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机械系统重型矿山工程机械

制造工业，主要包括：重型机械、矿山

机械、工程机械、起重机械、运输机械、

建筑建材机械等。建国后，四川重型、

矿山、工程机械制造，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

单机到成套机组的发展过程。特别是

1958 年贯彻“以钢为纲和开发矿山”

的方针以及 1965 年开始的大规模“三

线”建设，使四川机械系统重型矿山工

程机械行业逐渐形成并获得迅速发

展。

自 1953 年起，四川机械系统数家

稍具综合能力的铁工厂由修配转入制

造，如江北铁工厂开始制造客运缆车、

破碎机、轧钢机升降台等产品，自贡铁

工厂、亚西铁工厂、前进铁工厂生产球

磨机、皮带运输机等产品。1958 年“大

跃进”中在省和市、地统筹安排下，许

多工厂通过大协作、大会战，因陋就

简，采用蚂蚁啃骨头等方法，生产了炼

铁、炼钢和轧钢机械，电动单梁、双梁

桥式起重机械等产品。与此同时，在一

机部和四川省重工业厅的统筹安排

下，开始建设第二重型机器厂、江油矿

机厂、扩建重庆矿机厂、成都红旗机器

厂、重庆起重机厂等，并逐步开始定点

专业生产重型机械、破碎研磨设备、卷

扬提升设备，推土机、铲运机、装载机

和起重机等产品。

1965 年一机部决定将北京起重

机厂、抚顺挖掘机厂一分为二内迁泸

州新建长江起重机厂和长江挖掘机

厂。同时，将天津起重设备厂电动葫芦

车间一分为二并入重庆起重机厂，加

强起重机械的生产和配套能力；由上



海东风机器厂内迁部分人员、设备充

实重庆矿山机器厂，扩大提升绞车生

产能力。此外，还对成都机器厂定点专

业生产混凝土搅拌机。

“三线”建设的开展，加快了四川

机械系统重型矿山工程机械工业的发

展。1966 年以后虽受“文化大革命”的

干扰，生产建设受到严重影响，但由于

内迁新建的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挖掘

机厂、第二重机厂、自贡运输机械厂以

及扩建改造的成都红旗机器厂、江油

矿山机器厂相继建成投产。从而形成

了产品门类较全的重型矿山工程机械

行业，并在全国同行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到 1979 年，主要产品开始由仿制

到自行设计，由单机生产向成套机组

迈进，并向大型化、系列化发展。如二

重厂成套地生产出 4200 毫米特厚板

轧机，1 万吨多向模锻水压机，大型

水、火电发电机组的大型铸、锻钢件，

大型水利启闭机，大型破碎研磨设备

和成套水泥设备等重型产品。长江起

重机厂于 1970 年自行设计制造出我

国第一台 16 吨全液压伸缩臂汽车起

重机，1974 年成为全国第一家生产全

液压汽车起重机的专业厂，以后，又相

继研制成功 65 吨液压汽车起重机，为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大吨位汽车起重机

闯出了一条新路。长江挖掘机厂研制

成功斗容 4 立方米挖掘机和 2．5 立方

米挖掘装载机，又与天津工程机械研

究所合作设计试制投产斗容 1．6 立方

米全液压挖掘机。江油矿机厂开始定

点生产客、货运架空索道。成都红旗机

器厂更名成都工程机械厂，发展为定

点生产装载机的专业厂。重庆矿机厂

成功地试制出 32 吨慢动建筑卷扬机。

重庆起重机厂完善了电动单梁起重机

的配套生产，扩大了电动双梁起重机

的产品品种，发展了抓斗、电磁起重等

多种作用的桥式起重机。自贡运输机

械厂推出 D T～75 型带式输送机，并

成为国内生产该型输送机技术归口

厂。此外，还涌现出一批生产矿山工程

机械的中小型工厂，如雅安矿机厂、

四川建筑机械厂、重庆凿岩机厂、广元

第一机械厂、重庆南山建筑机械厂、成

都叉车厂、成都上游机械厂等。

自 1979 年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工厂由生产型向生产经

营型转变，在提高质量、技术进步、增

加品种、发展新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

可喜成绩。二重厂成功地完成了葛洲

坝 17 万千瓦水轮机组和 60 万千瓦汽

轮发电机转子的铸、锻钢件，并生产出

具有世界 70 年代水平的 2450 毫米 4

辊可逆式中板轧机，3300 毫米厚板轧

机等，还利用引进技术生产了具有国

际 80 年代初水平的重型锻压设备，人

造水晶高压釜等高技术产品，与联邦

德国合作为宝钢生产了 2050 轧机；长

江挖掘机厂由单一品种发展到生产多

品种全液压挖掘机；长江起重机厂发

展成为全国同行业中生产品种最全的



全液压中大吨位汽车起重机的骨干企

业；成都工程机械厂发展为生产 ZL

型系列装载机的重点企业之一；江油

矿机厂更名四川矿机厂后，开发生产

成套中、小型水泥设备数十套；重庆矿

山机器厂、重庆起重机厂、自贡运输机

械厂、雅安矿机厂等都在发展品种上

取得了显著成绩，并有了明显的经济

效益。此外，还涌现出一批生产矿山工

程机械的工厂，如仁寿机械厂、汉源机

械厂、成都建工机械厂、自贡运输机械

总厂三分厂、广汉建筑机械厂、绵阳地

区一机厂、江油涪江机械厂等。

为提高竞争能力，更好地满足“四

化”建设的需要，多数工厂围绕上质

量、上品种，上水平和提高经济效益进

行了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先后有 7

个企业从 6 个国家引进 38 个产品制

造技术，生产出世界 80 年代初水平的

产品，如 400 毫米人造水晶高压釜、

4000 吨热模锻机，L T 系列 40 型和 80

型液压汽车起重机等。有 26 种产品分

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有 23 种产

品分获国家、部、省优质产品称号，其

中获国家银质奖 2 项。部分产品开始

出口，改变了重型机械只进不出的局

面。

