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汽车工业是从汽车修配业逐

步发展起来的。早在 30 年代初期，随

着汽车运输的出现，车辆的修配业就

开始兴起。1934 年重庆公共汽车公司

管理处兴建重庆大修厂。1936 年四川

公路修车总厂也在成都成立。抗日战

争时期，由于汽车运输量突增，从沿海

省份内迁的官僚资本和民族工商业者

相继兴办一些稍具规模的汽车修配

厂。1938～1939 年，以生产汽车配件

为主的交通部汽车修配制造厂、军政

部交通机械修配厂、中国汽车制造股

份公司华西分厂相继迁建于重庆市。

从事车辆修配的私营工厂也有很大发

展，1940 年达到 19 家，共有职工 398

人，动力设备 118 台，资本 238 万元。

到 1949 年底四川解放时，全省主要公

营汽车修配厂为 5 家，除 401、402、

403 厂由军队系统接管外，綦江汽车

配件厂和重庆 202 厂(现红岩汽车弹

簧厂)先后划归机械系统。1949 年底

两厂共有职工 1205 人，固定资产原值

380 万元，汽车配件年产值 29 万元，

占全国机械系统同期汽车配件年产值

的 28．7 % 。

在三年恢复时期与“一五”计划期

间，四川机械系统汽车工业以载重汽

车配件生产为发展重点。到 1957 年，

主要生产厂有綦江汽车配件厂、重庆

汽车配件厂、重庆新建机械厂、成都汽

车配件厂、成都空压机厂。上述 5 厂共

有职工 4003 人；固定资产原值 1334

万元；汽车配件年产值 2007 万元。这

一时期，私营重庆震旦机器铁工厂利

用改装救火车技术，少量生产过美式

吉普车。



1958～1964 年，经过“大跃进”和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在汽车制造上开始显示出一定的技术

基础。1958 年全国掀起“制造汽车

热”，四川先后有军工系统的重庆望江

机器厂、重庆长安机器厂、重庆建设机

床厂，机械系统的重庆汽车配件制造

厂、綦江汽车配件厂、重庆新建机械厂

都分别试制出 1－5 吨载重汽车和吉

普车，但均未形成生产能力。汽车配件

获得稳步发展，并开始定向生产亚斯、

玛斯等重型汽车配件。綦江汽车配件

厂形成年产 2．5 万套齿轮及轴的能

力。

1965 年，一机部在四川大足县内

迁新建重型汽车研究所和四川汽车制

造厂，并扩建綦江汽车配件厂等 4 个

重型汽车配件厂，形成我国重型汽车

工业基地之一。经一机部统筹规划，将

四川省前进机器厂定点为军、民用改

装车专业厂。

1969 年，全国再次掀起“制造汽

车热”，四川机械系统先后选定四川省

前进机器厂、成都沙河汽车修配厂和

重庆动力机械厂稍加改造后转产载重

汽车。1973 年为解决四川化工厂引进

30 万吨大化肥设备高压合成塔的运

输问题，省机械局和省交通局采取大

协作、大会战办法组织数十家厂、所，

自行设计、生产各大总成件，由交通系

统组织总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

了当时国内最大的 400 吨平板车，交

付使用后效果良好。这一创举，显示了

四川汽车工业的综合实力。1975 年德

阳九五厂(后改名德阳汽车厂)也转产

5 吨载重汽车。这些厂在各自主管部

门的支持下，通过设备上的填平补齐，

逐步形成小批量生产。1978 年四川省

汽车配件公司更名为四川省汽车工业

公司，负责全省汽车及配件的产、供、

销业务管理。1979 年底，四川机械系

统汽车及配件行业的厂、点发展到

139 个，有职工 5．8 万人，固定资产原

值 3．6 亿元，已初具年产汽车 3000 辆

及产值 1．5 亿元的汽车配件能力。

1980～1985 年，为认真贯彻“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共四

川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对发展四川

汽车工业十分关心，统一规划全省的

汽车生产。有关企业通过“六五”计划

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开始向现代化

技术的高层次发展，在产品选型、发展

品种、提高关键总成件技术水平等方

面都有较大进步，逐步形成包括重型、

中型、轻型载重汽车、改装汽车和汽车

配件的汽车工业生产、科研体系。经过

规划和调整，四川机械系统 1985 年汽

车工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1950～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汽

