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机械工业在抗日战争时期以

重庆为中心出现过短暂的建设高潮。

形成有计划、大规模的建设，还是在新

中国成立以厂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重庆

为中心出现过短暂的建设高潮，先后

从沿海一带内迁四川的公、私营机械

工厂 103 家，其中主要官办厂有交通

部汽车配件厂、经济部度量衡局权度

制造所、川康盐务局试验工厂、四川省

科学仪器制造所、联合勤务部第二军

用汽车配件制造厂、中国汽车制造公

司华西分厂、军政部电信工厂、资源委

员会电工器材厂等。与此同时，成、渝

两市还兴办了一些机械厂。这些工厂

对繁荣后方经济，支持抗战作出了积

极贡献，并为四川机械工业的发展打

下初步基础。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

后，随着国民政府迁返南京，迁川工厂

大都相继迁回原籍，使四川机械工业

由盛转衰。1949 年底，四川机械工业

(不含军工、交通、邮电等机械企业)仅

有官办企业 14 个，共有固定资产原值

772 万元，另有私营机械小厂、作坊

700 余家。

建国后，三年恢复及“一五”计划

时期(1950－1957 年)，四川机械系统

开始有计划、有重点的建设。1955 年，

一机部对所属重庆机床厂进行全面技

术改造，总投资近 400 万元，在苏联专

家组的指导下，很快形成国内第一个

齿轮机床制造工厂。1956 年，一机部

在成都兴建我国第二座现代化的制造

精密工具的工厂，即成都量具刃具厂。

1950～1957 年四川机械系统累计完

成基本建设投资 4806 万元，形成固定



资产原值 7030 万元，比 1949 年底接

管时固定资产原值增长 2．5 倍。

“大跃进”及调整时期(1958～

1964 年)，机械工业建设进一步发展。

1958 年，一机部在德阳兴建我国规模

最大的第二重型机器厂和水力发电设

备厂。与此同时，为适应“大办钢铁”和

“支援农业”的需要，省工业厅、重庆、

成都、自贡市机械局对原有企业进行

改、扩建，部分地、州、县也兴办了一批

小型通用机械厂、农机修造厂，加强了

四川机械系统的发展基础。1958～

1964 年，全系统累计完成基建投资

4．26 亿元，投资超过 100 万元的企业

有 30 个，其中新建企业 10 个。除成都

机床厂和成都轴承厂外，其余 8 个企

业均建设在专、县，使工业布局集中

成、渝两市的局面有所改变。

1964 年，中央提出“建设大三线”

的方针。同年 10月，国家计委副主任

程子华在重庆主持召开“以重庆为中

心常规武器建设规划”会议。会后，一

机部、八机部分别派工作组，会同省机

械工业厅按照两部规划搬迁项目进行

实地踏勘和选定厂址，并在现场以最

快速度组织编制和审批工厂设计任务

书。同时，集中全国的勘探设计队伍，

迅速进入现场，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

方法，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为开展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打一场“歼灭