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重型矿山

工程机械行业归口企业 23 个(其中全

国机械工业骨干企业 3 个，重点企业

5 个)，职工 41106 人，固定资产原值

7．05 亿元，厂房建筑面积 78．42 万平

方米，金切机床及锻压设备 4070 台。

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4．44 亿元，实现

利税 0．86 亿元，累计出口产值 4700

万元。另有集体所有制企业 8 家，职工

2612 人，固定资产原值 470 万元，厂

房建筑面积 1．88 万平方米，金切机床

及锻压设备 277 台，全年完成工业总

产值 1712 万元，实现利税 277 万元。

综上所述，重型矿山工程机械已

成为四川机械系统综合生产能力较强

的一个行业，部分产品设计制造技术

在全国同行业中居领先地位。



重型机械是四川机械系统近 20

年发展的重点产品大类之一。其产品

的技术进步既标志着四川机械系统自

身的规模、等级和水平，也关联着冶

金、电工、石化、交通、国防等工业部门

的发展。

建国后，四川机械系统由修配转

向制造，并开始为冶金工业生产小型

炼铁，炼钢和轧钢设备。特别在“大跃

进”时期，采取大协作、大会战办法，先

后生产了 5～100 立方米小高炉设备，

1～3 吨小转炉设备，年轧制 1～5 万

吨线材的小型轧机等。1958 年，一机

部在四川德阳筹建我国自行设计最大

的西南重型机器厂，1960 年更名第二

重型机器厂，1961 年因贯彻调整方针

缓建，1964 年经国务院批准缩小规模

复工续建，到 1971 年基本建成投产，

设计能力为年产机器产品 27850 吨、

钢水 15．50 万吨、铸钢件 2．80 万吨、

锻钢件 3．80 万吨、铸铁件 0．9 万吨、

焊接件 0．7 万吨、模锻件 1．24 万吨。

1985 年，该厂有职工 16186 人，占地

面积 263 万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 37

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5．02 亿

元，装备有一大批全国稀有的大型、精

密设备，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为 1．51

亿元，实现利税 1606 万元。投产 15 年

来，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重型机械产

品有：4200 毫米特厚板轧机、2450 毫

米中板轧机、21 辊校直机、1 万吨多向

模 锻水 压机、8000 吨 卧 式 挤 压 机、

6000 吨自由锻水压机、4000 吨热模锻

压力机、900 吨棒剪机、930 吨辊锻机、

100 吨米无砧座对击锤、95×4000 毫

米卷板机、300／800 吨油压启闭机等，



还有人造水晶高压釜、60 万千瓦及以

下火电和水电设备大型铸、锻钢件以

及军工动员、配套产品等。这些产品中

有 11 项分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

有 8 项分获部、省优质产品称号，有的

填补了国家空白，有的已进入国际市

场。此外，四川矿机厂、什邡钻采设备

厂等还生产出 45 孔焦炉设备，东华机

械厂、江东机械厂生产了 200～2500

吨多层热压机系列产品。

第一节 冶金机械

轧钢机械 1958 年，为适应“大办

钢铁”的需要，在省“五保设备”办公室

的统一安排下，由国营望江机器厂、重

庆机床厂、成都红旗机器厂等为武装

地 方小钢 铁 厂 承制 400／250 毫 米、

500／300 毫米的年轧钢材 1～5 万吨

的小型轧钢机，先后共生产 40 套，国

营望江机器厂还生产出 650 毫米轧钢

机 2 套。

1971 年，第二重机厂为国家重点

建设项目制造出 4200 毫米特厚板大

型轧机。该机由 164 台机械设备组成，

总重量 1．7 万余吨。在设计试制过程

中经历了严峻考验，攻克了电渣焊、炉

底辊浇铸、特殊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难

关，于 1974 年完成，1978 年在河南舞

阳钢厂投入生产，一次投运成功。能轧

制厚 8～250 毫米，幅宽 3700 毫米，长

度 18000 毫米的普碳钢板和合金钢

板。它的投产，为国防工业、原子能工

业、造船工业、机器制造业提供了大量

急需的钢板。该机组获 1978 年一机

部、省科委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0 年第二重机厂在吸取进口

热连轧机的先进技术基础上，为改造

重钢五厂，设计制造出 2450 毫米 4 辊

可逆式中板轧机，具有 70 年代末国际

水平。1984 年安装调试，投运一次成

功，在冶金、机械两部召开的现场技术

改造鉴定会上博得高度评价，认为该

机制造质量处于国内同类产品领先地

位，为改造劳特式中板轧机提供了范

例，1985 年获一机部科技成果一等

奖，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

1985 年，第二重机厂与联邦德国

西马克公司合作研制上海宝钢 2050

毫米热连轧机，该机具有高速、高效、

自动化等特点，设计年产量为 400 万

吨，二重厂承担除鳞设备二辊可逆轧

机、四辊轧机等 30 项 66 台，总重量

7189 吨，整机具有国际 80 年代初的

水平。该厂投产 15 年共生产轧钢设备

4 万余吨，，并采用新技术、新结构，正

在研制生产 3300 毫米厚板轧机、2300

毫米中板轧机、1450 毫米冷轧板和半

连续热轧机等。



冶金机械 1958 年，四川机械工业

以大协作、大会战方式制造 5～100 立

方米炼铁炉设备。重庆水轮机厂、国营

长安机器厂、国营嘉陵机器厂等制造

33 立方米及以上高炉的圆筒炉体、炉

顶装置和上料机构。重庆通用机器厂

和一批市、地县属机械厂制造叶氏鼓

风机等通用设备。先后武装“小洋群”