车工业从修配到制造，从生产配件到

生产整车，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获

得发展，累计生产各型载重汽车 3．57

万辆(不含农用运输车)，民用改装汽

车 1．48 万辆，汽车配件总产值 23 亿

元，有2 4种产品获一机部、省计经委

优质产品称号。



四川生产载重汽车始于 1958 年

“大跃进”年代，但未能形成批量生产

能力。1965 年，一机部内迁新建四川

汽车制造厂，专业生产军用越野汽车。

1969 年以后，四川机械系统充分利用

现有工厂条件加以改造，积极发展中、

轻型载重汽车。但由于布点重复，力量

分散，生产发展缓慢，到 1978 年，全系

统汽车总装厂有 5 个，累计产量 8958

辆，平均年产量不足 1000 辆。1978 年

以后，逐步采取横向经济联合，加强重

点技术改造和经营销售等措施，使生

产有所发展。到 1980 年年产各型载重

汽车 3835 辆。

1985 年末，全省机械系统有汽车

总装厂 5 个，职工 11977 人，固定资产

原值 1．54 亿元，全年生产各型载重汽

车 5214 辆(另兼业厂生产 944 辆)，组

装车 1940 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2．45

亿元，实现利润 3359 万元。各厂生产

情况如下表：



续表

第一节 重型汽车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重型汽车始于

1960 年 4 月 20 日，綦江汽车配件厂

与长春汽车研究所合作，试制出我国

第一辆猛进牌 12 吨自卸汽车。1965

年，一机部在四川大足县(现重庆市双

桥区)内迁新建四川汽车制造厂，先后

从南京、北京、济南汽车制造厂和第一

汽车制造厂、武汉锅炉厂内迁技术骨

干 1020 人，从法国贝利埃公司引进重

型越野汽车制造技术，从西欧六国引

进主要工艺设备，设计能力为年产重

型越野汽车 1050 辆。与此同时，从长

春汽车研究所内迁新建了重庆重型汽

车研究所；改建、扩建了为其配套总成

的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

庆汽车配件厂、重庆红岩汽车弹簧厂、

重庆油泵油嘴厂等，总投资 1．8亿元，

使之形成国内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重型

汽车生产、科研基地。

四川汽车制造厂于 1968 年基本

建成投产后，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冲

击较大，生产建设一度停滞，成为全川

有名的老大难单位。1971 年以后，中

央、省、市先后派出驻厂工作组，帮助



工作，生产形势逐步好转。1975 年组

建以四川汽车制造厂为主导厂的 6 厂

1 所参加的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司，

1979 年年产重型越野汽车 500 辆。

1982 年以后，调整产品结构，利用军

工技术优势，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引

进，致力于开发 C Q30．290 型 18 吨级

载重汽车，1984 年 7月通过国家级鉴

定并投入批量生产。1985 年又试制出

C Q30．290 的变型车、改装车以及适

应 我国 公 路 状况 的 C Q19．210 型

10．5 吨级载重汽车。

1985 年末，四川重型汽车制造公

司所属 6 厂有职工 1．69 万人，固定资

产原值 2．7 亿元，全年完成工业总产

值 2．58 亿元，实现利润 4000 万元。该

公司各厂集中于重庆市，技术装备较

好，技术力量较强，除有一机部直属重

型汽车研究所外，还有厂办气动元件

研究所、汽车悬挂研究所等。其中四川

汽车制造厂有职工 4868 人，固定资产

原值 1．04 亿元，全年生产民用重型汽

车 655 辆，斯太尔进口件组装车 160

辆，总产值 1．15 亿元，实现利润 1300

万元。1968～1985 年该厂累计生产重

型汽车 4471 辆，总产值 6．57 亿元，实

现利润 3776 万元，已能生产 4 个系列

16 种基型的重型汽车底盘。

军用越野汽车 1966 年，一机部安

排由綦江齿轮厂试制出 C Q260 型首

批军用越野汽车样车。1967 年四川汽

车制造厂基本建成后试制出第一辆

C Q261 型军用越野汽车，成为国内最

早引进国外汽车制造技术进行生产的

工厂(详见军工配套工业篇)。1974 年

投入批量生产。1979 年产量 500 辆。

1980 年试制出 C Q261 Q 25 型坦克运

输车，共生产 13 辆。1982 年生产 40D

军用 汽车 起重机专用 底 盘，又 以

C Q261 型越野汽车为基础，相继为石

油及其他部门试制出 C Q261 水罐车、

油罐车、钻机车和 65 吨汽车起重机底

盘等各种变型改装车共 56 辆。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5 种军用越野汽车

3822 辆，总产值 4．59 亿元。

民用重型汽车 1966 年綦江齿轮

厂试制出我国第一批 25 吨自卸车。

1970 年 四 川 汽 车 制 造 厂 试 制 出

C Q370 自卸车 2 辆，1975 年试制出

C Q372 自卸车 2 辆，1977 年又试制出

C Q470 矿用绞接车 2 辆，但均未投入

批量生产。1982 年以后，军用越野汽

车任务减少，促使工厂果断决策，扩大

服务领域，利用生产军用重型汽车的

技术优势，致力于发展民用系列重型

汽车新品种。1983 年 5 月，由四川重

型汽车公司组织所属 6 厂 1 所试制出

红岩 C Q30．290(6×4)型 18 吨级重

型汽车样车 2 辆，1984 年 7 月通过部

级鉴定后投入生产，从而填补了国内

重型汽车这个吨位的空白。到 1985 年

共生产 421 辆，并在国际招标中中标，

开始销往国外，发展前景良好。1984

年四川汽车制造厂又根据市场预测开



发 10 吨级重型汽车(红岩 C Q 19．210

型)，1985 年 10 月 试 制 出 样 车，经

2500 公里走合性能试验及海南 5 万

公里可靠性试验，性能良好。

第二节 中型载重汽车

5吨载重汽车 1958 年綦江齿轮

厂试制出“猛进”CJ－10型载重汽车 5

辆。1975 年德阳机制砖瓦厂更名为德

阳九五厂，在省机械局统筹安排下，以

该厂为总装厂，组织雅安汽车配件厂

等企业分别承担发动机、前后桥、方向

机、传动轴等各大总成，按照第二汽车

制造厂提供的图纸生产出 DJ140 型 5

吨汽油载重汽车 5 辆，1976 年小批量

生产 20 辆。以后逐年产量有所增加，

1979 年达 410 辆。1981 年调整产品结

构，开始试制 DJ－141 型 5 吨柴油车。

1982 年又与四川消防器材厂合作，以

F Q－140 型二类底盘改装消防车。同

年开始生产 4．4 米轴距的汽、柴油双

排座加长车。1985 年 5月以该厂为主

体联合成立四川省蜀风汽车工业联营

公司。德阳九五厂更名四川省德阳汽

车厂，投资 41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形

成年产 5 吨汽车 1000 辆的能力，1976

～1985 年累计生产 DJ－140 型 5 吨

载重汽车 1776 辆。此外，四川省前进

机器厂于 1977～1979 年累计生产 5

吨载重汽车 104 辆；重庆汽车制造厂

于 1985 年生产 5 吨载重汽车 345 辆。

4吨载重汽车 1968 年四川省前进

机器厂试制出“解放”型团结牌 4吨载

重汽车，其配套总成发动机由重庆交

通机械厂提供，其它配套总成件分别

由雅安汽车配件厂、綦江齿轮厂、重庆

红岩弹簧厂、成都汽车配件厂、重庆汽

车配件厂等数十家工厂分别生产提

供。1970年投入小批量生产。到1979

年，因与重庆生产的山城牌 4吨汽车

雷同，又迟迟形不成较大生产能力而

停止生产。11年间累计生产团结牌 4

吨汽车 1509 辆。1970年重庆市机械

局组织全市汽车“歼灭战”，确定由重

庆动力机械厂为整车总装厂，同时安

排 86个厂、社、校定点协作，按“解放”

型图纸试制出山城牌 4吨载重汽车，

并通过市级鉴定，当年生产 248 辆。

1975 年重庆动力机械厂更名为重庆

汽车制造厂，1979 年生产汽车 1004

辆。1980～1982年汽车出现滞销，三

年只生产 2337 辆(其中联营组装车

1257辆)，亏损484万元。为扩展生产
实力，经与“二汽”、“一汽”联营，逐步

建立产品开发机制，合理调整生产布

局，并自筹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形成年

产 4 吨载重汽车 5000 辆，车架、车箱

总成3万辆的能力。1983－1985年共



生产 4 吨载重汽车(含底盘)及组装汽

车 7136 辆，从而使生产获得转机，实

现利润 1792 万元。

1985 年，该厂与日本五十铃公司

合资经营，成立“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从日本引进 N K R、N H R 轻型货