战”。经过两年努力，到 1966 年底，迁

建投产的企业达 37 个，占全部应迁企

业的 44 % ；内迁职工人数和工艺设备

分别占应内迁总数的 39 % 和 52 % 。率

先迁建的浦陵机器厂，从搬迁、建设到

投产，全部周期只有 29 天。红岩机器

厂、宁江机床厂等一批企业，做到当年

内迁，当年建设，当年投产。1967 年，

进入“文化大革命”动乱最严重时期之

后，“三线”建设遭到冲击，多数企业建

设进度拖延 2～3 年，少数企业建设进

度拖延 4～5 年。整个“三线”建设于

1980 年基本结束，先后从上海、北京、

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

浙江、广东、湖北等省、市的 120 多个

单位，以全迁、一分为二、部份内迁、技

术支援、包建等多种形式，共内迁职工

3．3 万人，工艺设备 9350 台(其中金

属 切 削 机 床 4318 台)，国 家 投 资

15．35 亿元，内迁、新建、扩建了 84 个

企业和研究所(其中新建 67 个，扩建

17 个)。其分布情况是：重庆市 42 个

厂、成都市 11 个厂、自贡市 8 个厂、温

江专区 6 个厂、德阳、内江市各 4 个

厂、涪陵专区 4 个厂、泸州市 3 个厂、

绵阳、乐山市各 1 个厂。

为适应地方机械工业主要为地方

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和为“三线”建设

大工业、国防工业配套服务的需要，省

机械工业厅还统筹规划纳入地方“三

线”建设兴建 49 个企业，总投资 3．23

亿元。这些企业多数由国家投资建设，

少数由地方财政拨款，体现了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



1965～1980 年，全省机械系统

“三线”建设完成总投资 20．16 亿元，

其中一、八机部和省机械工业厅新建、

扩建工厂 133 个，总投资 18．6 亿元，

分别占全省工业和全国机械系统同时

期总投资的 7．7 % 和 11．3 % ，为 1964

年固定资产原值的 6．8 倍，大大增强

了四川机械系统的实力。这一时期，建

成了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第二

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

厂、东方锅炉厂、四川仪表总厂、四川

汽车制造厂、重庆机床厂等大型、骨干

企业和一批重点企业。这不仅体现了

我国机械工业布局由东向西转移，也

是由沿海向内地纵深配置的延续，对

于改变全国机械工业畸重沿海布局的

面貌，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

积极的作用。四川省机械系统的生产

技术水平得到较快提高，初步形成机

床工具、农业机械、电工设备、重型矿

山工程机械、石油化工通用机械、汽

车、仪器仪表、机械基础件 8 大行业。

在“三线”建设中，由于要求过急，

经验不足，也产生过一些问题，主要是

一部分老厂翻版移植，工艺未得到提

高，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少数工厂进了

山沟(如岷江齿轮厂、湔江农机厂等)，

给组织生产带来困难，以后不得不调

整搬迁；对少数项目的前期工程缺乏

科学论证，有的选点失当，有的仓促上

马，生产、生活设施不配套，使企业的

生产能力得不到发挥，给以后的调整

改造造成很大困难。

在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同时，省

机械工业厅按照中央“关于建设地方

军工”的指示，进行“小三线”的建设，

建成枪、弹、炸药厂 3 个，增强了装备

民兵武装的力量。

“三线”建设中，四川非机械系统

各部门也内迁，建设了一批骨干和重

点机械企业。主要有：乐山冶金轧辊

厂、眉山车辆工厂、资阳内燃机车厂、

重庆重型铸锻厂、四川柴油机厂、江津

增压器厂、四川齿轮箱厂、红江机械

厂、成都电力机械厂、四川化工机械

厂、重庆煤矿安全仪器厂、重庆地质仪

器厂、重庆探矿机械厂、西南医用设备

厂、西南医疗器械厂等。这些企业的建

成投产，填补了四川机械工业的许多

空白，加强了各部门专业机械的修造

力量。

“六五”计划 时期 (1981－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贯彻改革开放的方

针，使基本建设以走“外延”发展道路

为主开始改变为通过挖潜、革新，改造

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但因“三

线”建设遗留的尾巴较大，不配套及未

完成的工程较多，因此在大力进行技

术改造的同时，基本建设仍有一定的

投入，投资的重点是配套设施及生活

福利设施。主要建设项目有：第二重机

厂增加电站铸锻件及冷轧辊生产能

力，重庆汽车发动机厂引进消化美国

康明斯柴油机生产技术，重庆油泵油



咀厂引进 P T 燃油系统生产技术，四

川仪表六厂引进美国集成电路生产

线，东方三大动力厂引进消化 30 万、

60 万千瓦火电机组技术措施，岷江齿

轮厂和湔江农机厂的搬迁等。总投资

4．07 亿元，其中生产性建设投资占

42．8 % 。新增固定资产 2．97 亿元，新

建房屋建筑面积 194．9 万平方米，其

中住宅面积 117．72 万平方米，相当于

建 国 36 年 新 建 住 宅 面 积 总 和 的

32．4 % ，较大地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

件。

1950－1985 年，四川机械系统累

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28．96 亿元，技

术改造投资 4．81 亿元，新建、扩建了

180 余个企业，形成 固定 资产原 值

38．1 亿元，累计竣工房屋面积 800 多

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建筑面积 473 万

平方米。1985 年末，金属切削机床及

锻压设备达到 5．3 万台，基本形成我

国西部地区门类较全、等级较高、能力

较大的机械工业基地。



第一节 部直属直供项目

建国后，一、八机部先后在四川建

设的直属直供企业共 35 个，构成四川

机械系统的主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

中，根据需要，还建成工程地质勘探、

设计、科研、安装、供销设备成套等事

业单位 16 个。

恢复和“一五”时期，一机部扩建

项目有綦江汽车配件厂、重庆机床厂；

新建项目有成都量具刃具厂。“二五”

时期，一机部新开工建设项目有第二

重型机器厂、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

1961 年贯彻调整方针时缓建。“三线”

建设时期，一机部首先调整规模，续建

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即德阳

水力发电设备厂)；同时内迁新建东方

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四川仪表总厂

等 24 个骨干、重点企业。形成以重型

机械、发电设备、重型汽车、工程机械、

仪器仪表为代表产品的生产基地。八

机部内迁新建红岩机器厂、锦江油泵

油咀厂、海陵一、二、三厂等 9 个农机

厂。两部还以内迁办法在成都、重庆两

市新建成都工具研究所等 6 个科研设

计院、所。这些项目的建设，组成四川

机械系统的中坚力量。“六五”时期，继

续完成少数“三线”建设项目的收尾、

配套和更新改造工程。1950－1985

年，一、八机部直属直供项目累计完成

基本建设投资 20．5 亿元，占四川机械

系统基本建设总投资的 70．8 % 。其

中：“三线”建设时期(1964－1980 年)

投资 14．46 亿元，占部直属直供项目

总投资的 70．5 % 。此外，一、八机部直

属直供项目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

1．9 亿元，占四川机械系统技术改造

总投资的 39．5 % 。到 1985 年，两部直



属直供建设项目中，形成固定资产原

值 3000 万元以上的工厂有 19 个。现

分述如下：

第二重机厂 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1958 年 6 月 17 日，经国家建委

批示同意厂址定在德阳城南。同年 10

月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完成工厂初期建

设的初步设计。后经多次审查、修改，

由建工部第一工程局承担施工。当年

10 月 13 日召开 4 万余人参加的建厂

开工动员大会，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1959 年 6 月，中共中央批准该厂设计

任务书，设计能力为年产冶金、矿山、

起重、锻压设备 12 万吨。分两期建设，

第一期为 6 万吨。1961 年贯彻调整方

针确定该厂缓建。1964 年经国家计委

批准调整规模后纳入“三线”建设，由

一机部组织筹建。1971 年基本建成投

产，设计能力为年产轧钢、矿山、起重、

锻压及军工等机器产品 24850 吨、铸

钢件 2．8 万吨、锻钢件 3．8 万吨、铸铁

件 1 万吨、模锻件 1．24 万吨。后又几

经 填 平 补齐，到 1980 年 累 计 投 资

4．95 亿元。“六五”计划期间，该厂列

为国家重点基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着

重对热加工进行技术改造，设计能力

为年产电站锻件 290 万千瓦(可制造

60 万千瓦 以下等级的火 电转子锻

件)、冷轧辊 2600 吨，总投资 6835 万

元(包括引进多种制造技术和进口关

键 设备，建立重型机械研究所等)。

1985 年末，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4．87

亿元，生产建筑面积 35．58 万平方米，

各类主要生产设备 5600 多台。其中具

有国家一级水平的设备，有 60 吨平

炉、40 吨电弧炉、200 吨真空铸锭室、

12500 吨自由锻造水压机、315 吨桥式

吊车、30 米井式热处理炉、30 米深孔

钻床、20 米龙门刨床等 40 多台大型

精密稀有设备；还有同时测定 26 种元

素的直读光谱仪等精密测量仪器。已

具有年产民用机器产品 27850 吨、军

工产品 12950 吨、外供铸锻件 29810

吨的能力。生产最大钢锭由 260 吨提

高到 400 吨，最大铸钢件由 50 吨提高

到 300 吨，最大锻件由 150 吨提高到

200 吨。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等级较高

的重型机器制造基地。

东方汽轮机厂 是“三线”建设时期

一机部在四川兴建的全国第三个发电

设备制造基地(包括东方电机厂和东

方锅炉厂)。1966 年，建于绵竹县汉旺

镇。由哈尔滨汽轮机厂和上海汽轮机

研究所部分内迁包建，由一机部第二

设计院承担工厂设计，由西南建工局

一、六公司、西南机械化施工公司负责

施工。1974 年才竣工投产，完成投资

1．26 亿元，设计能力为年产电站汽轮

机 60 万千瓦，燃汽轮机 16．4 万千瓦、

大型透平 4 台、船用汽轮机 19．4 万马

力。 以后又为建立增压站，燃汽轮机

整台压机试验台，高速动平衡试验台

等采取相应措施，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1．5 亿元。“六五”计划期间，为承制引



进 30 万、60 万千瓦汽轮机协作配套，

纳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 595 万

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424 万元，技术

改造投资 171 万元，主要补充测试条

件，增添微电子计算机系统和冲击试

验机等。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产原

值 1．8 亿元，生产建筑面积 13．56 万

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1800 多台，其

中大精稀设备 300 余台。

东方电机厂 是“三五”计划期间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原名德阳水力

发电设备厂。1958 年由一机部组织兴

建，设计能力为年产水电设备 250 万

千瓦、大电机 100 万千瓦。一机部第八

设计院负责设计，建工部西南工程局

一、二、三公司、一机部安装公司分别

负责施工和设备安装。1961 年贯彻调

整方针决定缓建，1964 年纳入“三线”