高炉近 1 万立方米。与此同时，还组织

一批企业制造 1～3 吨炼钢转炉，总容

量 193 吨，装备了市、地、州办小钢厂

30 余家，推动了我省冶金工业的发

展。

1983 年，第二重机厂引进日本制

钢所 150 吨钢包精炼工艺技术设计制

造出 150 吨钢包精炼炉，经调试投入

使用，性能稳定、可靠。能满足工艺要

求，对提高铸件质量，有良好效果，改

变了电站锻件依靠进口的局面。

此外，第二重机厂于 1972～1975

年还为宜宾钢厂、江津钢厂、大渡河钢

厂等设计制造了烧结机、成球盘、浓缩

机 43 台(套)。

第二节 重型锻压机械

近 10 多年来，第二重机厂生产的

重型锻压机械，特别是大型多向模锻

液压机、大型机械压力机、挤压机等在

国内具有相当实力，并成为一大优势

产品。到 1985 年共生产重型锻压设备

158 台／20441 吨。

1 万吨多向模锻水压机 1974 年第

二重机厂研制出我国第一台 1 万吨多

向模锻水压机。该机总重量 2146 吨。

能模锻一般的和带孔的有色、黑色复

杂模锻件，既可适应一般模锻工艺，又

能满足多向模锻工艺要求，是进一步

扩大模锻工艺范围的重要突破。

8000吨卧式挤压机 1981 年第二

重机厂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卧式挤

压机。该机重量 1721 吨。用于热挤压

铝及其合金管，棒型材和各种异形截

面制品，能实现正向、反向、舌模及内

外异形截面挤压。

多层热压机 1979 年东华机械厂、

江东机械厂开始生产多层热压机，到

1985 年，能生产 200～2500 吨多层热

压机系列。1981 年第二重机厂为成都

望江化工厂设计制造出 3000 吨多层

热压机 1 套，此外，还生产有 6000 吨

自由锻水压机，1600 吨卧式挤压机，

100 吨钢丝缠绕机，650 吨板框式压机

等。

锻锤 第二重机厂自 1971 年建成

投产即把锻锤作为主要方向产品之

一，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3 吨自由锻锤

56 台／5686 吨；5 吨模锻锤 6 台／1587



吨；薄板落锤 31 台／1954 吨。1979 年

为自我武装研制出当时国内能力最大

的 100 吨米 无砧座对 击锤，能锻 造

1000 毫米以内和不长于 3700 毫米的

长轴件。

机械压力机 70 年代末期，第二重

机厂生产出 1250 吨水平模平锻机 2

台／268 吨，1600 吨棒 剪机 2 台／224

吨，1300 吨扩孔机 1 台／130 吨等机械

压力机。1978 年引进联邦德国奥姆科

公司的锻压设备制造技术，并进行合

作生产。1981 年生产 900 吨棒料剪

机，一次负荷试车成功。1982 年又成

功地生产出 4000 型热模锻压力机。相

继陆续生产出Ф460 辊锻机，Ф930 辊

锻机以及 400 吨麻花钻挤压机，1985

年，共生产 18 个品种，26 台主机和 10

台辅机，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基本达

到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世界水平。

在消化、掌握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为第

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制造 12500 吨前梁

曲辊生产线设备(由 5 台主机、6 个机

械手、4 条运输链组成，采用微机处理

自动控制)，显示了我国重型锻压设备

向机械化、自动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卷板机 第二重机厂投产后最先

生产的是机械传动 4 辊卷板机；通过

改型后又生产出液压传动四辊卷板

机；还为杭州锅炉厂生产了 1 台液压

传动的 195／135×4000 毫米 3 辊式大

型卷板机，冷卷厚度 95 毫米，热卷厚

度 135 毫米。到 1985 年，累计生产各

种卷板机 16 台／1500 吨。

第三节 其它机械

水利启闭机 四川 机械系 统于

1959 年开始先后生产水利启闭机的

有前进机器厂、亚西机器厂、第二重机

厂、都江机械厂、自贡水利机械厂等。

到 1985 年，共生产各型水利启闭机

10678 吨。大型水利启闭机主要由第

二重机厂生产，其代表产品有 1×280

吨、2×360 吨、2×150 吨等卷扬启闭

机；200／450 吨、300／800 吨等油压启

闭机共 14 个品种，其中 300／800 吨油

压启闭机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种。

大型电站铸、锻钢件 第二重机厂于

1970 年在初步投产的情况下，生产出

当时我国第一台最大尺寸的 15 万千

瓦混流式水轮机转轮，到 1985 年共生

产大型水电设备铸、锻钢件共 48 套／

425 万千瓦，其中代表性产品有 1980

年完成的葛洲坝电站 17 万千瓦的主

轴、大轴 2 套／412 吨，不锈钢叶片单

件重 42 吨，铸钢轮体 160 吨。1982 年

完成青海龙羊峡 30 万千瓦机组大型

铸、锻钢件，其主轴锻件单重 150 吨，



所用钢锭 260 吨，是该厂投产以来的

最大锻件。该厂还生产火力发电机锻

钢件 58 套／765 万千瓦，其中最大的

锻件是为哈尔滨电机厂生产的 60 万

千瓦转子 2 根，还生产各种发电机护

环，并为东方汽轮机厂、上海汽轮机

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等生产汽轮机锻

件高中低压转子共 68 套／425 万千

瓦，其中 30 万千瓦高压转子 3 件，中

压转子 1 件，低压转子 2 件。