车制造技术，经消化吸收，严格管理，

生产有较大发展。1985 年该厂有职工

1852 人，固定资产原值 2208 万元，全

年生产载重汽车及底盘 624 辆，组装

汽车 1780 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4113

万元，实现利润 987 万元。

1968～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共

生产 4 吨载重汽车 7941 辆，其中重庆

汽车制造厂 6359 辆，四川省前进机器

厂 1509 辆，重庆交通机械厂 73 辆。此

外，重庆汽车制造厂与一汽、二汽联营

组装汽车 5775 辆。

第三节 轻型载重汽车

四川生产轻型汽车始于 1958 年

“大跃进”年代，先后有军工系统的重

庆建设机床厂、长安机器厂、四川机械

系统的重庆汽车配件厂、新建机器厂

分别试制出 2 吨、1 吨的轻型汽车样

车，但都未能形成批量生产能力。直到

1968 年成、渝两市机械系统又开始重

点发展轻型货车。

成都 130 汽车 1968 年成都市以

交通局所属沙河汽车修配厂为整车总

装厂，并采取跨行业“大会战”方法，组

织成都空压机厂、成都汽车配件厂等

一批企业协作配套试制出 C D－120

型 1 吨轻型汽车，1969 年生产 30 辆。

1970 年改按 C D－130 型 2 吨轻型货

车图纸进行试制，采用 490 型汽油发

动机，1971 年完成样车，1972 年投入

小批量生产。1975 年沙河汽车修配厂

更名成都汽车制造厂，划归成都市机

械局领导。此后，为贯彻一机部“三

化”(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要求，又

决定按北京 BJ－130 型 图纸组织生

产，采用 492Q 型汽油发动机，1976 年

小批量生产，1979 年年产量达到 630

辆。1982 年进一步发展品种，试制出

C D－122 型 1．5 吨双排座轻型货车，

开发生产了 C D131 型、C D122 型两个

系列产品。到 1985 年，经调整布局和

重点进行技术改造 ，已形成年产 5000

辆的能力。产品质量经国家质量监督

检查列为全国轻型汽车第五名。该厂

有职工 1199 人，固定资产原值 877 万

元，全年生产轻型汽车 3040 辆，完成

工 业 总 产 值 5706 万 元，实 现 利 润

1293 万元。此外，成都东风汽车厂(集

体企业，后改名成都第二客车厂)、成

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后改名成都客车

制 造 厂) 1981 年 以 后 亦 开 始 生 产



C D121 双排座轻型汽车。各厂生产情 况如下表：

山城牌轻型汽车 1970 年重庆北

碚机械厂在生产农用水泵的同时，着

手仿制 BB130 型 2．5 吨山城牌柴油

汽车，1979 年更名重庆农用汽车厂，

转向专业生产汽车。1980 年又试制出

第二代产品——北泉牌 C N 132 型 2．

5 吨、C N 132 型 3 吨农用汽车。1983

年年产量达 1051 辆，并经中国汽车工

业公司批准为西南地区生产专用汽车

定 点厂之一。1985 年，该厂有职工

1413 人，固定资产原值 611 万元，全

年生产轻型汽车 294 辆，联合组装车

351 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940 万元，实

现利润 217 万元。1970～1985 年累计

生产轻型汽车 4743 辆。重庆交通机械

厂于 1973～1978 年生产 上游牌 2 吨

轻 型 汽 车 580 辆，重 庆 汽 车 附 件 厂

1980～ 1985 年 生产 C G 120 双 排座 轻

型汽车 795 辆。

另 外，私营 重庆 震旦 机器 铁 工 厂

曾 于 1950～ 1957 年 生产 美式吉 普 车

480 辆；泸州交通机 械厂 1971 年 生产

吉 普 车 100 辆；綦 江 齿 轮 厂 1971 ～

1975 年生产 212 吉普车 38 辆。



1938 年从上海内迁重庆的私营

震旦机器铁工厂在生产消防器具的同

时，年产改装救火车 2～3 辆，该厂最

盛时期有员工 140 余人，建国后仍从

事改装救火车，到 1956 年共生产改装

救火车 44 辆。

1952 年，西南军区后勤部重庆汽

车修理厂(后改名解放军 3403 工厂)，

为重庆市改装了一批苏式公共汽车，

1958 年又改装了一批“巨龙”牌无轨

电车。

1962 年，经一机部定点四川前进

机器厂生产军用、民用两大类改装车，

成为四川机械系统第一家生产改装车

的专业厂。1964 年四川通惠汽车修理

厂专业生产消防车，后更名为四川消

防机械厂。

1973 年，成都汽车制造厂利用本

厂生产的“130”汽车底盘改装成功

C D630 型旅行车。1975 年以后，重庆

汽车附件厂、重庆北碚机械厂、解放军

3403 厂、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成都

东风汽车修理厂先后试制成功 130 旅

行车和专用汽车。这些厂多属从汽车

修理跨入改装车的行列，仅有小批量

生产能力。

1985 年末，四川机械系统从事改

装车的企业共 4 个，有职工 4231 人，

固定资产原值 3087 万元，当年生产民

用改装车 2498 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9834 万元，实现利润 1864 万元。另有

产品归口企业 2 个，有职工 2852 人，

固定资产原值 2249 万元，生产民用改

装车 883 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4552 万

元，实现利润 772 万元。1952 年～

1985 年全省机械系统和产品归口企



业累计生产民用改装车 14885 辆。

第一节 民用专用汽车

1962 年，四川前进机器厂成为四

川省机械系统唯一一家生产民用改装

汽车的专业厂。1963 年 3月按照丹东

汽车制 造厂提供的 图 纸，试制 出

A D340 型自卸车，5月通过省级鉴定

后投入小批量生产。同年 8月，由省机

械研 究设 计院 提供 图 纸，试制 出

B W 12 型保温车，9月通过省级鉴定，

当年生产上述两种改装汽车 120 辆。

1965 年，纳入地方“三线”建设扩建项

目，投资 426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改

装车 1000 辆，当年扩建竣工并生产民

用专用改装汽车 998 辆，全年完成工

业总产值 3021 万元，实现利润 371 万

元。1966 年以后，因受“文化大革命”