建设续建。由哈尔滨电机厂内迁部份

职工，调整设计能力为大型水电机组

60 万千瓦、大型汽轮发电机 60 万干

瓦、大电机 30 万千瓦。1966 年基本建

成投产，总投资 4470 万元。1972 年扩

建大直流电机 10 万千瓦及配套辅机

1500 吨的生产能力。1977 年扩建铸钢

车间，生产 8 吨以下铸钢件。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1．54 亿元。“六五”计划期

间，为完成引进 30 万、60 万千瓦火电

机组的辅机任务，对油、水、氢和励磁

系统进行技术改造，投资 1453 万元，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589 万元，技术改

造投资 864 万元，建立了 1000 吨级推

力轴承试验台，进口了数控冲槽机等

关键设备。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产原

值 1．62 亿元，生产建筑面积 18．17 万

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1100 余台，其

中大型设备有 200 多台，还有引进国

外先进技术的高水头水力模型试验台

等，是国内制造大型发电设备的骨干

企业之一。

四川仪表总厂 是一机部“三线”建

设内迁新建的大型骨干企业。1965

年，一机部组成搬迁工作组，确定以北

碚为中心，沿澄江、歇马和青木关、施

家梁延伸布点，经国家计委批准，先后

从上海、南京、沈阳、锦州等仪表厂内

迁职工 2578 人和机器设备 1227 台，

兴建由 18 个分厂、1 所学校组成的四

川仪表总厂，设计能力为年产工业自

动化仪表总产值 1 亿元。到 1980 年累

计完成基建投资 8086 万元。“六五”计

划期间，从美国引进专用集成电路生

产线，建成年产中小规模集成 电路

500 万块及大规模集成电路小批量生

产的能力，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4496

万元。同时，从日本、美国、丹麦等国引

进系统控制仪表的生产制造技术，改

造印刷线路版制造工艺、模具加工及

热处理工艺，建立产品评定中心，共完

成技术改造投资 1628 万元。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1．15 亿元，生产

建筑面积 20．8 万平方米，形成从仪表

材料、仪表元件、到整机制造、成套装

置较完善的工业自动化仪表制造体



系。

东方锅炉厂 是一机部“三线”建设

内迁新建大型骨干企业。1965 年改在

自贡建设。由一机部第二设计院负责

设计，由四川省建工局五公司、安装公

司等单位负责施工和设备安装。1966

年 3 月破土动工，先后从哈尔滨锅炉

厂、上海锅炉汽轮机研究所、上海四方

锅炉厂、上海新建机器厂 4 个单位内

迁部份职工和设备，1971 年建成投

产。设计能力为年产电站锅炉 60 万千

瓦、化工炼油设备 9000 吨、工业锅炉

300 蒸吨、辅机 1853 吨、锅炉阀门 450

吨。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8646 万元。

“六五”计划期间，为承担 30 万、60 万

千瓦火电机组电站锅炉的研制任务，

纳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资 1552 万

元，其中基建投资 958 万元，技术改造

投资 594 万元，主要增添钢板加热炉、

喷丸除尘等关键设备，完善测试手段。

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1．1 亿

元，生产建筑面积 12．68 万平方米，主

要生产设备 1249 台，其中大精稀设备

136 台，形成年产电站锅炉 120 万千

瓦的能力。

四川汽车制造厂 是一机部“三线”

建设内迁新建大型骨干企业。1965 年

确定在大足县邮亭区高家店建厂。由

长春汽车厂工厂设计处负责设计。

1966 年进入全面施工，总投资 9000

万元。先后从南京、北京、长春、济南汽

车制造厂内迁部份职工，引进法国贝

利埃军用越野汽车制造技术，从西欧

六国引进主要设备 78 台，设计能力为

年产重型汽车 1050 辆。1968 年基本

建成投产。“六五”计划期间，投资 24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到 1985 年拥有固

定资产原值 1 亿元，生产建筑面积

10．13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9000

余台。其中大精稀设备 118 台，进口设

备 116 台，拥有比较先进完善的计量、

测试、试验手段，并与重庆汽车发动机

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配件制造

厂、重庆红岩汽车弹簧厂、重庆油泵油

咀厂及重型汽车研究所等密切合作，

同步发展，形成科研生产、协作配套比

较完整的体系。1985 年纳入国家引进

斯太尔重型汽车制造技术的分工范

围，继续投资扩建。

綦江齿轮厂 是一机部建国后第一

批接管的工厂。“一五”、“二五”计划期

间，一机部投资 528 万元进行扩建，形

成生产汽车齿轮专业厂。1962 年扩建

亚玛斯重型矿山汽车配件生产车间，

形成年产 2．5 万套件的生产能力。

1965 年纳入“三线”建设，为重型汽车

承担桥、箱及整车锻件配套再次扩建，

设计能力为年产重型汽车配件 1050

辆份，5 吨以下锻件 5600 吨。1970 年

从美国进口格里森铣齿机，扩建直、伞

齿轮生产车间，设计能力为年产 7．5

万件。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4983 万元。

1984 年从西德 ZF 公司引进机械变速

箱制造技术，1985 年从美国引进阿里



逊液力机械变速箱制造技术，先后投

资近千万元，形成具有 80 年代先进水

平的液力机械变速箱的生产能力。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7608 万

元，生产建筑面积 5．27 万平方米，主

要生产设备 859 台，其中进口设备

108 台，已形成年产斯太尔系列配套

变速箱 500 辆份、各式汽车齿轮 50 万

只、转向节 10 万只的生产能力。

东风电机厂 是一机部“三线”建设

内迁新建的大型骨干企业。1965 年从

上海先锋电机厂、南京微电机厂等 8

个企业部份内迁，利用乐山市永利化

工厂旧址新建。由一机部第八设计院

负责设计，由建工部一○二公司、机械

化施工公司负责施工。设计能力为年

产 901 工程 3 号、4 号机数百套、分马

力电机 5 万台、坦克电机 1 万台等。

1970 年建成投产，到 1980 年累计投

资 5558 万元。“六五”计划期间，围绕

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投资

116 万元，扩大天使牌电风扇、洗衣机

等家用电器的生产能力。到 1985 年拥

有固定资产原值 7534 万元，生产建筑

面积 14．23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1500 台，其中大精稀设备 129 台。当

年生产洗衣机 12．6 万台，电风扇 11

万台。

成都量具刃具厂 是一机部利用哈

尔滨量具刃具厂工厂设计，于 1956 年

新建的大型骨干企业。总投资 3200 万

元，设计能力为年产刃具 6 大类 602

万件、量具 12 大类 68．9 万件。1957

年建成投产，1958 年达到设计能力。

1959 年全部收回国家投资，被誉为勤

俭建厂的范例。“三线”建设时期，又经

过多项技术改造，投资 597 万元，“六

五”期间，围绕开发齿轮量仪、滚刀量

仪、扩大螺纹量规的生产能力，引进整

体磨削磨床及高速钢氮化钛涂层技

术，纳入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投

资 1318 万元。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

产原值 6454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6．9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1600 多台，