1953～1957 年，先后零星生产矿

山机械的有亚西铁工厂、江北铁工厂、

红旗铁工厂、南充铁工厂、洪安机器厂

等，主要生产颚式破碎机、卷扬提升

机、小矿车、球磨机、回转干燥机等产

品。

1958 年，为适应“大办钢铁”的需

要，四川省机械厅安排重庆矿山机械

厂为定点生产卷扬机的专业厂，当年

生产卷扬机 149 台。1960 年前后，伴

随地方发展钢铁、煤炭工业的需要，一

些市、地、县属工厂亦开始转产小矿

车、凿岩机、矿筛、蒸汽绞车等产品。

1958 年开始兴建的江油矿机厂，贯彻

边基建、边生产方针，开始生产破碎研

磨设备，1963 年又建立小矿车专业生

产车间，开始生产各型小矿车。

1965 年，经一机部统筹规划，由

上海东风机器厂内迁部分人员、设备，

扩建重庆矿山机器厂，次年开始批量

生产耙矿绞车、调度绞车、拱石卷扬机

等产品。同年，重庆川江电机厂、成都

红光机械厂研制开发电动凿岩机。

1971 年，第二重机厂开始生产大型破

碎及研磨设备。1973 年重庆凿岩机厂

研制成功内燃凿岩机并发展为专业生

产厂。1974 年成都风动工具厂开始生

产风动凿岩机，几年后因调整产品方

向而转产。

中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机

械系统矿山机械生产企业，不断向生

产经营型转化。在 1979～1985 年间，

重庆矿机厂共研制开发新产品近 50

项，其产品市场销售量占全国的 25 %

左右。1979 年，第二重机厂又新开发

出旋回破碎机，生产的破碎研磨设备



品种达 30 多个，可为中大型金属矿选

矿场提供成套研磨破碎设备。四川矿

机厂生产出Ф1．5×5．7 米球磨机和

P E～250、400 型颚式破碎机。此外，雅

安矿机厂 1979 年开始生产颚式、锤

式、辊式和反击式破碎机。

2 个专业厂 1985 年基本情况表

迄至 1985 年，上述工厂经过不断

发展，在其专业产品方面具有较高的

设计制造水平，能生产大中型卷扬提

升产品和破碎研磨系列产品，并有少

量出口。

第一节 采矿机械

凿岩机 1960 年，重庆川江电机

厂、成都红光机械厂为农田基本建设

开始生产电动凿岩机，后于“文化大革

命”中期停止生产。1973 年，锦江机床

厂开始生产 01～30 型风动凿岩机，并

更名为成都风动工具厂，先后共生产

2369 台，后转产其它产品而停止生

产。同年，重庆凿岩机厂(集体所有制

企业)开始生产以小型汽油机为动力

的手持式轻便型内燃凿岩机。1980 年

定点为专业生产厂，正式加入中国凿

岩机风动工具公司。1983 年划归四川

机械系统管理，为全国生产同类型产

品 4 个生产厂家之一。该厂产品在行

业质量检查中被评为一等品。1973～

1985 年累 计生 产 内燃 凿 岩机 1687

台。仁寿工程机械厂于 1980 年前后共

生产 P～15B 型凿岩机 29 台。

矿井提升机 重庆矿机厂是四川机

械系统生产矿井提升机的唯一厂家。

1957 年开始生产 30 马力 矿井提升

机，并经一机部定点为专业生产厂。

1963 年开始生产 0．8 吨以下矿井用

提升机，1965 年进行扩建改造，设计

能力为年产小型提升机 800 台。1971

年在消化洛阳矿山机械研究所设计的

矿井提升机的基础上，经过改进，投入

批量生产。1975 年又在综合研究国内



同类型提升机优点的基础上，设计制

造出 1．6～2．5 米双筒矿井提升多绳

摩擦式矿井提升机，到 1985 年，共生

产 18 个型号。35 个品种 516 台。

绞车 1958 年，重庆矿机厂开始

生产矿用提升绞车，先后生产的主要

品种有矿用提升绞车、调度绞车、耙矿

绞车、回柱绞车、凿井绞车 5 种。1971

年参加一机部重矿局组织的 JT 型新

系列矿用提升绞车联合设计，1972 年

试制 成功，1974 年 投 入 批量 生产。

1983 年又进行 JT 型防爆提升绞车的

研制，经过三年多试制，试运行后投入

生产。到 1985 年，共生产提升绞车 12

个型号，21 个品种，299 台。与此同时，

该厂还生产活塞式风动绞车，齿轮式

轻便风动绞车和风动回柱绞车 3 个系

列、7 个品种、4000 余台。同年，正在为

海上石油平台设备配套引进美国英格

索尔、兰德公司的风动绞车软件技术，

以开发更先进的风动绞车。

小矿车 1952 年，江北铁工厂开始

兼产小矿车。继后，成都红旗铁工厂、

亚西铁工厂、自贡铁工厂、重庆汽车发

动机厂、乐山电机厂等都生产过小矿

车。1963 年江油矿机厂建成小矿车专

业车间，开始生产固定式、翻斗式和倾

斜式 3 种小矿车，设计能力为年产

3000 辆。1970 年德阳矿机厂前身在煤

管局的扶持下试制出固定式和翻斗式

小矿车，当年投入批量生产，成为主导

产品之一。1983 年永川矿机厂亦生产

过小矿车。1952～1985 年，全省机械

系统累计生产小矿车 3．46 万辆，其中

四川矿机厂产量占 50 % 以上。

第二节 选矿机械

颚式破碎机 1952 年江北机械厂

开始生产颚式破碎机，到 1960 年共生

产 47 台。1958 年重庆矿机厂、成都机

器厂、自贡铁工厂等亦生产颚式破碎

机，到 1961 年共生产 632 台。1960 年

江油矿机厂(以后为四川矿机厂)部分

建成投产，当年生产 P E 型颚式破碎

机两个规格 95 台。以后发展为主导产

品之一，到 1985 年共生产颚式破碎机

1900 台。1972 年，第二重机厂设计制

造出 1200×1500 型分段式颚式破碎

机 20 台，以后又开发出井下颚式破碎

机。1978 年，雅安矿机厂开始生产颚

式破碎机。至此，全省机械系统已有 3

家工厂同时生产颚式破碎机，其中四

川矿机厂生产的 250×400 颚式破碎

机获 1984 年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400×600 颚式破碎机获一机部、省计

