75 210 442   10 

9 蒋军 138 133 175 446 4 4 

表 3 班组个人工时月度明细表 

车间月度项目定额完成明细表从总厂的角度，相信列出了各单位的项目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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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完成情况。 

序

号 
车间 

秦山一期 秦山二期 向家坝 白鹤滩 澜沧江 合计 

合格 废品 合格 废品 合格 废品 合格 废品 合格 废品 合格 废品 

1 机加一 47580 155 48876 83 7500 111 4190 57 5311 146 113457 552 

2 机加二 53055 243 28718 189 7707 219 3774 194 3407 45 96661 890 

3 机加三 48814 118 26553 243 5215 65 2974 42 2340 102 85896 570 

4 热处理 21467 112 16283 130 3230 230 1572 5 1511 96 44063 573 

5 表面处理 38161 210 26164 296 5200 42 2599 157 2095 100 74219 805 

6 下料 20390 149 4648 118 1586 19 701 153 1173 179 28498 618 

7 总装 158443 26 51185 81 10783 272 9264 263 5657 6 235332 648 

表 4 车间月度项目定额完成明细表 

 

3 技术服务 

我们将建立完整的用户档案，向所有的正版用户提供产品生命周期内的长期

技术服务。本系统安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请用您方便的方式与我们

联系。向您提供及时和周到的售后技术服务和产品升级服务是我们的份内之职。 

任何有关产品的改进建议，请及时反馈给我们。您的信任和需求，是我们不

断改进和完善产品的动力。我们将长期专注于工时定额标准管理和定额制定方面

的产品开发，不断根据用户需求，完善软件的功能，提高软件性能，不定期推出

新版本。 

工时定额标准是工时定额制定的基础，定额标准的水平及覆盖面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产品能给用户带来的效益。我们承诺将不断优化内置定额标准的水平，扩

展新设备（工种）的定额标准，努力优化不同工种之间定额的平衡性。通过软件

升级，您可以获得定额标准的同步升级。 

如果内置定额标准未涵盖企业的部分设备，而您已经建立和应用这些设备的

定额标准，您可以将这些定额标准提供给我们，我们将这些标准扩展进您购置的

软件中。  

由于管理需求的变化，您选用敬信工时定额管理系统的其它版本时，我们承

诺为您实现历史数据的平滑迁移，您无需为此支付费用。 

4 联系我们 

了解更多信息，请和我们联系。敬信工时定额管理软件将向您提供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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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的工时定额管理信息化的产品与技术服务。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和

信任！ 

单位名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单位地址：四川省绵阳市绵山路 64号 

通信地址：四川省绵阳市 919信箱 621分箱      邮政编码： 621900 

产品网站：http://www.jxsofts.com 

E-MAIL： jxsupport@qq.com  

咨询及服务电话：0816－2496885   15508069696(曹先生) 

传真：0816－2487614 

 

http://www.jxsofts.com/
mailto:jxsupport@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