形成年产量具、刃具、精密量仪、硬质

合金等产品 3500 万件的生产能力。

重庆机床厂 是建国后西南工业部

第一批接管的工厂，以后经一机部扩

建为齿轮加工机床的骨干企业。“一

五”时期，在苏联专家组指导下进行全

面技术改造，投资近 400 万元，定向生

产滚齿机床。1958 年移地莲花山进行

扩建，但由于设计施工质量低劣而中

途停建。1963 年恢复建设，设计能力

为年产齿轮机床 1000 台，投资 1170

万元，1967 年建成投产。到 1980 年累

计完成基建投资近 4000 万元。“六

五”期间，围绕发展品种，提高质量，采

用国际标准进行技术改造，修建恒温

车间，增添关键设备仪器，投资 970 万

元。到 1985 年拥有固定资产 原值

6137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5 万平方

米，主要生产设备 800 台，其中大精稀

设备 141 台，是国内生产齿轮加工机



床的大型骨干企业。

东方绝缘材料厂 是一机部“三线”

建设中内迁绵阳市的新建企业。1966

年由哈尔滨绝缘材料厂一分为二迁

建，由一机部第七设计院负责设计，由

省建工局六公司承担施工。总投资

989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绝缘材料

1265 吨，1971 年建成投产。1979 年从

日本引进聚丙烯薄膜生产线，投资

3653 万元，年产聚丙烯薄膜 600 吨。

1981 年建成投产。“六五”期间，投资

1863 万元，从奥地利进口关键设备，

建设无纺布车间，新增年产无纺布

300 吨的能力。并从德国进口薄膜铸

片系统，新增年产聚脂薄膜(厚型)300

吨的能力。同时，新建厚膜车间，新增

年产聚脂厚膜 500 吨的能力。1985 年

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5560 万元，生产建

筑面积 3．45 万平方米，主要工艺设备

347 台，成为国内机械系统具有综合

性生产绝缘材料能力的专业厂。

重庆汽车发动机厂 是一机部“三

线”建设中，在原新建机械厂基础上通

过内迁扩建的直属企业。1965 年由杭

州汽车发动机厂内迁职工 300 人，引

进法国贝利埃公司柴油发动机制造技

术，设计能力为年产 6140 型柴油发动

机 1150 台，为四川汽车制造厂生产军

用越野重型汽车配套，1973 年建成投

产。到 1980 年完成基建投资 3000 万

元。1981 年引进美国康明斯公司 N H

和 K 型高速重型柴油发动机制造技

术，投资 700 万元再次扩建，设计能力

为年产 2000 台。到 1987 年竣工投产，

形成固定资产原值 6700 万元，拥有生

产建筑面积 7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

备 748 台，其中大精稀设备 88 台，进

口设备 75 台，已建设成为技术力量雄

厚、测试手段完善的重型柴油发动机

的专业厂。

宁江机床厂 是一机部“三线”建设

内迁都江堰市的新建企业。1965 年由

南京机床厂一分为二，利用原都江农

机厂旧址新建，总投资 883 万元，设计

能力为年产仪表机床 500 台。当年内

迁，当年投产，1970 年达到设计能力。

1974 年扩建组合机床车间，设计能力

为年产组合机床 50 台、动力头 100

台。以后又陆续扩建模具、附件等车

间。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1835 万元。

“六五”计划期间，新建恒温车间，增添

关键设备和仪器，形成年产仪表机床

1500 台的能力，其 中出口机 床 100

台。到 1985 年 已有固定资产 原值

4845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

米，主要生产设备 1100 台，成为国内

生产仪表机床的骨干企业。

四川空气分离设备厂 是一机部“三

线”建设内迁新建企业。1966 年先在

自贡市筹建，1967 年迁往简阳县新

建。由杭州制氧机厂内迁部分职工和

设备，由一机部第二设计院负责工厂

设计，由建工部一○三公司负责施工，

总投资 4356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大



制氧机 4 套、液化设备 14 套、稀有气

体设备 6 套、贮运槽 18 套。1975 年建

成投产，1977 年建成厂办深冷设备研

究所。“六五”计划期间，围绕发展溶解

乙炔设备、多温液体多层真空容器、低

温液体多粉末真空贮槽进行技术改

造，投资 160 万元。到 1985 年有固定

资产原值 4824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10．34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1200

余台，成为我国生产空气分离设备的

骨干企业。

四川空气压缩机厂 是一机部“三

线”建设内迁新建企业。1966 年先在

自贡筹建，后迁往简阳县新建。由沈阳

气体压缩机厂内迁部分职工和设备，

由一机部第一设计院负责工厂设计，

由省建四公司、省机械化施工公司承

担施工，设计能力为年产大型压缩机

44 台、高压泵 12 台，1977 年建成投

产。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4918 万元。

“六五”计划期间，进一步发展品种，进

行技术改造，进口螺杆压缩机等关键

工艺设备和仪器。1985 年有固定资产

原值 4781 万元，生产面积 5．77 万平

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472 台，其中大精

稀设备 68 台，是国内生产大中型压缩

机和大中型塑料注射成型机的骨干企

业。

四川锅炉厂 是一机部“三线”建设

内迁新建企业。原为东方锅炉厂的三

分厂，专业生产军工产品，后为避免自

贡盐卤对产品腐蚀，改选厂址于金堂

县，并独立设厂。1968 年由武汉锅炉

厂部份内迁新建，由一机部第二设计

院负责设计，由四川省建工局十一公

司承担施工，总投资 3860 万元，设计

能力为年产“09”、“801”产品各 0．5

套、化工容器 600 吨。由于工艺不成

熟、产品方向变更及基本建设工期拖

长等原因，到 1976 年实际完成投资

3840 万元，具备固定资产条件的仅为

65 % 左右，无法形成生产能力。1977

年又以“五型”舰艇措施，再次投资

1775 万元，设计能力不变，但因产品

不对路及压缩基本建设等原因，于

1979 年缓建。1980 年停止军工产品生

产，并开始转产工业锅炉及电站锅炉

辅 机。到 1985 年，有固定资产原值

4773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7．42 万平

方米，金属切削机床及锻压设备 284

台，成为全国机械系统生产电站锅炉

的重点企业之一。

长江挖掘机厂 是一机部“三线”建

设内迁新建企业。1965 年由抚顺挖掘

机厂一分为二内迁泸州市独立新建。

由一机部第一设计院负责工厂设计，

由建工部一局五公司承担施工。总投

资 1687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 1 立方

米机械挖掘机 100 台／4200 吨、铸钢

件 3600 吨。1966 年基本建成，由于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搬迁延缓，直到