经委优质产品称号。雅安矿机厂生产

的 PE～150 型颚式破碎机获省计经



委优质产品称号。

圆锥破碎机和旋回破碎机 1971 年

第二重机厂自行设计制造出 2．2 米圆

锥破碎机，当年生产 9 台。1972 年以

后开发出长柱和短柱圆锥破碎机和

1200／180 型旋回破碎机。

锤式破碎机 1959 年成都机器厂

率先生产锤式破碎机。1973 年第二重

机厂研制出 1430×1300 单转子可逆

式大功率锤式破碎机。1979 年雅安矿

山机器厂按照上海矿山机器厂的产品

图纸，生产出 PC B 型系列 600×400

和 800×600 型锤式破碎机。1980 年

四川矿机厂开始生产 PC B 型锤式破

碎机。至此，全省机械系统生产锤式破

碎机的工厂已发展到 4 家。

反击式破碎机 1960 年江油矿机

厂开始生产Ф500 型反击式破碎机。

1979 年雅安矿机厂按照上海矿山机

器厂的产品图纸，生产出同型反击式

破碎机。1980 年及以后，四川矿机厂

和雅安矿机厂均不断扩大品种，开始

生Ф1000 型反击式破碎机。

球磨机 1955 年江北铁工厂、自贡

铁工厂最早生产球磨机。到 1959 年，

两厂共生产 26 台。1960 年江油矿机

厂开始生产格子型球磨机，当年完成

83 台，并成为主导产品之一。1979 年

第二重机厂设计制造出Ф3600×4000

型格子型钢球磨煤机，当年完成 9 台，

次年定型生产。

管磨机 50 年代后期，重庆建西机

器厂最先生产水泥厂用的管磨机。

1964 年江油矿机厂开始生产 1．5 米

管磨机，以后，随着建材工业的发展，

先后生产了Ф1．2～2．2 米 4 种管磨

机，其中Ф1．5×5．7 型管磨机于 1983

年获省计经委、一机部优质产品称号，

到 1985 年，累计生产球磨机、管磨机

1011 台，占全省总产量 80 % 以上。雅

安矿机厂亦于 1971 年采用国家建委

建材局工业设计院的产品图纸，先后

生产出 1～2．2 米 5 种规格的管磨机

系列产品，并根据衬板易损耗问题，采

用中锰球墨铸铁衬板，使用寿命提高

一倍，到 1985 年，累计生产管磨机 88

台。第二重机厂于 1973 年开始生产Ф

3 米大型管磨机，先后生产有 2．2 米

以上多种规格产品，到 1985 年，累计

生产球磨机、管磨机 84 台／5395 吨。

筛分机械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筛

分设备品种不多，也无专业厂生产。

“二五”计划期间，重庆矿山机器厂曾

生产过矿筛，1971 年试制成功磁选

机、跳汰机。1975 年第二重机厂一次

性生产过浓缩机 24 台。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工程及起重机

械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1962 年，成都红旗机器厂开始转

产推土机和铲运机，1964 年开始生产

装载机，1965 年，纳入地方“三线”建

设进行扩建，设计能力为年产装载机、

铲运机、推土机等共 500 台。同年，为

加强“三线”建设，一机部相继内迁新

建 2 个工程起重机械厂。一是由北京

起重机厂一分为二内迁泸州新建的长

江起重机厂，设计能力为年产 5 吨机

械式汽车起重机 400 台，1966 年建成

投产，当年即生产 5 吨叽械式汽车起

重机 40 台、8 吨机械式汽车起重机 8

台。一是由抚顺挖掘机厂一分为二内

迁泸州新建的长江挖掘机厂，设计能

力为年产 1 立方米挖掘机 100 台，挖

掘机配件 200 吨，1970 年建成投产，

1971 年又经一机部批准扩建，新增年

产 4 立方米挖掘机 20～30 台的能力。

从此以后，四川机械系统工程及起重

机械行业拥有 3 个实力较强的专业

厂，致力于发展各自的专业产品。长江

起重机厂经过不断改造，逐步转向生

产中、大吨位汽车起重机。1970 年自

行设计试制成功 16 吨液压伸缩臂汽

车起重机，开创我国生产液压汽车起

重机的历史。1974 年研制成功 5 吨液

压汽车起重机，淘汰了 5 吨机械式汽

车起重机。与此同时，仁寿机械厂和成

都上游机械厂转产推土装置和铲运装

置；四川建筑机械厂(建委系统所属

厂)开始生产大马力推土机和塔式起

重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

开放方针指引下，四川机械系统工程



及起重机械行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

引进，企业的生产素质大为加强，生产

的产品技术水平大为提高。到 1985

年，长江起重机厂生产液压汽车起重

机达 14 个品种，其中最大为 125 吨，

其产品质量达到国际 80 年代初的水

平。长江挖掘机厂生产液压挖掘机 6

个品种，其中最大为 4 立方米，产品质

量达到国际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

水平。成都工程机械厂已生产 ZL 系

列装载机 8 个品种，实现了主产品的

更新换代。

3 个专业厂 1985 年基本情况表

第一节 工程起重机

汽车起重机 长江起重机厂是四

川机械系统唯一定点生产汽车起重机

的专业厂。1966 年内迁新建投产后，

继续生产从老厂带来的 5 吨和 8 吨两

种机械式汽车起重机，并开始对液压

汽车起重机进行研究和试验。1970 年

自行设计和自制汽车底盘，试制成功

16 吨液压伸缩臂汽车起重机，开创了

我国生产液压汽车起重机的历史和自

制汽车底盘的先例。继后陆续开发出

32 吨等 3 种液压汽车起重机。1974 年

完成 5 吨液压汽车起重机批量生产准

备工作，从而取代了 5 吨机械式汽车

起重机生产，成为全国第一家生产液

压汽车起重机的专业厂。1975 年承担

“川气出川工程”65 吨液压汽车起重

机的研制任务，采用四川重型汽车公

司设计生产的汽车底盘零件，研制成

功 65 吨液压伸缩臂汽车起重机 3 台，

为我国工程起重机行业自行设计制造

大吨位液压汽车起重机闯出了一条新

路，1977 年以后，又开发出 40 吨，75

吨等 5 种中大型全液压汽车起重机。

1983 年与联邦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签

订为期 8 年的《关于汽车起重机专有

技术转让补偿贸易合同》，由利勃海尔



公司提供 40 型、80 型和 125 型 3 种

液压汽车起重机的设计制造技术。经

过 3 年努力，试制并小批量生产 40

型、80 型以及 125 型 3 种全液压汽车

起重机，整机性能达到国际 80 年代初

的水平，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

生产百吨以上液压汽车起重机的国

家。该厂投产 20 年，开发新品种 14

个，其中 8 个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5

个品种分获国家、部、省科技成果奖，5

吨液压汽车起重机获国家优质产品银

质奖，8 吨、20 吨液压汽车起重机分获

一机部、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1985

年共生产汽车起重机数量占全国总产

量的 12．5 % ，居全国第三位，同时有

少量出口。1966～1985 年累计生产各

型汽车起重机 3289 台，总产值 3．88

亿元，实现利润 7185 万元。

塔式起重机 四川建筑机械厂于

80 年代初采用上海建筑施工技术研

究所和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的产品图

纸，先后生产出 80 A、40 型和 60 型 3

个品种的塔式起重机，该产品保护装

置齐全，使用安全可靠，能满足高层建

筑需要，具有国际 70 年代水平。1984

年，该厂引进法国波坦公司塔式起重

机专有技术，生产出 H3／36B 型和

F O／23B 型两种塔式起重机，该机是

上旋自升式，可用于行走、固定、附着、

内爬等工况作业，安全可靠，运转平

稳，具有世界领先水平，1985 年投入

批量生产。

此外，长江挖掘机厂在 1 立方米

挖掘机的基础上开发出一种变型产品

——25 型履带式起重机，额定起重量

25 吨，最大起升高度 32．3 米，该机在

起重作业时，可带载行走，1985 年投

入批量生产。

第二节 挖 掘 机

1立方米机械式挖掘机 长江挖掘

机厂是四川机械系统唯一定点生产挖

掘机的专业厂。1970 年内迁新建投产

后继续生产从老厂带来的斗容 1 立方

米机械式挖掘机，当年完成 53 台。

1973 年根据一机部关于改进和统一

斗容 1 立方米机械式挖掘机专业会议

精神，以提高零部件的可靠性、使用寿

命和改善操作条件为目标，经过多次

试验，采用了四联先导阀，双手柄集中

操作，选用了新系列柴油机，驾驶室安