冲击，生产逐年下降。到 1969 年累计

生产民用专用汽车 2153 辆。以后因转

产载重汽车而停止改装车生产。

1979 年，该厂根据一机部和省机

械工业局的统一规划，再次转向生产

民用专用汽车。1983 年更名四川专用

汽车制造厂，并建立专用汽车研究所。

到 1985 年，先后共开发生产厢式、罐

式、倾翻式、挂式四大类民用专用汽车

43 个品种，其中环境卫生专用汽车行

销全国，成为国内生产环卫专用汽车

产量最多的工厂。

1985 年末，该厂有职工 2087 人，

固定资产原值 2125 万元，全年生产民

用专用汽车 1033 辆，完成工业总产值

3353 万元，实现利润 619 万元。1962

～1985 年累计生产各型民用专用汽

车 5978 辆，其中倾翻式车 22 个品种

4398 辆；罐式车 7 个品种 1108 辆；厢

式车 8 个品种 323 辆；挂式车 6 个品

种 149 辆。Y Y 455 运油车、SC3460 垃

圾自动装卸车获四川省计经委优质产

品称号。15 吨越野牵引半挂车获省科

委科技成果 3 等奖。SC3465LJ 型垃圾

自动装卸车、SC8460 型摄影吹风车、

SC9650 型越野半挂车获 1983 年全国

首届改装车、专用汽车展评会“专用功

能”“优秀新产品”和“优秀工艺”奖。

此外，四川消防器材厂(产品归口

企业)于 1964～1985 年生产消防车

(泡沫车、供水车、水罐车、供洒两用车

等)2458 辆。70 年代，为平衡生产能

力，东风电机厂、四川锅炉厂分别生产

运油车 347 辆和 554 辆。80 年代，重

庆汽车制造厂、重庆汽车附件厂分别

生产改装自卸车 376 辆和 706 辆。



第二节 旅行车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旅行汽车起步

较晚。1973 年成都沙河汽车修配厂采

用本厂生产的 C D130 汽车底盘改装

成功 C D630 型旅行车，但未形成生产

能力。1975 年重庆汽车附件厂转向以

改装旅行车为主，逐步发展变型车。

1976 年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采用成

都沙河汽车修配厂生产的 C D－130

汽车底盘改装成华西牌 C D630 型旅

行车，1978 年投入小批量生产，1980

年产量达到 255 辆。1981 年推出改进

型 C D630 旅行车和 C D130B Y 殡 仪

车、C D130 HJ 救护车等。1983 年隶属

关系由成都市交通局划归成都市机械

局领导，同年 6月，参加全国首届专用

车、改装车展评会，其中 C D130T Z 殡

葬车获优秀设计奖。1984 年更名为成

都客车制造厂。1985 年开发环境监测

车、安全监察车、宣传车、送货车等 8

种变型车。通过“六五”技术改造，初步

形成年产 1500 辆的能力，成为省内生

产旅行车的主导厂。1985 年末该厂有

职工 1054 人，固定资产原值 533 万

元。全年生产旅行车 435 辆，完成工业

总产值 2368 万元，实现利润 665 万

元。

70 年代末，成都第二客车厂、解

放军 3403 工厂等也开始生产旅行车。

各厂生产年份及累计产量



此外，1980～1985 年，四川机械

系统及产品归口企业还累计改装大客

车 572 辆，其中四川专用汽车制造厂

110 辆，重庆交通机械厂 265 辆，解放

军 3403 工厂 149 辆，内江汽车配件厂

48 辆。



1944 年中国汽车制造股份公司

华西分厂仿制成功“奔驰”牌 4吨柴油

发动机。装于民生公司“永乐”、“永

康”轮作船用动力，首航重庆至南京，

运行情况良好，抗战胜利后，因生产不

景气而转产。

建国后，四川交通系统重庆交通

机械厂于 1960年试制出上游(仿解放

牌)发动机，1963 年重庆新建机械厂

仿制出苏联亚斯 206A 重型柴油发动

机。但两厂均未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1965 年重庆新建机械厂纳入一

机部“三线”建设扩建项目，1966 年试

制出首台 6140发动机，并投入小批量

生产。1967 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

命”干扰，生产发展缓慢。

70 年代初，在全国掀起“造车热”

的带动下，四川机械系统有成都空压

机厂、重庆动力机械厂、前进机器厂、

南充劳动工厂、自贡动力机械厂开始

生产汽车发动机，但产量都不大，唯有

重庆新建机械厂扩建投产，并由一机

部下放地方管理，更名重庆汽车发动

机厂后，专业批量生产 6140 型汽车发

动机。成都空压机厂、重庆动力机械厂

亦由地方投资建立发动机车间，逐步

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

1978～1985 年，在“改革、开放”