1969 年才正式投产。1971 年再次扩

建，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2649 万元。

1979 年划归国家建委管理。“六五”期



间，围绕引进联邦德国利勃海尔公司

全液压挖掘机制造技术，投资 450 万

元进行技术改造。到 1985 年有固定资

产原 值 3762 万元，生 产建筑 面积

6．54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560 多

台，实现了产品更新换代。形成年产具

有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水平的液压

挖掘机 110 台的能力。

长江起重机厂 1965 年“三线”建

设时由北京起重机厂一分为二内迁泸

州市新建。由一机部第一设计院负责

工厂设计，由建工部一局五公司承担

施工，设计能力为年产机械式汽车起

重机 400 台，1966 年建成投产。以后

经过多项技术改造，改机械式为全液

压并增加中大吨位起重机的制造能

力。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1411 万元。

“六五”期间，围绕引进德国利勃海尔

公司及日本加藤公司液压起重机制造

技术，投资 1234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

扩建油漆装配车间和试车场地，进口

卧式加工中心、数控铣床、数控切割机

等关键设备。到 1985 年有固定资产原

值 3517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4．93 万

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533 台。在 5

吨、8 吨基础上，发展了 20 吨、40 吨、

65 吨、80 吨、125 吨等汽车起重机系

列品种，实现了向中大吨位液压汽车

起重机转移的目标，成为国内生产汽

车起重机吨位最大、品种最多的骨干

企业。

红岩机器厂 是八机部“三线”建设

内迁新建企业。1965 年由无锡动力机

械厂(全迁)、洛阳拖拉机配件厂(分

迁)内迁重庆市北碚区新建。由洛阳工

厂设计处负责工厂设计，由西南建工

局四公司，机械化施工公司承担施工，

当年建成投产。总投资 1460 万元，设

计能力为年产 250 系列柴油机 10 万

马力。以后又采取措施，增加缸套、油

泵、铁基粉末冶金制品的生产能力。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2291 万元。“六五”

期间，又增建大功率高性能产品试制

车间，增加关键设备仪器。到 1985 年

已有固定资产原值 3692 万元，生产建

筑面积 6．18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435 台，成为国内生产大功率中速内

燃机的骨干企业。

第二节 地方项目

建国后恢复时期(1950－1952

年)，主要由原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行署工业厅及重庆市企业局拨给少量

资金，恢复部分老企业生产。机械系统

共投资 124 万元，恢复生产的有重庆

电工器材厂、川南第一机械厂、成都铜

线厂、川西机械厂、万县铁工厂等 18

个企业。“一五”计划时期，四川机械系



统地方项目基本建设，主要是对重庆

电机厂、重庆水轮机厂、四川农机厂、

江北铁工厂、前进铁工厂、内江铁工厂

等 21 个老企业生产条件进行填平补

齐，使之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5 年共

投资 924 万元。“二五”计划及调整时

期，为适应“大办钢铁”和“支援农业”

的需要，省、市机械工业厅、局投资新

建、扩建了一批工厂。各专、县为适应

开展“三五”运动(实现社、队农机站拥

有 3 部机床，5 种工具)。建立专、县、

社三级农机修造网的需要而兴建一批

小型通用机械厂、农机厂。在上述建设

项目中，投资 100 万元以上的有 39 个

厂。新建企业有江油矿山机器厂、内江

锻压设备厂、成都机床厂、成都轴承

厂；扩建企业有重庆通用机器厂、重庆

电机厂、前进铁工厂、自贡市机械一

厂、内江机床厂等 35 个厂；投资 100

万元以下的项目有岷山机械厂、南充

铁工厂、泸州铁工厂等 15 个厂。在此

期间，四川机械系统地方项目基本建

设总投资 1．68 亿元。“三线”建设时期

(1965－1980 年)，一、八机部在组织

内迁新建、扩建部属企业的同时，还安

排四川机械系统新建、扩建企业 33 个

(其中新建 14 个厂、扩建 19 个厂)，总

投资 1．42 亿元。与此同时，为适应地

方机械工业主要为地方工农业生产发

展服务和为“大三线”配套服务的要

求，省、市(地、州)、县还兴办、扩建企

业 45 个(其中新建厂 18 个，扩建厂

27 个)，总投资 2．52 亿元。“六五”计

划时期，在以技术改造为主的同时，地

方项目基本建设也有少量投入，主要

是用于弥补生活福利欠帐和配套设

施。

1950－1985 年，累计完成地方项

目基本建设投资 8．44 亿元，技术改造

投资 2．91 亿元，分别占四川机械系统

总投资的 29．2 % 和 60．5 % ，形成固定

资产原值 2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15

个。现分述如下：

重庆水轮机厂 是 1952 年由恒顺

等 4 家私营厂合并组建的公私合营企

业。1958 年第一次扩建，总投资 1788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水轮发电机组

50 套，大电机 120 台。后因施工厂房

质量低劣，被迫返工加固，到 1961 年

确定停建，实际已投资 1588 万元，未

达到设计能力。1964 年再次扩建，调

整设计能力为年产水轮发电机组 93

套 7 万千瓦、6 立方米空压机 200 台

(后迁至自贡市新建自贡空压机厂)，

1967 年基本建成投产。到 1980 年累

计投资 3088 万元。“六五”计划期间，

通过技术改造，到 1985 年已形成固定

资产原值 4666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8．2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550 台，

成为国内生产中小型水电设备的重点

企业。

重庆通用机器厂 1958 年由猫儿石

迁往江北玉带山扩建，投资 924 万元，

设计能力为年产鼓风机、送风机、造纸



及其他通用机械 1473 台。1965 年纳

入“三线”建设扩建，设计能力为年产

透平压缩机、风机 1100 台／3565 吨。

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2631 万元。“六

五”期间，投资 190 万元进行技术改

造，补充关键设备仪器，建高温风机试

验室。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3521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5．56 万平方米，

