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化工原料是合成树脂、合成

纤维、合成橡胶、农药、医药、涂料、合

成洗涤剂、感光材料等工业的重要原

料。1927 年巴县人张席珍在重庆石门

坎筹建普艳化学厂，生产化妆品和土

法制化工原料。1938 年国民政府资源

委员会在重庆沙坪坝筹办动力油料厂

(又名植物油提炼厂)，1939 年投产，

以桐油、菜油为原料，氧化铝为催化

剂，采用热解工艺合成动力油。1942

年普艳化学厂部分成员发起在重庆李

家沱成立中一化工股份公司，生产硬

脂酸。同年 8月，中国联合炼糖股份有

限公司内江糖厂投产，副产乙醇日产

量 2．87 吨。抗日战争期间，四川省利

用糖蜜和粮食发酵生产乙醇代替汽油

作燃料的工厂达 10 多家。抗战胜利

后，经济萧条，需求减少，到解放前夕

多数厂家停产、倒闭。

解放后，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农

副产品、电石乙炔、天然气和炼焦副产

品为原料，生产有机化工原料。50 年

代建成重庆塑料厂。60 年代中到 70

年代末，先后建成重庆有机化工厂、川

庆化工厂、晨光化工二厂、成都天然气

化工厂等一批生产有机化工原料和有

机化学品的工厂。还在其他门类的化

工企业也因地制宜地发展有机原料产

品。1980 年的有机化工原料(包括合

成 材料)在化学工业 中的比重 已由

1980 年的 4．38 % 上升到 12．38 % 。有

机 化工原料生产厂(点)45 个，产品

1000 种以上。但因四川缺乏原油，石

油化工至今还是空白。极大地制约了

四川有机化工的发展。



四川省有机化工原料生产企业和品种







第一节 烷烃和烯烃

烷烃 四川省的烷烃赋存于天然

气中，其中 90 % 以上为甲烷，主要用

作生产合成氨的原料和冶金、电力的

燃料，少量用于生产有机化工原料。

四川天然气资源丰富，利用天然

气作化工原料，历来受到化工部和四

川省的高度重视。1958 年相继建立以

天然气化工利用为目的的科研机构和

试验工厂，开展科学研究和工业试验。

60 年代后相继开发出天然气制合成

氨、甲醇、甲烷 氯化物、氰化物等系列

产品。到 1985 年化工生产用天然气达

22．4 亿立方米，占当年产气量 56．36

亿立方米的 39．74 % ，其中化肥生产

用气 16．94 亿立方米，占化工总用气

量的 75．64 % 。这对四川省化学工业

特别是化肥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

用。

烯烃 1966 年 6 月，天津近代化

学厂内迁宜宾天原化工厂年产 400 吨

苯乙烯装置投产。以乙醇脱水制乙烯，

是四川至今仅有的烯烃同系物工业生

产装置。后经技术改造，年产能力达

1000 吨，1985 年产量 294 吨。

70～80 年代中，重庆农药厂曾以

卧龙河天然气凝析油为原料，用小型

裂解炉制乙烯合成氯乙烷；1976 年，

在江油发现湿性天然气，曾拟以此为

原料建设年产 10 万吨乙烯，因资源不

足，未建。

1984 年，自贡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草拟本森法天然气制乙烯的可行性报

告。1985 年，四川省化工代表团赴美

国考察，并与 LSI 公司洽谈年产 1 万

吨本森法天然气直接制乙烯的合作条

件，因该公司尚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

故未成。



第二节 电 石

四川 50 年代前，电石主要用于照

明和切割、焊接金属，60 年代后，大量

用作生产聚氯乙烯和氯丁橡胶的原

料。1941 年春，陆慰宗、杨昌祚集资 11

万元(法币)在重庆江北红砂碛创办渝

光电溶厂。当年 5 月建成投产，日产电

石 9 吨(1943 年迁厂长寿龙溪河口)。

同年 11 月，陈受昌、李允成在长寿羊

角堡创办长寿电炼厂，年产 1000 吨电

石装置投产，产品销往西南地区和东

南亚。1942 年该厂又增建电炉一台，

年总产能力达 4500 吨。还有三家相继

在长寿新建电石炉。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资本家退

股返回沿海各省和香港，加之政局动