方针指引下，四川机械系统生产汽车

发动机获得稳步发展。1981 年重庆汽

车发动机厂上收归一机部管理，通过

引进两个系列的柴油发动机制造技

术，并经再次扩建，实现产品更新换

代，形成年产 2000 台的能力。成都空

压机厂经过技术改造，更名成都发动

机总厂，到 1985 年已形成年产轻型汽



车发动机 5000 台的能力，前进机器

厂、重庆汽车制造厂、自贡动力机械厂

先后停止了发动机生产。

主要生产厂 1985 年基本情况表

1965～1 985 年，四川 机械系统累

计 生 产 汽 车 发 动 机 31556 台／358 万

马 力，其 中 柴 油 发 动 机 6676 台／149

万马力，汽油发动机 24880 台／209 万

马力。

第一节 柴油发动机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柴油发动机分

轻型与重型两种，轻型有 495Q、490Q

型等，主要用于农用汽车(已在农机篇

中记述)，重型柴油发动机由重庆汽车

发动机厂生产。

重庆汽车发动机厂前身为新建机

械厂，创建于 1951 年，以生产汽车配

件为主，1954 年投资 350 万元进行扩

建。1962 年，经一机部定点为生产汽

车发动机的专业厂，1963 年生产仿苏

联亚斯——206 A 重型柴油发动机获

得成功。1964 年纳入一机部“三线”建

设，为四川重型汽车基地配套再次扩

建，投资 261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

军用越野汽车发动机 1050 台。1966

年试制出首台 6140 柴油发动机。1969

年以后，先后试制出 150 系列及直列

6 缸、12 缸柴油发动机。1975 年经一

机部批准新增 12 V 150Z 柴油机生产，

投资 1107 万元，在实施扩建计划中，

因拟引进新型柴油机代替 150 系列，

扩建工程随即停止，到 1978 年，实际

完成投资 430 万元，进口和增添部分

关键设备仪器，为生产增压器创造了



条 件。1981 年以后，该厂一方面对

6140 发动机进行多项重大改进，一方

面引进美国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N H 和 K 两个系列柴油机制造技术，

经一机部批准再次扩建，投资 4700 万

元，设计能力为年产汽车发动机 2000

台。这样，使我国重型汽车发动机的生

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1985 年，该厂生产发动机 1135

台(28．8 万马力)，累计生产各型发动

机 6676 台(149 万马力)，已广泛应用

于重型汽车、船舶、发电机组、石油开

采和工程机械等动力设备。

6140系列柴油发动机 1965 年初，

重庆汽车发动机厂根据从法国贝利埃

公司引进提供的 N C L140 样机，经改

进设计试制成功，当年生产 22 台，次

年投入批量生产，从而走上重型汽车

发动机专业化生产的道路。1967 年以

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冲击，生产发展

缓慢，1978 年以后才有 明显好转，

1979 年产量达 604 台。到 1986 年共

生产 6140 柴油发动机 5749 台。20 年

来，该厂为使 6140 柴油发动机适应多

种配套和提高其可靠性，先后进行了

多次改进，并派生出 6140B 等 7 个变

型产品。1983 年对 6140B 型发动机高

压油泵链条传动改进为齿轮传动，诞

生了新的改进型－6140C 型柴油发动

机，其可靠性和耐久性达到国内同行

业先进水平。改进后的 6140C 型，最

大功率为 200 马力，整机性能和可靠

性超过原设计参数，但与国外相比，仍

处于落后水平，促使工厂寻求新的换

代产品而停止生产。

重庆—康明斯 N H．K 系列柴油发动机

1981 年初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与美国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签订