主要生产设备 500 余台，其中大精稀

设备 52 台，成为国内生产制冷空调设

备、风机的骨干企业。

四川矿山机械厂 1958 年为适应

“大办钢铁”需要，由江北机械厂支援

部份人员于江油市新建。建设开始，国

家批准投资 240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

产冶金、矿山设备 2 万吨。后因国家经

济困难，两次缓建，到 1968 年实际投

资 1036 万元。1969 年再次扩建，投资

989 万元，调整设计能力为年产架空

索道、研磨破碎设备、中低压容器、非

标准设备 6500 吨、小矿车 3000 吨，

1977 年建成投产，到 1980 年累计投

资 2527 万元。“六五”期间，围绕引进

架空索道制造技术进行技术改造，投

资 189 万元，建立产品试验室，增添设

备仪器。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3337 万元，生产建筑面积 5．82 万平

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502 台，成为国内

生产客货架空索道的唯一定点厂。

成都轴承总厂 1958 年由成都量

具刃具厂包建，投资 180 万元，设计能

力为年产农用轴承 20－30 万套。1966

年纳入“三线”建设扩建，并从上海轴

承厂部分内迁，投资 480 万元，设计能

力为年产小型轴承 200 万套，1967 年

建成投产。1972 年再次扩建，新增年

产特大型轴承 1000 套的能力，总投资

960 万元。后因确定缓建，实际投资

246 万元。“六五”计划期间，投资 1363

万元，引进意大利轴承套圈磨加工生

产线和汽车圆锥滚子轴承套圈磨加工

生产线，形成年产铁路轴承 5 万套和

汽车滚子轴承 60 万套的能力。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3233 万元，生产

建筑面积 7．25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

备 1126 台，成为全国轴承行业骨干企

业。

重庆电机厂 是建国后四川机械系

统接管的主要工厂之一。1953 年纳入

扩建项目，总投资 1172 万元，后因国

民经济调整，实际投资 662 万元，形成

年产发电机 5 万千瓦、变压器 20 万千

伏安、电动机 15 万千瓦的能力。1966

年纳入一机部“三线”建设扩建，投资

218 万元，并从上海南洋电机厂内迁

职工 313 人、设备 63 台，设计能力为

年产直流电机 2 万千瓦。以后又于

1969 年、1971 年、1972 年三次扩建。

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2348 万元，形成

年产发电机 10 万千瓦、电动机 40 万

千瓦、变压器 30 万千伏安的能力。“六

五”计划期间，为发展 Y 系列电机，投

资 208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1985 年末

有固定资产原值 2779 万元，金属切削



机床及锻压设备 378 台，其中高精设

备 40 台，拥有较完善的环境试验室和

中心试验室，成为全国机械工业骨干

企业。

四川齿轮厂 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 迁往双 流县 牧马山扩 建，总 投资

300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丰收－35

型拖拉机 5000 台。1961 年贯彻调整

方针缓建。1964 年纳入“三线”建设扩

建，并从天津内燃机厂内迁职工 340

人、设备 105 台，专业生产齿轮，投资

287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各种齿轮

30 万件。1973 年再次扩建，投资 826

万元，设计能力增加到年产齿轮及花

键轴 100 万件。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1643 万元，实际能力达到年产 70 万

件。“六五”计划末期，结合引进美国卡

特皮勒公司动力换档变速箱制造技

术，投资 38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同

时，岷江齿轮厂搬迁并入。到 1985 年

两厂共有固定资产原值 4611 万元，达

到年产工程机械变速箱 3000 台和其

它齿轮 50 万件的能力。

成都内燃机总厂 始建于 1951 年。

1959 年由公安部门划归机械系统。

1964 年纳入地方“三线”建设扩建项

目，总投资 1149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

产 2105 型、1105 型柴油机 8000 台／

10 万马力、5 吨以下模锻件 2708 吨。

1971 年再次扩建，设计能力为新增年

产 495 型柴油机 8500 台／42．5 万马

力，年产模锻件增加到 5300 吨(1979

年划出成立成都锻造厂)。到 1980 年

累计投资 1348 万元。“六五”计划期

间，完成基建投资 428 万元。1985 年

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2568 万元，主要生

产设备 1149 台，形成年产 495 型柴油

机 5000 台／25 万马力、490 Q 型柴油

机 3500 台／21．7 万马力、290 Q 型柴

油机 1500 台／4．5 万马力的能力。

成都拖拉机总厂 由原水利电力机

械修配厂等 3 个厂和西南物资学校

(部份)合并，于 1970 年组建。1976 年

验收投产，设计能力为年产 50 型拖拉

机 3000 台。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2041

万元。“六五”期间，经过技术改造，到

1985 年有固定资产原值 2540 万元，

厂房建筑面积 4．25 万平方米，主要生

产设备 435 台。由于拖拉机滞销，及时

调整产品结构，现已形成年产川丰 15

小四轮拖拉机 5000 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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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车 2000 台的能力。

重庆蓄电池总厂 是建国后西南邮

电管理局第一批接管的工厂。1954 年

投资 40 万元，扩建干电池车间，新建

蓄电池车间。1961 年调整生产方向，

停止干电池生产，专门生产铅酸蓄电

池。以后经过多次零星基本建设和技

术措施，着重解决改善劳动条件、改造

不合理的工艺流程、进行三废治理等，

到 1980 年累计 投资 345 万元。“六

五”计划期问投资 1382 万元，从德国

格雷布公司引进成套设备，从日本引

进塑料注射机，通过技术改造，新增蓄

                         
 
                          



电池 20 万千伏安时的能力。到 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2273 万元，厂房

建筑面积 3．47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

备 316 台。建有蓄电池制造过程的质

量保证体系和科研试验中心，检测手

段齐全，形成年产铅酸蓄电池 323 万

千伏安时的能力。

重庆汽车制造厂 1956 年由 3 个私

营厂合并组成公私合营企业。1958 年

迁往中梁山扩建，设计能力为年产

200 马力以下蒸气机 400 台，后因产

品淘汰，实际投资 171 万元。1965 年

经一机部定点生产 20 吨以下的工矿

电机车，先后投资 380 万元，形成年产

150 辆的能力。1970 年转产汽车进行

扩建，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732 万元。

“六五”计划期间，投资 787 万元，组建

载重汽车车架焊接、油漆、车箱生产

线，增添 1250 吨、4000 吨压力机等大

型设备，从而形成年产汽车 5000 辆，

车箱、车架总成 3 万辆的能力。1985

年有固定资产原值 2208 万元，厂房建

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金属切削机床

及锻压设备 241 台。同时，又与日本五

十铃公司合资成立“庆铃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引进日本 N K B、N A R 轻型

货车制造技术，开始试制生产重庆一

五十铃轻型汽车。

四川专用汽车制造厂 组建于 1951

年，解放初期名为公私合营前进铁工

厂。1962 年经一机部定点生产改装汽

车。1964 年投资 297 万元进行扩建，

设计能力为年产改装汽车 1000 辆。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977 万元。“六五”计

划期间，投资 877 万元，后并入“七五”

规划，作为一期工程实施，设计能力为

年产改装车 2500 辆。1985 年末，有固

定资产原值 2125 万元，主要生产设备

280 台，形成年产厢式、罐式、挂式、倾

翻式等 4 大类 70 余个品种的改装车

2000 辆的能力。

重庆矿山机器厂 始建于 1950 年。

1957 年移地杨家坪扩建，投资 489 万

元。1965 年纳入一机部“三线”建设扩

建项目，投资 225 万元，并从上海东风

机器厂内迁部份职工和设备，设计能

力为年产机动卷扬 机 800 台／1500

吨、铸钢件 2500 吨。1976 年承担“川

气出川工程”设备，投资 140 万元。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992 万元。“六五”期

间，投资 297 万元(其中基建投资 127

万元，技术改造 170 万元)，建大件热

处理点。到 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2103 万元，厂房建筑面积 2．62 万平