装了自动控制温度的空气调节器等，

经鉴定定型为 1 立方米 A 型机械式

挖掘机，并备用正铲、反铲、抓铲、拉

铲、起重等多种作业装置。1970～1985

年，累计生产 1207 台。

4 立方米机械式挖掘机 1971 年长

江挖掘机厂改进设计试制成功斗容 4



立方米机械式挖掘机 5 台。1972 年根

据一机部下达的 W Z 型斗容 2．5 立方

米挖掘装载机的设计试制任务(将单

斗挖掘机和装载机的作业特点结合一

体而形成一个新机型)，经过多年试制

试验，于 1976 年完成样机，并经 1000

小时工业性试验，于 1980 年定型后投

入批量生产。

1．6 立方米全液压挖掘机 1975 年

长江挖掘机厂根据一机部下达的斗容

1．6 立方米全液压挖掘机设计试制任

务，与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合作，在测

绘分析样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配套

可能性和工厂生产条件，联合设计出

斗容 1．6 立方米全液压挖掘机，1979

年完成样机，经过 1304 小时工业性试

验，于 1980 年鉴定定型，并投入批量

生产，同年获一机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3 年在该产品上增加反铲、贝壳抓

斗等作业装置，并以斗容 1．6 立方米

为基础向两头发展，形成系列，1984

年获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1975～

1985 年累计生产 102 台。

此外，长江挖掘机厂于 1984 年还

试制成功斗容 0．25 立方米，最大挖掘

高度 6．1 米，最大起重量 1 吨的液压

轮式挖掘机，适用于开挖基础，疏通沟

渠、铺管道、牵引、起重等多种作业。

1985 年投入生产。同年，引进联邦德

国利勃海尔公司 R 型 3 个具有 80 年

代世界水平的全液压挖掘机的制造技

术，致力于开发“利勃海尔—长挖”R

型全液压挖掘机，还将利用引进技术

改进老产品，增添新品种。

第三节 装载机及其他工程机械

装载机 成都工程机械厂是四川

机械系统唯一生产装载机的专业厂。

1964 年仿制成功后卸式履带装载机，

1966 年经过改进研制出液压传动、斗

容 1 立方米轮式装载机，1969 年试制

成功全液压回转式装载机，到 1978

年，累计生产各型装载机 1187 台。同

年，与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联合设计，

试制出 ZL 型轮式装载机，并获省科

委科技成果 3 等奖，从而取代了老产

品，先后共生产 ZL 型轮式装载机 882

台。1982 年对其产品设计、结构、工

艺、材质等进行改进提高，研制成功具

有国际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

ZL 型 系 列 第 二 代 和 第 三 代 产 品

ZL A、ZL B 型，其中 ZL A 型获一机部、

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到 1985 年，

累计生产 ZL A 型轮式装载机 1369

台。80 年代初，为扩大装载机的作业

能力和适应范围，该厂又研制出 ZL A

型轮式装载机多种作业装置，包括起

吊、石方斗、加大斗、高卸斗、木材叉、



钢管叉、集装箱叉和快速转换装置等。

1984 年与四川齿轮厂联合引进美国

卡特皮勒公司动力换档变速箱(4 种

规格)、10 种液力变矩器的专有技术，

试制出国产化液力变矩器，进一步强

化装载机关键部件性能，使产品稳定

性、耐久性、噪音等各项技术指标达到

了国际先进水平。1985 年生产了 580

台，占全国总产量的 12．4 % ，居全国

同行业第 3 位。

推土机 成 都工程机械 厂 1962

年，采用东方红 54 型拖拉机试制成功

54 型推土机，当年生产 25 台，到 1972

年，累计生产 353 台。1965 年还生产

54 型推土装置，提供使用部门装上拖

拉机使用。到 1975 年累计生产 456

套。1973 年，四川建筑机械厂采用上

海彭浦机器厂的产品图纸开始生产

120 型推土机，截至 1985 年累计生产

207 台。此外，仁寿机械厂、成都上游

机械厂、射洪县农机二厂亦分别生产

54 型、75 型和 100 型 推 土装 置，到

1985 年共生产 1105 套。

铲运机 成都工程机械厂 1962 年

试制成功铲运机，当年生产 13 台，以

后经改进液压系统，连杆结构，增强铲

斗强度等措施，投入批量生产。1972

年，试制出第二代新型铲运机，1962～

1977 年，累计生产铲运机 1268 台、铲

运装置 156 套。1978 年以后，成都上

游机械厂、仁寿机械厂接替生产铲运

机械，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33 套。

第四节 起重机械

1943 年前后，重庆私营鸿昌机器

厂生产过手摇绞车、滑车等简易起重

设备。

建国后，江北铁工厂于 1952 年试

制出货运电梯。1957 年，重庆公私合

营鸿昌机器厂开始生产仿苏型电动单

梁桥式起重机，1958 年经一机部定点

生产起重设备，并更名为重庆起重机

厂，1959 年，迁往中梁山扩建，1960 年

产品品种发展到 8 个，1965 年纳入

“三线”建设，由天津起重机厂电动葫

芦车间迁入部分人员和设备，新生产

0．5～5 吨电动葫芦系列产品，完善电

动单梁桥式起重机的自配能力。1973

年重庆第二起重机厂(集体所有制企

业)开始生产手动双梁起重机。1974

年重庆起重机厂为重庆钢铁公司生产

了 125／30 吨大型电动双梁桥式起重

机，到 1975 年已能生产电动双梁抓斗

起重机、电动双梁电磁起重机，1977

年为毛主席纪念堂制造特殊用途的起

重设备。此外，还生产了 22．5 米超长

跨度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和超高卷扬

的 40 米电动葫芦以及为重庆发电厂



扩建工程配套的环行电动双梁桥式起

重机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起

重机厂通过企业整顿，产品品种有新

的发展，电动双梁吊钩、抓斗、电磁二

用、三用起重机全部进入系列化生产。

1982 年一机部再次确认重庆起重机

厂为全国电动双梁、单梁、电动葫芦 3

个生产重点厂之一，主要产品为：5～

50 吨电动双梁系列，1～10 吨电动单

梁系列，0．5～5 吨电动葫芦系列，共

30 个品种，403 个规格。1985 年，该厂

有职工 1468 人，固定资产原值 1441

万元，生产电动双梁起重机 183 台、电

动单梁起重机 320 台、电动葫芦 1529

台，完成总产值 1700 万元，实现利税

494 万元。1957～1985 年，累计生产各

型起重设备 30431 台／5．28 万吨。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在 60～70 年

代为自我武装自制电动单梁、双梁桥

式起重机。

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 1958 年，重

庆起重机厂在省内首家生产出吊钩桥

式起重机。以后，按照大连起重机厂、

上海运输机械厂、重庆起重机厂等 13

个单位联合拟定并经一机部批准的

《五九标准设计》图纸进行批量生产，

产品定型为 Q D 型，从此，生产持续稳

定发展，品种不断增加，能生产起重量

5～50 吨，10．5～31．5 米跨度的电动

双梁吊钩、抓斗、电磁、二用、三用、绝

缘，双小车、超高、慢速等各类标准或

非标准产品。1958～1985 年，累计生

产各类电动双梁桥式起重机 1289 台，

1985 年生产 183 台。

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 1957 年，重

庆起重机厂试制出第一批电动单梁起

重机，以后逐年发展，主要生产 D D Q

型，起重量 1～10 吨，跨度 4～17 米，

起升高度为 6～30 米；D L 型起重量 1

～5 吨，跨度 7．5～22．5 米，起升高度

6～40 米。其中 D L 型电动单梁桥式

起重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57～

1985 年，累计生产各类电动单梁桥式

起重机 4268 台。1985 年生产 329 台。

此外，重庆起重机厂还于 1964 年生产

出 L X 型电动单梁悬挂起重机，起重

量 0．5～5 吨，横梁跨度 3～16 米，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071 台，1985 年生

