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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技术定额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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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零件图纸 

 

                                                                                                            材料 ：45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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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工时计算结果 

工序编号 工种 数量 单件工时 准结工时 总工时 计量单位 

5 车工 1 31.95 30 60.23 分钟 

10 铣工 1 4.89 25 29.89 分钟 

15 镗工 1 9.27 52 61.27 分钟 

20 热处理 1 11.03 0 11.03 分钟 

合计 
  

57.14 10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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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工序内容和计算过程 

 

序

号 
工步内容 模型名称 计算值 计算次数 结果 定额方式 类别 

车 

1 准结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准备与结束 30 1 30 技术定额 准结时间 

2 装卸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装卸 1.29 1 1.29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3 车图左端面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端面 2.27 1 2.27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4 车图 100 外圆，长度 55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外圆 4.49 1 4.49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5 倒角 100 外圆处 2*45 度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倒直角、R 角 0.21 2 0.42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6 掉头装卸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装卸 1.29 1 1.29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7 车图右端面，保证总长 200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端面 2.27 1 2.27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8 车直径 80 外圆，长度 150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外圆 15.77 1 15.77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9 倒角 80 外圆处 2*45 度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倒直角、R 角 0.18 1 0.18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10 钻中心孔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钻中心孔 0.53 1 0.53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11 钻底孔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钻孔 1.72 1 1.72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12 扩底孔至 38mm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铰（扩）孔 1.72 1 1.72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铣 

1 准结 jx 机加标准->铣床->准结(X52、X53、X62W、X63W) 25 1 25 技术定额 准结时间 

2 装卸 jx 机加标准->铣床->装卸(X52、X53、X62W、X63W)->圆形工件 2.04 1 2.04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3 键槽铣刀铣键槽 jx 机加标准->铣床->键槽铣刀铣键槽(X52、X53、X62W、X63W) 2.85 1 2.85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镗 

1 准结 jx 机加标准->镗床->准结 52 1 52 技术定额 准结时间 

2 装卸 jx 机加标准->镗床->装卸 4.55 1 4.55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3 镗孔至 40mm，深度 50 jx 机加标准->镗床->镗孔 4.53 1 4.53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4 孔口倒角 jx 机加标准->镗床->倒角 0.19 1 0.19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热 1 热处理 jx 机加标准->热处理->高中频 11.03 1 11.03 技术定额 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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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准备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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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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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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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外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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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倒直角、R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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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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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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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车外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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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倒直角、R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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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钻中心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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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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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卧车->C620->铰（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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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铣床->准结(X52、X53、X62W、X6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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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铣床->装卸(X52、X53、X62W、X63W)->圆形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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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铣床->键槽铣刀铣键槽(X52、X53、X62W、X6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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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镗床->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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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镗床->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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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镗床->镗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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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镗床->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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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jx 机加标准->热处理->高中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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