方米，金属切削机床和锻压设备 269

台，成为生产矿用提升机、石油机械和

建筑卷扬机 3 大类产品的专业厂。

成都工程机械总厂 始建于 1950

年。1958 年扩建，投资 392 万元，设计

能力为年产煤气机及煤气发生炉各

2000 台、锅炉 150 台。1961 年改产工

程机械。1965 年纳入地方“三线”建设

扩建项目，投资 259 万元，设计能力为

年产工程机械 500 台。到 1980 年累计



投资 661 万元。“六五”期间，投资 289

万元，建科研测试基地及结构车间，更

新设备，形成年产轮式装载机 500 台

的能力。1983 年引进瑞典阿特拉斯公

司凿岩台车专有技术。1985 年与四川

齿轮厂联合引进美国卡特匹勒公司动

力换档变速箱的液力变距器专有技

术。到 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原值

2047 万元，厂房建筑面积 5．31 万平

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400 台，成为生产

轮式装载机的专业厂。

四川电缆厂 位于成都市。1951 年

公私合营，投资 32 万元，修建厂房，提

高电解铜和裸铜线产量。1958 年投资

311 万元，发展电磁线和布电线。1963

年分厂后，逐年进行生产条件的填平

补齐，增加橡套软线、高压点火线、耐

高温导线、尼龙腊克线、农用地埋线的

生产能力。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818 万

元。1984 年从意大利连采公司引进光

亮铜杆连铸连轧关键设备及工艺；

1985 年从瑞士梅的福公司引进聚乙

烯电力电缆技术，进口直径 120 毫米

挤出机和成缆机等关键设备，共投资

726 万元，新增年产矿用电缆 650 公

里，橡套电缆 2350 公里、光亮铜杆 2

万吨的能力。到 1985 年末有固定资产

原值 2031 万元，厂房建筑面积 5．86

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277 台。能提

供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架

空电缆和电磁线 4 大类、30 多个品

种、上万个规格的产品。

自贡高压阀门总厂 1965 年在自贡

通用机械厂基础上纳入一机部“三线”

建设内迁扩建项目，并从上海良工阀

门厂、上海阀门厂内迁部份职工和设

备，投资 264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高

中压阀门 1500 吨，1966 年建成投产。

1972 年再次扩建，投资 508 万元，形

成年产高中压阀门 3000 吨的能力。

1977 年投资 230 万元，新增大口径球

阀 148 台的能力。到 1980 年累计投资

1005 万元。“六五”期间，投资 210 万

元，扩建大球阀车间，增加关键设备仪

器，建立大口径阀门综合技术测试中

心。同时，投资 307 万元进行技术改

造。到 1985 年末 有固定资 产原值

1951 万元，厂房建筑面积 3．29 万平

方米，主要生产设备 400 余台，其中大

精稀设备 52 台，生产的高压阀门品种

规格居全国机械系统同行业工厂之

首。



四川机械系统技术改造，主要是

针对企业主导产品的生产测试薄弱环

节，采取对设备填平补齐为主的技术

措施，是老企业挖掘潜力走内涵发展

生产道路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一节 一般技术改造

50 年代，所有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费，全部上交给中央和地方作为财政

收入，只有少部份以技术措施费、新产

品试制费、劳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

购置费形式安排给企业，其中技术措

施费很少，只能搞小改小革。

60 年代初，许多企业经过“大跃

进”后暴露出理化、计量、机修、工具等

技术能力薄弱的问题。1962－1970

年，国家计委、一、八机部和省计委先

后共安排技术组织措施费 4789 万元，

为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重庆水轮

机厂、重庆电机厂、内江机床厂、綦江

齿轮厂及成都、重庆的一些主要企业

增添必要的检测设备仪器，初步建立

比较完整的理化计量工作体系；为重

庆水轮机厂、重庆通用机器厂、重庆电

机厂、内江机床厂、内江锻压设备厂、

前进机器厂、四川农业机械厂、亚西机

器厂的机修、工具车间增加关键设备，

做到大修不出厂；同时为解决全省机

械系统的机床修理和维修配件的供



应，先后投资 500 多万元，建立和加强

四川机床维修总站和成都、重庆市 2

个机床修配厂的机修力量。

70 年代，一、八机部和省机械局

为发展重点产品和短线产品，先后安

排“川气出川工程”设备、小化肥成套

设备、小拖拉机、小柴油机制造等一批

专项措施项目。这一时期的技术措施

费用来源，除中央和省财政拨款外，省

机械局从省属企业按 30 % 提取集中

的设备折旧费中，拨出一部份用于发

展省内缺门短线配套产品。1970－

1980 年，部、省共拨 给技术 措施 费

9012 万元，主要用于发展装载机、运

输机、水轮机、风机、工业泵、锅炉、电

焊机、光学显微镜、石墨密封件、液氮

罐等短线缺门产品和小型拖拉机、内

燃机、农用泵、农副产品加工机械等重

点支农产品以及轴承、小电机、低压电

器元件、液压元件、标准件等配套产

品。

1962－1980 年，四川机械系统累

计完成技术措施投资 1．38 亿元(其中

中央财政拨款 5917 万元，省财政拨款

3502 万 元，省 机 械 局 拨 款 4382 万

元)，先后用于 200 多个企业的技术改

造，其中投资在 300 万元以上的有四

川机床维修总站、四川仪表总厂、成都

红旗机器厂、亚西机器厂、江油矿山机

器厂、重庆通用机器厂、重庆水轮机

厂，投资 100－300 万元的有重庆电机

厂等 37 个厂。

第二节 重点技术改造

“六五”计划期间，国家对机械工

业改变了以基本建设为主走“外延’扩

大生产的政策，开始走上加强技术改

造以“内涵”为主发展生产的道路。建

设资金从全部由国家拨款，逐步改为

国家拨款、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相结

合，以提高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国务

院先后颁发《关于对现有企业有重点、

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的决定》和《机

械电子工业技术改造试行条例》。四川

机械系统按照上述两个文件的要求，

制订出全行业“六五”技术改造规划。

开始以重点优势产品为龙头，围绕“上

质量、上品种、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为目标，结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着重

补充、更新和进口一批关键设备，仪器

及检测手段，以提高企业的装备素质。

“六五”技术改造规划，经国务院

和主管部批准后分别纳入国家、部、省

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共 103 项。由国务

院安排列入全国机械电子工业首批技

术改造项目的有 28 项，其中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有重庆汽车发动机

厂、第二重机厂、四川仪表总厂、成都



量具刃具厂、宁江机床厂。由机械部、

城乡环保部安排的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16 项，其中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有