产 131 台。

手动桥式起重机 是一种适用于缺

乏电源或使用不频繁场所的简易起吊

设备，特别适用于吊运防爆、防火、防

碰撞的物料。1973 年重庆第二起重机

厂开始生产 SS Q 型手动双梁起重机，

以后又开发生产 SD Q 型手动单梁起

重机、SD × Q 型手动单梁悬挂起重

机、SG 型手动单轨小车等。其中 SG

型手动单轨小车在国内属独家生产。

1973～1985 年，累计生产各型手动单

梁起重机 4831 台。1985 年生产 921

台。

电动葫芦 1965 年经一机部统一

规划，由天津起重机厂电动葫芦车间



内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并入重庆起重机

厂新建的电动葫芦车间，专业生产电

动葫芦。主要生产 B D 型和 C D1 型两

个系列产品。其中 C D 型起重机 0．5～

5 吨，起升高度 6～30 米。1965～1985

年，累计生产各型电动葫芦 14417 台，

1985 年生产 1529 台。

电梯 1952 年江北铁工厂为渝新

纺织厂设计制造了载货电梯，起重量

800 公斤。1980 年重庆矿机厂开始生

产载货 电梯，到 1983 年共生产 106

台。后转给重庆风动卷扬机厂接替生

产，并经扩建和引进技术，更名重庆电

梯厂，定点专业生产客、货运电梯。主

要品种有 HJ 型、HJT 型系列载货电

梯，JK T 型系列载人电梯，JB T 型医

院用电梯等。到 1985 年累计生产各类

电梯 144 台。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运输机械始于

50 年代初，到 1985 年，先后主要生产

带式输送机、架空索道、螺旋输送机、

斗式提升机、叉车及给料机等产品。

1953 年江北铁工厂为重庆两路

口缆车站生产出省内第一台载人缆

车。继后，亚西机器厂、前进铁工厂、重

庆鸿昌机器厂等先后开始生产固定式

和移动式皮带运输机。

1965 年，为加强“三线”建设。经

一机部批准由天津皮带运输机械厂一

分为二内迁新建自贡运输机械厂，设

计能力为年产带式输送机 1 万米，各

式给料机 250 台，总产量 2200 吨。

1971 年部分投产，试制出电磁振动给

料机和螺旋输送机。1968 年对江油矿

机厂再次扩建，设计能力为年产客、货

运架空索道 3000 吨，1969 年开始生

产货运索道。

1975 年，成都电焊条厂根据省机

械厅的安排，试制出 2 吨叉车，1980

年组建成都叉车厂，定点生产汽、柴油

内燃叉车及其改型车。1976 年，雅安

矿机厂开始生产皮带运输机，1978

年，又采用合肥起重运输机械厂的产

品图纸，生产出 D 型斗式提升机。

1980 年以后，又有重庆减速机

厂、成都起重运输机械厂、汉源机械

厂、广元第一机械厂、江油涪江机械厂

等转产皮带运输机，螺旋输送机、斗式

提升机、圆盘给料机和叉车等运输机

械。到 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生产运

输机械的工厂已发展到 8 家，能生产

20 多个品种，近 100 个型号规格。



第一节 带式输送机及架空索道

带式输送机 1956 年亚西机器厂

为乐山磷肥厂生产固定式皮带运输

机。60 年代，前进铁工厂、重庆起重机

厂、第二重机厂等生产过移动式和固

定式皮带运输机，其中重庆起重机厂

持续生产近 20 年，累计产量 3 万多

米。1971 年自贡运输机械厂建成投

产，1972 年与技术归口研究所合作，

制造出 T D～75 型 (后改为 D T～75

型，下同)皮带运输机，1978 年获全国

科学大会奖。1979 年研制出 D X 型钢

绳芯皮带运输机和适用于煤矿斜井作

业的 K DS 型皮带运输机，以后研制出

齿轮滚筒、轴抽式减速器、非接触性逆

止器等，其中齿轮滚筒获省科委科技

成果 4 等奖，生产的 D T～75 型皮带

运输机，获一机部、省计经委优质产品

称号。1984 年采用国际标准，开发出

中强度皮带运输机。1985 年，自贡运

输机械厂有职工 1819 人，固定资产原

值 916 万元，全年生产 7 个品种 19 个

规格的皮带运输机 567 台／19903 米，

占全国同行业总产量的 5 % 。此外，雅

安矿机厂、汉源机械厂、广汉县建材机

械厂亦先后生产过皮带运输机。1965

～1985 年，全省机械系统共生产各型

皮带运输机 14．4 万米。

架空索道 分为运送物料的货运

索道和运送人员的客运索道两类。四

川机械系统于 1955 年由江北机器厂

制造出省内第一条货运索道。1966 年

江油矿机厂承接渡口市把关河循环式

货运索道的试制任务。1968 年根据一

机部提出的《架空索道系列标准型谱》

设计出 A 66 型循环式货运索道，1971

年试制成功，成为生产的主导产品之

一。1977 年为货运索道的更新，在

A 66 型系列的基础上修订成 S H 型循

环式货运索道，1982 年获一机部科技

成果奖。同年，生产提供建成我国第一

条自行设计制造的往复式过江载人索

道——重庆嘉陵江客运索道，1984 年

获部优秀设计奖。同年从奥地利多培

尔玛和瑞士嘎拉文塔公司引进具有

80 年代水平的客、货运架空索道技

术，进一步提高了架空索道设计制造

水平。1968～1985 年，四川矿机厂共

生产客、货运架空索道 63 条，占全国

同期索道总产值的 90 % 以上。



第二节 其他输送机械

斗式提升机 是联接地下和高空

的最佳运输设备。50 年代初，亚西铁

工厂曾零星生产过斗式提升机。70 年

代末，雅安矿机厂开始生产 D 型、H L

型斗式提升机，此后，又开发出 ZL

型、PL 型系列，并进一步完善工艺，使

产品生产实现系列化、标准化、批量

化。1980 年，自贡运输机械厂开始生

产 D 型、ZL 型和 PL 型斗式提升机，

并将轴抽式减速器用于 H L 型斗式提

升机上，效果良好。同时，重庆减速机

厂、江油涪江机械厂、汉源机械厂等也

先后生产斗式提升机。到 1985 年，全

省机械系统先后有 5 家工厂生产斗式

提升机 4 个品种、9 个规格，累计生产

1194 台。

螺旋输送机 50 年代初，江北铁工

厂、内江铁工厂、自贡铁工厂等生产过

螺旋输送机。70 年代初，自贡运输机

械厂按行业联合设计的产品图纸生产

出 G X 型螺旋输送机。1978 年雅安矿

机厂采用北京水泥工业设计院的产品

图纸生产出 G X 型系列螺旋输送机，

并根据不同行业的特殊要求，改型设

计生产双向螺旋、双层螺旋、混料螺旋

等新品种。进入 80 年代，又有重庆减

速机厂、江油涪江机械厂、汉源机械厂

等转产螺旋输送机。到 1985 年，全省

机械系统先后有 5 家厂生产 G X 型螺

旋输送机 1525 台。

给料机 1971 年自贡运输机械厂

开始专业生产给料机。1976 年以后，

又有雅安矿机厂、广元第一机械厂、汉

源机械厂、广汉机械厂等先后生产给

料机。到 1985 年，上述工厂共生产圆

盘、叶轮、电磁震动、螺旋，往复等 6 个

品种 51 个规格的给料机共 3700 余

台。

叉车 60 年代初，重庆蓄电池厂

曾生产过 2 吨电瓶叉车。1975 年成都

电焊条厂根据省机械厅的安排试制出

2 吨柴油机叉车，1976 年经改进设计

试制成功 CP Q 型柴油机内燃叉车，

1980 年组建成都叉车厂，定点生产

汽、柴油内燃叉车，先后开发出 2 吨柴

油和 2 吨汽油内燃叉车，1 吨前移式

电瓶叉车；2 吨柴油和 2 吨汽油二节

门内燃叉车等品种。1984 年与成都起

重运输机械厂联合开发出 1 吨汽油内

燃叉车。1985 年与北京起重运输机械

研究所合作开发具有 80 年代世界水

平的新系列 3 吨叉车。截至 1985 年，

累计生产 1～3 吨汽、柴油内燃叉车

674 辆。



四川生产建筑建材机械始于 50

年代初，以后随着工业与民用建筑、交

通、水电、市政工程等事业的发展而获

得发展。1959 年重庆建西机器厂开始

生产小水泥设备。1960 年成都机器厂

开始生产混凝土搅拌机。1964 年万县

建华机械厂开始生产制砖机。1965 年

为加速“三线”建设，建筑、建材机械制

造业得到加强和发展，开始形成专业

生产。当年，万县建华机械厂开发出钢

筋弯曲机(1971 年，转由重庆印刷机