N H 和 K 两个系列技术转让许可证合

同。合同期 10 年，责成重庆汽车发动

机厂按康明斯公司的图纸、技术标准、

采用联合商标的形式，生产重庆——

康明斯柴油发动机，设计能力为年产

2000 台，其中 N H 系列发动机 1840

台，K 6 发动机 110 台，K V 12 发动机

50 台，分别可满足 15 至 30 吨级、30

至 160 吨级重型汽车、矿用自卸车配

套动力的需要。1982 年 11 月用康明

斯公司提供的零部件组装出 N H 系列

4 种机型的柴油发动机 31 台，1983 年

开始生产自制件，逐步用自制件代替

进口件，到 1985 年，N H 系列发动机

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达 63 % ，1986 年底

增至 83 % 。1984 年获国家经委颁发的

产品引进单项奖。1981～1985 年共生

产重庆——康明斯柴油发动机 1946

台，已为重型汽车、船舶、发电设备、工

程机械等主机配套。替代了部分进口，

并开始少量出口到泰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该厂还先后生产 6150 型柴

油机 17 台，12 V150 型柴油机 16 台。



第二节 汽油发动机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汽油发动机始

于 70 年代初，重庆动力机械厂、重庆

交通机械厂先后生产 C A－10B 汽油

发动机，成都空压机厂生产 490 Q 汽

油发动机。1974 年前进机器厂自行配

套生产 4 吨、5 吨汽油发动机。1975 年

南充劳动工厂生产 Q 6100 型及解放

C A 15 型汽油发动机。1977 年自贡动

力机械厂为自产三轮摩托车配套生产

750－22 汽油发动机，1978 年后产品

品种和产量逐年增加。到 1985 年，全

系统累计生产汽油发动机 24880 台／

209 万马力。

主要生产厂及产量

490Q、492Q 型汽油发动机 1970 年

成都市机械工业局为适应汽车生产配

套需要，定点成都空压机厂生产 490Q

型汽油发动机，当年生产 15 台。1973

年投资 133 万元，新建发动机车间和

购置关键设备，1974 年产量上升到

200 台。但由于 490 Q 型汽油发动机成

品率低，可靠性差，1975 年改型生产

492 Q 型汽油发动机 181 台。1979 年

经全国同类型发动机质量抽查，主要

技术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规定标准，随

后又生产出 492 Q A 节能型汽油机，功

率从 75 马力提高到 85 马力，油耗从

255 克／马力小时降为 220 克／马力小

时。1985 年形成年产 5000 台的能力，

当年生产汽油发动机 4021 台／31 万



马力，并获省计经委优质 产品称号。

1970－1985 年累计生产 490 Q、492 Q

汽油发动机 11964 台／90．6 万马力。

此外，重庆交通机械厂于 1974－1985

年累计生产 492 Q 型汽油发动机 596

台／4．47 万马力。

解放 C A 系列发动机 1970 年省机

械局安排重庆交通机械厂为前进机器

厂团结牌汽车配套，生产 C A－10 型

汽油发动机。1971 年重庆动力机械厂

为山城牌汽车自行配套生产 C A－10

型汽油发动机。两厂经过近 10 年的发

展，到 1980 年前后，年产量均在 500

台左右。1981 年重庆交通机械厂试制

成功 C A－10B (C )、C A－10C G 改型

发动机，分获交通部、四川省计经委优

质产品称号。1980 年以后，南充劳动

工厂试制出 C A－10C、C A －15 型汽

油发动机 234 台。前进机器厂也曾自

产自配 C A－10B 汽油发动机 62 台。

到 1985 年，上述工厂累计生产 C A 解

放系列发动机 11599 台。

东风 Q6100 型汽油发动机 南充劳

动工厂 1975 年为德阳九五厂生产 5

吨汽车配套所需汽油发动机，该厂按

照第二汽车制造厂提供的产品图纸生

产东风 Q 6100 型汽油发动机。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178 台。

此外，自贡动力机械厂于 1977～

1983 年共生产 750－22 型汽油发动

机 1082 台。



四川生产汽车零部件历史较早。

1938 年交通部在重庆化龙桥建立四

川第一个汽车配件厂—中央汽车配件

厂。1939 年军政部交通机械修造厂由

南京辗转迁到重庆綦江县。1940 年中

国汽车制造股份公司在重庆道角建立

华西分厂。上述 3 厂是四川最早建立

的生产汽车配件专业工厂。抗日战争

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由于军事、经

济发展的需要，汽车修理业务日趋繁

重，民营汽车修配厂亦应运而生，1940

年时有汽车修配厂 19 家，还有更多的

手工敲补作坊。这种状况基本上延续

到 1949 年底四川解放时。

建国后四川机械系统接管的 2 个

汽车配件厂基本情况。

另外，重新申请开业的近千家私

营机械厂、店中，约三分之一从事汽车

修理及配件生产，但多数为敲补、油

漆、补胎等修配业务。

1950～1957 年，经过三年恢复及

“一五”计划建设，全省国(合)营汽车



配件生产厂发展到 6 家，有职工 4003

人，固定资产原值 1334 万元，生产汽

车配件 2007 万元，成为当时四川机械

系统重点发展行业之一。进入 60 年

代，随着四川重型汽车基地的建设，一

机部和省机械厅对綦江齿轮厂等几个

老厂采取相应的改建、扩建措施，到

1969 年，上述 6 厂职工增至 8305 人，

固定资产原值增至 6263 万元，但由于

受“文化大革命”干扰，生产徘徊不前。

70 年代，是四川汽车及配件生产

稳步发展时期。1970 年中国汽车工业

公司成都销售分公司由省交通局划归

省机械局领导，并更名四川省汽车配

件公司，以加强全省汽车配件的产、

供、销业务管理，促进了全省汽车配件

生产的发展。到 1979 年，全省生产汽

车配件的厂点发展到 130 个，职工 4

万人，固定资产原值 1．86 亿元，全年

生产汽车配件产值 1．48 亿元。

1980 年前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

整，汽车市场出现疲软，汽车配件生产

也受到一定影响，为此，省机械局采取

措施，适当压缩重复生产、质量较差的

车配件。部分企业通过“六五”计划期

间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项目的实施，

进一步提高了配件的生产能力和技术

水平。形成以成都、重庆、南充地区为

主力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具有零

部件生产品种较全，批量较大，质量较

好，配套组装整车能力较强的实力。尤

以齿轮、凸轮轴、空压机、钢板弹簧、横

直拉杆、气制动元件、油泵油嘴、活塞

等享有一定声誉。先后有 21 种零部件

获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

到 1985 年，全省机械系统归口管

理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厂点 98 个，共有

职工 33907 人，固定资产原值 2．5 亿

多元，全年完成汽车配件产值 32365

万元(居全国机械系统第 5 位)，实现

利润 6147 万元，上述生产厂点构成情

况如下：

1950～1985 年，全省机械系统累计生产汽车配件产值 22．92 亿元，其中出



口配件产值 2084 万元。

第一节 活塞、活塞环

活塞 四川生产汽车活塞始于

1940 年中国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分厂。同年，私营成都振兴铁工厂

和黎明工业社开始生产活塞。1941 年

以后，军政部交通机械修造厂也生产

过活塞。

建国后，华西分厂曾生产过一批

道奇汽车活塞。1954 年私营振兴铁工

厂兼并 4 家小厂，成为四川机械系统

第一家生产活塞的专业厂，1957 年年

产汽车活塞 1．8 万只，1958 年更名成

都柴油机厂，当年仍生产活塞 2．8 万

只。1961～1964 年中断活塞的生产。

1965 年经八机部和省机械厅批准改

建为成都配件厂，专业生产拖拉机、内

燃机活塞，设计能力为年产活塞 30 万

只，1970 年达到设计能力(其中兼产

汽车活塞 7．71 万只)。1973 年省机械

局定点南充市机械修理厂(后改名为

南充活塞厂)生产汽车活塞，1976 年

产量 3 万余只。1978 年以后投资约

200 万元，购置铝合金熔炼工频炉全

套设备，改进活塞生产工艺，使胚件合

格率由原来的 70 % 提高到 90 % ，成为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汽车活塞的主导工