长江起重机厂。由四川省安排的重点

技术改造 项目有 59 项，其 中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有东方绝缘材料厂、

重庆蓄电池厂。

但由于规划审定下达时间较晚，

多数企业从 1983 年开始具体实施，直

到 1987 年才全部建成投产，实际完成

总投资 34314 万元，其 中国家拨款

4340 万元，银行贷款 21662 万元，企

业自筹 8312 万元。“六五”时期，四川

机械系统分行业完成技术改造项数和

投资额如下表：

通过“六五”技术改造，取得以下

显著效果：

一是促进了近百种重点优势产品

的发展。这一时期，制造出 2050 轧钢

机、20万、30万千瓦火电机组、汽车发

动机、精密仪表机床、滚齿机、仿型铣

床、精冲机、量具刃具、液压汽车起重

机、液压挖掘机、装载机、大型注塑机、

玻璃纸成型机、高温风机、高压齿轮

泵、溶解乙炔气发生设备、大球阀、次

级整流焊机、电动工具、电焊条、大功

率中速柴油机、低惯量喷油咀总成、铁

路轴承等一批重点产品，接近或达到

国际水平，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



二是提高了近百个重点企业的技

术装备水平。这批企业共购置比较先

进的设备仪器 8475 台，其购置费用共

24482 万元，占技术改造总投资的

71 % ，其中进口设备仪器 407 台，用外

汇 2644 万美元，约占技术改造购置设

备总投资的 41 % ，从而改善了技术装

备水平。成都量具刃具厂进口麻花钻

整体磨制设备，淘汰了铣削工艺，进口

了氮化钛涂层设备，提高了钻头表面

精度和质量，寿命提高了 3－4 倍。宁

江机床厂进口的万能外圆磨床、卧式

磨齿机等关键设备，提高了座标磨床、

座标镗床的制造精度。长江起重机厂

进口的卧式加工中心，为中大吨位汽

车起重机的制造提供了先进的生产手

段。

三是加强了科研测试条件。全系

统用于加强科研测试手段的技术改造

投 资 近 6000 万 元，占 总 投 资 的

17．5 % 。建成第二重机厂机械研究所、

四川空分设备厂深冷设备研究所、东

新电碳厂碳素制品研究所、长江起重

机厂试车场、重庆通用机器厂高温风

机试验室等一批测试手段比较齐全，

具有全国行业水平的科研测试基地。

其它专业研究所、厂属研究所，也都补

充了部分科研测试设备。

四川机械系统“六五”技术改造，

是在原“三线”建设已经形成相当生产

规模的基础上又一次有重点、较大规

模的投入，其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投

资共 7．5 亿元，进一步提高了制造各

类机械装备的适应能力和技术水平。

据统计，通过“六五”技术改造新建年

产值 8 亿元，利润 1 亿元。现对投资

1000 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分述

如下：

重庆汽车发动机厂 1981 年引进美

国康明斯公司 2 个系列柴油机制造技

术列为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总投

资 3876 万元。技术改造的主要内容：

一是铸工车间进口自硬砂造型制芯设

备 20 台；二是新增工艺设备 52 台，其

中进口关键设备仪器 40 台；三是新建

及危房改建 1．7 万平方米。该项目于

1987 年完成，达到年产康明斯发动机

2000 台的能力，国产化率达到 80 % 以

上。

第二重机厂 为提高产品制造水

平，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列为国家重点

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 1640 万元。技

术改造的主要内容：一是消化掌握德

国奥姆科锻压设备制造技术；二是承

担宝钢替代进口的 2050 热连轧机粗

轧机组制造任务。其改造重点是建设

重型机械研究所、测试楼和产品试验

车间；增加关键设备 79 台，其中进口

大型数控龙门铣床 1 台。该项目于

1987 年完成，并按时按质造出 2050

热连轧机，为国家节约外汇 3493 万

元。

四川仪表总厂 为加快产品更新换

代，结合从日本横河引进自动平衡记



录仪制造技术，从丹麦引进印刷线路

版生产线，从美国引进机电仪专用电

路设备和 T D C 中型综合系统制造技

术，从日本引进单回路数字仪表制造

技术和铝镍钴磁钢制造技术，进行技

术改造。经上级批准列为国家重点技

术改造项目，投资 1628 万元，增加设

备仪器 1521 台套，其中进口设备 173

台套，该项目于 1986 年完成。

成都量具刃具厂 1981 年经上级批

准列为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投资

1318 万元。技术改造的目标：一是提

高滚刀测量仪等精密量仪的精度，发

展齿轮量仪，增加滚刀量仪的品种；二

是扩大螺纹量规生产能力；三是引进

切削刀具磨制设备，形成高档磨削刀

具的能力；四是采用氮化钛涂层工艺。

技术改造的重点主要是增添关键设备

仪器，其中从国外购置 80 年代水平的

座标测量机及精密仪器 13 台。该项目

于 1986 年完成。投产后滚刀测量仪达

到德国克林贝尔公司 70 年代末同类

产品水平，螺纹量规形成年产 11 万件

的能力，整体磨削钻头形成年产 240

万件的能力。该厂“六五”技术改造成

效显著，得到国家计委的奖励。

宁江机床厂 为加速产品更新换

代，经上报批准列为国家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总投资 1035 万元。主要目标

是扩大为年产仪表机床 1500 台的能

力(其中出口 100 台)，开发新产品 24

种。技术改造的主要内容是：新建恒温

车间 3614 平方米，增添设备仪器 115

台，其中进口 12 台。1986 年建成投

产，使三分之二的产品达到了国际 70

年代末水平，部分产品(如 M K 2932B

数控座标磨床)达到国外同类产品 80

年代初水平。

长江起重机厂 1983 年从德国利

勃海尔公司引进 3 个具有 80 年代水

平的中大吨位全液压起重机专有技

术，列为部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

1233 万元。主要目标是：中大吨位汽

车起重机由年产 40 台增加到 245 台，

专用底盘由 10 台增加到 100 台，主要

汽车起重机技术水平分别达到日本加

藤 70 年代末水平和德国利勃海尔 80

年代初水平。技术改造的主要内容是：

修建油漆装配厂房 6125 平方米，试车

场地 8000 平方米，调整工艺路线，增

添设备仪器 95 台，其中进口 25 台，包

括引进日本 4000 型数控铣床、6000

型数控切割机、卧式加工中心、深孔内

壁检查仪等。

东方绝缘材料厂 经省计委批准列

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贷款 1303 万

元。主要目标是：一是从奥地利引进聚

脂纤维布生产线，建无纺布车间，生产

规模为年产无纺布 300 吨；二是从英

国引进不饱和聚脂塑料生产技术，进

口挤出机头、冷却装置设备，完善产品

生产手段，年产聚脂薄膜(厚规格)300

吨；三是聚丙烯车间增加进口分切机

1 台，补全 200 吨的分切能力。以上技



术改造项目的实现，为 Y 系列电机、

低压电器的更新换代提供的绝缘材

料，每年可新增产值 2675 万元，新增

利润 750 万元。

重庆蓄电池厂 为增加汽车蓄电池

的出口能力和异型电池的生产能力，

该厂从德国格罗布公司引进汽车蓄电

池成套设备，从日本引进塑料注射机。

结合技术引进，制定技术改造方案，经

重庆市批准列为地方重点改造项目，

总投资 1654 万元。该项目于 1988 年

完成，新增异型蓄电池 20 万千伏安时

及出口汽车蓄电池 5 万千伏安时的生

产能力。

建国后四川机械系统基本建设历年完成投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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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四川机械系统技术改造历年完成投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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