械厂生产)。1966 年重庆矿机厂开始

生产 JJ M ～10 型慢动建筑卷扬机，并

发展成系列生产。1972 年以后，重庆

第二建筑机械厂、乐山建筑机械厂、广

元第一机械厂等分别生产建筑建材机

械。1977 年成都机器厂几经周折，试

制投产 1 吨机动翻斗车。1979 年自贡

运输机械总厂三分厂开始生产 JJ M 2、

3、5 型 6 种规格的建筑卷扬机。在此

前后，第二重机厂、四川矿机厂、雅安

矿机厂分别生产大、中、小型水泥厂成

套设备。仁寿机械厂生产全自动制砖

机。到 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先后生

产建筑、建材机械的工厂达 15 家。

第一节 建材机械

水泥成套设备 主要包括锻烧窑、 干燥机、冷却机、成球盘等。四川机械



系统生产水泥成套设备始于 70 年代

中期，主要生产厂有第二重机厂、四川

矿机厂、雅安矿机厂、涪陵柴油机厂

等。

回转窑 是生产水泥的主要设备，

通常用于大、中型水泥厂、第二重机

厂、四川矿机厂是生产回转窑的主力

厂。先后生产有Ф4×60 米。Ф2．5×

45 米和Ф2×33 米回转窑以及相应的

系列品种 8 个。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各型回转窑 38 座。

机立窑 采用机械加料和卸料的

立窑，通常用于中、小型水泥厂的锻烧

设备。除窑体外，还包括卸料篦子、喂

粒装置和卸料密封装置 3 部分。它具

有占 地少、耗能低、产量高等优点。

1976 年，雅安矿机厂采用建材局水泥

设计院的产品图纸生产出Ф2×3 米

机立窑 1 座，1980 年开始生产Ф2．5

×10 米机立窑。到 1985 年，共生产 3

个型号 51 座。四川矿机厂采用天津水

泥设计院的产品图纸，于 1982～1985

年生产 4 个型号机立窑 67 座。1984

年涪陵柴油机厂自行设计制造钢球支

撑棘轮传动塔型立窑。到 1985 年共生

产 3 个型号 9 座。

干燥机 又称烘干机，1973 年第二

重机厂生产出 Ф3× 20 米干燥机。

1976 年雅安矿机厂开始生产Ф1×10

米烘干机，后经改进烘干机物料板和

传动部件，又生产出一种Ф41．5×16

米 新 型 烘 干 机，可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11 % 。到 1985 年共生产 32 台。1979

年四川矿机厂开始生产烘干机，先后

生产有Ф2．2×22 米等 4 个型号，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20 台。

冷却机 1973 年第二重机厂生产

出Ф3×14．7 米冷却机。1980 年四川

矿机厂采用唐山水泥设计院的产品图

纸生产出Ф1．8×20 米冷却机，以后

又自行设计生产出Ф1．8×18 米等 3

种规格冷却机。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24 台。

成球盘 是机立窑锻烧料球的专

用设备。1973 年第二重机厂生产出Ф

4．2 米成球盘。1976～1985 年，雅安矿

机厂共生产Ф1．6～Ф3．2 米等 5 个

规格的成球盘 97 台。四川矿机厂共生

产 3 个规格的成球盘 44 台。

制砖机械 1964 年，经省机械厅安

排，成都市部分机械工厂承制 58 型制

砖机，万县建华机械厂生产“建华Ⅰ”

型制砖机，重庆协兴机器厂生产制瓦

机等。1979 年仁寿机械厂自行设计制

造 ZJ 型制砖机，以后改进为全自动的

制砖机，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223 台。

1980 年涪陵柴油机厂自行设计试制

成功 Y ZP 型盘转式 8 孔压砖机，1984

年会同四川建材工业技术服务公司联

合设计试制 Y ZP 型压砖机。到 1985

年共生产压砖机 30 台。1983～1985

年，广汉建材机械厂开发生产 350 型、

380 型制砖机 145 台。



第二节 建筑机械

混凝土搅拌机 1966 年经一机部

定点成都机器厂专业生产混凝土搅拌

机，当年试制出 JG 型样机，并投入批

量生产，成为全国建筑机械行业生产

混凝土搅拌机的三大定点厂之一。以

后，发展了 JG 型和 JR G 型 3 个系列

产品，其中 JR G 250 型搅拌机获一机

部、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1979 年

以后，伴随建筑事业的迅猛发展，混凝

土搅拌机成了“热门货”，先后有广元

第一机械厂、重庆南山建筑机械厂(产

品归口的集体企业)、绵阳地区一机厂

等分别生产 JG 型、JZ Y 型以及 JZ R

型系列产品，其中广元第一机械厂生

产的 JG ～150 型和 JG～250 型搅拌

机，获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1983

年，成都机器厂与中国建筑科学院研

究室共同研制出 JS Y 型和 JD 型双、

单卧轴强制式搅拌机。重庆南山建筑

机械厂与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联合研

制出 JZ 型双锥反转出料搅拌机。到

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先后生产混凝

土搅拌机的企业有 4 家，累计生产 3

个系列、9 个品种、近万台。其中成都

机器厂生产 4905 台，并实现了产品换

代。广元第一机械厂生产 2460 台。

混凝土成型机 1980 年乐山市建

筑机械厂改进设计制造出混凝土挤压

成型机，该机具有使用场地适应性强、

质量稳定、能耗低等优点。到 1985 年

共生产 6 个品种 443 台。该厂还生产

H 型花格构件成型机和路面小砌块机

308 台。

灰浆搅拌机 1972 年重庆南山建

筑机械厂采用西北金属结构厂的产品

图纸生产出灰浆搅拌机，并投入批量

生产。1975 年又研制出 UJ～300 型灰

浆搅拌机，1981 年后，又作了多次改

进。到 1985 年累 计 生 产 2 个 品 种

2164 台。1983～1985 年，绵竹县机械

厂亦生产 300 型灰浆搅拌机 248 台。

钢筋弯曲机 1965 年万县建华机

械厂开始生产钢筋弯曲机，到 1971 年

共生产 1280 台。以后转由重庆印刷机

械厂生产，该厂经过多次改进，年产量

保持 200 台上下。到 1985 年共生产

3901 台。

蛙式夯实机 1972 年重庆南山建

筑机械厂试制出蛙式夯实机 5 台，经

试用验证，符合土方夯实工艺要求。

1973 年投入批量生产，成为四川省生

产蛙式夯实机定点厂。以后按国际标

准设计制造出 H W 型蛙式夯实机。到

1985 年 累 计 生 产各 式 蛙 式 夯 实 机

1424 台。

机动翻斗车 1961 年成都机器厂



开始试制翻斗车，先后经过两次改进，

但未定型生产。到 1977 年采用西北金

属结构厂的产品图纸，经修改设计后，

生产出 FC 型 1 吨机动翻斗车。此种

翻斗车采用液压制动，储备功率大、机

动灵活，1985 年获省计经委优质产品

称号，累计生产 2753 台。

建筑卷扬机 1964 年重庆矿机厂

生产出 5 吨慢动建筑卷扬机，1966 年

发展JJ M 型系列 4 个品种。1976 年研

制成功我国第一台 32 吨慢动建筑卷

扬机，填补国内一项空白，1978 年获

省科学大会奖。1982 年研制出船用

500 吨起重卷扬机，标志着我国大型

船舶起重机达到一个新水平。到 1985

年，已能生产 11 个品种的慢动建筑卷

扬机。1983 年自贡运输机械总厂三分

厂，亦先后生产 JJ M 型和 JJK 型两个

系列、6 个规格及 5 个非标准建筑卷

扬机。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26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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