厂。重庆市江北县第二机械厂 1979 年

开始生产 NJ130 汽车活塞，1981 年开

始生产 CJ50 嘉陵摩托车 活塞，1984

年更名长江活塞厂。到 1985 年，上述

3 厂能生产 60 余种国产及进口汽车

活塞。成都配件厂生产的东风 E Q 140

汽车活塞，1984 年获四川省计经委优

质产品称号。

主要生产厂 1985 年基本情况

1 9 54 ～ 1 9 8 5 年 ，全 省 机 械 系 统 累 计生产各型汽车活塞 405．33 万只，其



中成都配件厂 233．97 万只；南充活塞

厂 135．53 万只；长江活塞厂 35．83 万

只。

活塞环 抗日战争时期，交通部汽

车配件制造厂就开始生产汽车活塞

环，到 1949 年底，仍具有年产活塞环

1．2 万付的能力。建国后，该厂因转产

齿轮、钢板弹簧等产品停止活塞环的

生产。1958 年泸州交通机械厂开始生

产汽车活塞环，月产 9．6 万片。1964

年由于质量不过关而停止生产。1970

年为满足汽车修理的需要，又恢复活

塞环生产。1972 中国人民解放军 7449

工厂为配合军内修车的需要，开始生

产普通磷化活塞环，尔后生产镀铬组

合油环，年产量 130 万片左右。1973

年泸州交通机械厂建成活塞环铸造生

产流水线，并进口日本的对口端面磨

床，质量得到保证。1975 年、1979 年先

后研制成功铬钼钒钛活塞环及硼铸铁

活塞环。1980 年年产活塞环 518 万

片，1980 年，海陵第三配件厂在满足

农机配套需要的前提下，开始生产汽

车活塞环。1981 年研制出新型的气环

和螺旋弹簧衬圈铸铁油环。1983 年研

制成功珠光簧衬圈铸铁油环。年产量

135 万片。

到 1985 年，上述 3 厂共生产汽车

活塞环 1420 万片，能生产国内外 67

种车型、469 种规格。产品除满足国内

需要，还少量出口东欧、拉美、东南亚

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

第二节 凸轮轴及油泵油嘴

凸轮轴 建国初期，国内尚不能

生产凸轮轴，依靠进口。1954 年成都

建群铁工厂(后改名鼓风机厂)采用土

法上马，仿制出 T234 凸轮轴，为我国

汽车配件生产填补了一项空白。到

1959 年，已能生产却贝尔、吉姆西、雪

佛兰等国外车型的凸轮轴。1961 年定

点为全国 4 家凸轮轴生产厂之一，

1962 年更名成都汽车配件厂，成为西

南地区唯一生产汽车发动机凸轮轴的

专业厂。该厂先后从法国贝利埃公司、

美国康明斯公司、西德道伊兹公司引

进了凸轮轴制造技术和关键生产和检

测设备，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在用户

中享有一定声誉。其主导产品 C A～

10、NJ～130、BJ212 三种凸轮轴获一

机部、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E Q 140

凸轮轴 1984 年获省计经委优质产品

称号。康明斯发动机凸轮轴通过美方

鉴定，认为达到美国康明斯公司标准，

具有国际 80 年代水平。1985 年该厂

有职工 1235 人，固定资产原值 1262

万元，全年生产凸轮轴 12．16 万只，完

成工业总产值 1602 万元，实现利润



570 万元，已具有年产 15 万支的能

力，无论品种、产量、质量均占全国同

行业首位。其产品复盖面占全国凸轮

轴维修市场的 80 % 以上。1954～1985

年累计生产各型凸轮轴 130 余个品

种，78．71 万支。产品先后出口亚、非、

欧、美洲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万多

支。此外，四川内燃机配件厂于 1981

～ 1985 年 共 生 产“解放”、“东 风”、

“130”三种汽车凸轮轴 1．4 万支。

油泵油嘴 1967 年为适应建设四

川重型汽车基地和引进法国贝利埃汽

车配套的需要，一机部在重庆汽车配

件厂建立油泵油嘴车间，1971 年由重

庆沙坪坝迁至井口，同年建成并小批

量生产。1973 年转隶重庆发动机厂。

1980 年经一机部批准独立为重庆油

泵油嘴厂，成为一机部系统内车用柴

油发动机油泵油嘴的主要生产厂。年

产量达到高压油泵总成 459 台，喷油

器总成 2772 只，三对偶件 2．1 万付。

1981 年以后，该厂与重庆汽车发动机

厂同步引进美国康明斯公司柴油机制

造技术，进行扩建，完成总投资 1643

万元，建立高标准精密偶件厂房，新增

设备 185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66 台

套，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同时，按照美

国康明斯公司质量管理范围，建立起

严密的质量保证体系，从而得到认可，

并取得了产品返销美国的权利。到

1985 年先后开发生产功率 200～1200

马力柴油机配套的高压喷油泵总成和

18 种精密偶件。该厂有职工 654 人，

固定资产原值 911 万元(1986 年增至

2374 万元)全年生产高压油泵总成

835 台，喷油器总成 2．85 万只，三对

偶件 6．01 万付，完成工业总产值 386

万元，实现利润 43 万元。已具备年产

D T 燃油泵 2400 台、喷油器总成 10

万只、精密偶件 30 万付、多缸柱塞泵

1000 台、雅马哈摩托车机油泵 5 万只

的能力。1971～1985 年，累计生产高

压油泵总成 8651 台，喷油器总成 7．5

万只，三对偶件 32．5 万付，完成工业

总产值 2558 万元。

制动器总成件 1952 年协成银箱

厂等 14 个私营工厂合并组成公私合

营重庆汽车配件厂，主要生产活塞销

等产品。1954 年经一机部定点生产

“转向系”和“制动系”总成件。1955 年

生产横直拉杆总成 0．52 万件，液压制

动总泵、分泵 3．27 万套(占全国维修

需要量 70 % )。此后，不断扩大品种，

增加产量，1958 年生产横直拉杆 2．24

万 件 (占全国维修需要量的 一半以

上)，产品质量居行业首位。1964 年一

机部颁发以该厂为主制订的国内第一

部《横直拉杆技术标准》。1965 年开始

为四川重型汽车基地配套。70 年代以

后，重点转向为国内几种主要车型配

套，先后对产品设计、加工工艺和工装

进行多次重大改进，采用了冷挤压、少

无切削等新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降

低了原材料消耗。80 年代初，又建成



高压静电塑料喷涂线，改善了产品表

面质量并研制开发出微型汽车横直拉

杆等 5 种新品种。到 1985 年，该厂有

职工 2487 人，固定资产原值 2024 万

元；全年生产横直拉杆 7．43 万件，液

压制动总泵、分泵 17 万套。已能生产

12 种主要规格及多种变型品种，其中

主导 产品 C A－10 汽车 转 向节 臂、

C A－10 转向拉杆球销获重庆市优质

产品称号。1955－1985 年累计生产横

直拉杆 787 万件，液压制动总泵、分泵

224 万套。此外，重庆新工配件厂于

1976 年以后亦少量兼产横直拉杆。

第三节 齿轮及制动总成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汽车齿轮始于

建国后接管的綦江汽车配件厂。该厂

于 1939 年由南京迁至重庆綦江县，

1941 年开始生产活塞、活塞环、连杆

等汽车配件。1950 年开始转向并成为

国内第一个生产汽车齿轮的专业厂。

1953 年生产 0．6 万件。“一五”计划期

间年均齿轮产量 13 万件，“二五”计划

期间年均产量为 17 万件。1965 年为

配合四川重型汽车基地引进法国贝利

埃军用越野车制造技术，开始生产重

型汽车齿轮，设计能力为年产 1050 辆

车，到 1970 年年均产量为 20 万件。70

年代，该厂从美国进口格里森铣齿机，

建立直齿、螺旋锥伞齿生产基地，能力

达 7．5 万件。

1970 年，成都汽车配件厂为轻型

汽车配套，生产出 C D130 变速器总

成。以后，产量基本能满足成都市轻型

车装车需要。此外，解放军 7436 厂(后

更名山鹿汽车厂)亦生产变速器和后

桥齿轮，但批量较小。1977 年省机械

局选定在大邑电器厂建立精密铸造车

间，投资 94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精

密铸造盆角齿轮 5 万套。

1980 年以后，在“改革、开放”政

策推动下，一些原来以生产农机齿轮

为主的企业，也开始生产汽车齿轮及

变速器总成。1980 年，如巴中齿轮厂

转向生产解放、东风汽车变速齿轮及

花键轴，四川齿轮厂、岷江齿轮厂也开

始生产 BJ130、BJ212 变速器、分动器。

1983 年以后，成都汽车配件厂经过技

术改造形成年产变速器总成 5000 台

的能力。綦江齿轮厂为配合引进奥地

利斯太尔重型汽车制造技术，承担变

速箱和后桥齿轮的配套任务，1984 年

从联邦德国 ZF 公司引进机械变速箱

制造技术，开始生产 ZF 变速箱。1985

年又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签订引进阿

里逊液力机械变速箱制造技术，开始

试制具有国际 80 年代先进水平的液



力机械变速箱。

1985 年，綦江齿轮厂有职工 4946

人，固定资产原值 7608 万元，全年完

成工业总产值 5217 万元，实现利润总

额 1388 万元。已能生产 14 大类 1800

个品种的汽车齿轮及轴，是国内重要

的汽车齿轮生产基地，产品畅销国内，

并有少量出口。在汽车齿轮生产发展

过程中，各厂不断开发新品种，改进工

艺，提高质量，綦江齿轮厂生产的解放

C A－10 汽车变速箱二、三档齿轮，解

放变速齿轮，T X D40、T X D50 后桥齿

轮分获一机部、四川省、重庆市优质产

品称号。四川齿轮厂生产的 C D130 螺

旋伞齿轮 1985 年获省计经委优质产

品称号。

1950～1985 年，全省机械系统累

计生产汽车齿轮及轴 811．82 万只，变

速器总成 4．87 万台。

主要厂生产年份及产量



第四节 钢板弹簧及钢圈

钢板弹簧 四川生产钢板弹簧始

于 1939 年交通部汽车配件制造厂，也

是国内最早生产板簧等汽车配件的工

厂之一。当时生产板簧以手工操作为

主，月产量 10 吨左右。1942 年更名中

央汽车配件制造厂，并在重庆南岸设

立第二分厂，专门锻制钢板弹簧，月产

量约 30 吨。1947 年綦江第二军用汽

车配件厂也开始生产钢板弹簧。建国

后，中央汽车配件制造厂更名重庆

202 厂，1950 年生产钢板弹簧 1 万片。

1953 年经过调整，集中生产钢板弹

簧，更名重庆汽车弹簧厂，成为国内第

一家钢板弹簧专业厂，到 1954 年产量

增加到 50 万片。1955 年并入綦江汽

车配件厂，1968 年再次分开，定名重

庆红岩汽车弹簧厂。当时主要生产轻、

中型钢板弹簧。同时，为配合四川重型

汽车基地配套，逐步重点发展重型汽

车钢板弹簧，并率先在国内推行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形变热处理工艺。70

年代中期发展了油气悬挂和举升缸两

个新品种。“六五”计划期间，通过技术

改造，先后研制建成液压传动淬火炉

等设备，获国家经委颁发的“全面技术

进步奖”。1983 年经中国汽车工业公

司批准建立行业性的汽车悬架研究

所，成为重型汽车和大型客车板簧的

试验研究基地。80 年代初，还改进设

计研制成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轧短

锥和压筋槽结构钢板，为我国重型汽

车钢板弹簧填补了一项空白。1985

年，该厂有职工 1255 人，固定资产原

值 1125 万元，全年生产各型钢板弹簧

总成 8．8 万付，散片 20．9 万片，完成

工业总产值 1814 万元，实现利润 853

万元。已具有生产国产及进口汽车

150 多种车型 300 多个品种的重、中、

轻型钢板弹簧 1 万吨的能力，是国内

同行业中生产品种规格最多的工厂。

其主导产品 C A－10B、JN－150、BJ－

1 型钢板弹簧获一机部、省计经委优

质产品称号。1950～1985 年累计生产

钢板弹簧总成 78．8 万付，钢板弹簧散

片 1199．6 万片，油气悬挂总成 1792

只，举升缸 413 只。

此外，先后生产汽车钢板弹簧的

还有 3 个产品归口企业，其生产情况

如下：



钢圈 四川生产汽车钢圈，始于

1959 年交通系统所属的重庆交通机

械 厂，但属 兼产，生产 规模较 小，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5．24 万套。1965 年

“三线”建设中，为适应西南地区军民

车辆生产配套及维修的需要，经一机

部、四川省计委批准在成都汽车配件

厂新建钢圈生产车间，投资 240 万元，

设计能力为年产钢圈 10 万只，1967

年建成投产，当年为 C Q 260 重型汽车

配套生产钢圈 406 套，1969 年开始生

产 900－20 型钢圈。1971～1976 年先

后为成都汽车制造厂、贵阳矿山机器

厂、成都工程机械厂、陕西汽车制造厂

生产汽车及工程机械配套用各式钢

圈，1980 年产量达 4．5 万套。在此前

后，还生产日野、达克等进口车、重型

车系列、导弹发射车、大中吨位汽车起

重机以及装甲车等各式钢圈。“六五”

计划期间，该厂通过技术改造，成为国

内重型车用钢圈品种最多、产量最大

的专业工厂。所产轮式步兵越野战车

无内胎钢圈，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彼

得伏特钢圈，已进入国际市场。1985

年，该厂共生产 17 种车型的钢圈 5 万

套，1967～1985 年累计生产各型钢圈

41．48 万套。此外，新都钢圈厂(集体

企业)原生产农用拖车钢圈，1978 年

开始生产汽车钢圈，到 1985 年累计生

产 27．77 万套。

第五节 其它配件

空气压缩机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

汽车用空气压缩机，始于 1962 年成都

空 压机厂。1964 年采取技术措施，

1965 年产量达到 1135 台，1970 年产

量增为 5506 台，生产品种由“解放”1

种发展到“亚斯”、“玛斯”等 6 种。进入

80 年代，市场需求量增大，产量、品种

亦逐年增加，到 1985 年生产的品种增

至 11 个，并开始为康明斯发动机、斯

太尔发动机配套，年产量达 1．85 万

台。1962－1985 年，累计生产各型汽

车用空压机 15．39 万台，其产量占全

国维修用空压机总量的 25 % ，居全国

同行业第三位。主导产品 C A 10 型空



气压缩机获 1983 年四川省优质产品

称号。1985 年末形成年产 3 万台的能

力。

气制动元件 1965 年为配合重型

汽车的发展，一机部确定由重庆汽车

配件制造厂专业生产汽车气制动元

件，并通过引进法国贝利埃公司的制

造技术，改进试制成功 C Q 261、C Q370

整车需要的气制动元件，1972 年投入

生产，并形成系列型谱。1978 年一机

部在该厂设立全国唯一的气制动元件

研究室，先后研制生产主气路元件、制

动气路、辅助气路等系列产品，服务范

围可为 5 吨到 154 吨各型汽车配套。

所产 E Q 140 气制动阀，1985 年获重

庆市优质产品称号。同年该厂与联邦

德国瓦布柯汽车制动器有限公司签订

《汽车气制动元件设计制造技术转让

合同》。开始引进世界先进的气制动元

件制造技术。1972～1985 年累计生产

气制动元件 23．95 万件，1985 年生产

5．6 万件。

中冷器 1983 年南充市汽车配件

厂为配合重庆汽车发动机厂试制康明

斯 N H 系列柴油发动机，试制成功中

冷器，当年 9 月在中国汽车工业公司

主持下，由中美双方有关专家组成的

试验小组对重庆——康明斯 N H 发动

机进行 500 小时超速超油强化试验表

明，该厂生产的中冷器达到设计要求，

已被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确认为全国第

一家生产中冷器的专业厂。1985 年生

产康明斯 N H 中冷器 10 台，并获四川

省计经委优质产品称号。与此同时，又

试制出 K 系列中冷器样机。1985 年该

厂有职工 580 人，固定资产原值 370

万元。为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已被列入

“七五”重点技术改造，开始建设高质

量、大批量的中冷器生产线，以提高中

冷器的生产技术水平。

其它 10 种主要汽车配件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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