荡、物价上涨、产品滞销、资金困难，到

1949 年解放前夕，电石厂家多次裁

员，仍难摆脱困境，大多数被迫停产、

倒闭。新中国建立后，1950 年 6 月，长

寿下洞和桃花电厂修复发电，优先向

电石厂供电，渝光电熔厂 9 月恢复生

产，当年生产电石 30 吨。1951 年中国

电化厂、恒昌电化厂、长寿电炼厂等 5

厂相继复工，当年生产电石 717．5 吨。

1954 年 7 月，渝光电熔厂、长寿

电炼厂和恒昌电化厂合并为四川省合

营川江电冶厂。1954 年 1 月，中国电

化厂改名为长寿地方国营电化厂，同

年 7 月，与渝鑫钢铁公司长寿分厂合

并为地方国营长寿冶炼厂，1955 年并

入川江电冶厂。1955 年电石产量 1822

吨，一二级品率 96 % 。

1958 年 9 月，成都市相继筹建电

石厂、聚氯乙烯厂等，后合并为成都化

工厂。1959 年 1 月，900 千伏安电石炉

投产。因生产不正常，产品质量不合

格，1962 年停产。

1958 年 11 月，长寿化工厂动工

兴建年产 2 万吨电石炉，1959 年 5 月

建成投产。产品用于该厂生产氯丁橡

胶。投产初期，电石炉由人工上料、配

料，出炉由人工拖运，劳动强度大，不

安全。1958～1964 年，共生产电石 1．4

万吨，1962 年为最高年产量即为 3460

吨。1963 年，对电石装置进行技术改

造，实现生产全过程机械化。1966 年，

产量达到 1．5 万吨，成为当时省内最

大的电石厂。1977 年将炉体从 32 立

方米扩大到 58．6 立方米。并采用机械

自动升降电极。1981 年 4 台土石灰窑

改为直径 3 米机械化石灰窑，使生产

能力由日产 70 吨提高到 100 吨。1984

年变压器由 1 万千伏安改为 1．25 万

千伏安，进行有载调压，每吨电石平均

电耗从 3381 千瓦时降至 3300 千瓦时

以下。1985 年电石产量 1．5217 万吨。



1968 年，宜宾天原化工厂年 产

6000 吨聚氯乙烯装置建成投产。以电

石乙炔为原料，电石外购供应。在 60

年代中 70 年代末，四川省以氯丁橡

胶、聚氯乙烯为主的合成材料的技术

改进与生产发展，需要电石日增，电石

用途由以切割、焊接金属为主转为以

生产有机化工原料为主。

1965 年，成都冶炼厂(后为成都

天然气化工厂)将闲置的 1200 千伏安

电炉恢复生产电石，1968 年生产能力

为 3000 吨。1969 年投资 38 万元，将

1800 千伏安的电炉恢复生产。1985 年

电石 年 产 能 力 达 到 5000 吨，产 量

5322 吨。

四川树脂厂 1972 年 11 月开始建

设年产 1 万吨电石炉、1．5 万吨石灰

窑。1979 年 4 月建成投产。1985 年电

石产量 4304 吨，每吨电石耗电 3967

千瓦·时，石灰石 1．075 吨，炭素材料

823 公斤。产品用于生产聚氯乙烯树

脂。

1971 年江油电冶厂 450 千伏安

电石炉建成投产，1978 年新增 1000

千伏安电石炉，电石产量达 2000 吨。

1982 年，新建 1350 千伏安电石炉投

产。

1975 年 10 月 南桐化工厂，建成

年产 2000 吨电石炉投产。1985 年，生

产能力达到 4000 吨。

1977 年元月，自贡电化厂建成

1000 千伏安电石炉，设计能力年产

1500 吨。1985 年投资 99 万元，新建

3500 千伏安电石炉投产，设计能力年

产 5000 吨。

1982 年，为确保宜宾天原化工厂

聚氯乙烯生产，四川省计委批准该厂

建年产 2 万吨电石装置，投资 740 万

元，由厂自行设计，采用液压式压放电

极，变压器容量为 12500 千伏安，1983

年 5 月动工，1984 年 10 月试车投产。

因经验不足，工艺和设备不完善，1985

年生产 7 个月，电石产量 5624 吨，损

坏铜瓦 60 块，价值 18 万元，每吨耗电

4786 千瓦时，石灰 1．368 吨，炭素材

料 961 公斤。

1985 年四川有电石厂(点)40 多

个，生产能力达 10 万吨，产量 8．9 万

多吨。

第三节 乙 炔

乙炔是最简单的烃类化合物之

一，能与许多物质进行强烈的化学反

应，衍生出多种有机化学品，曾一度被

称为“有机合成工业之母”。其生产方

法主要有电石法和烷烃法。



一、电石乙炔

重庆长寿化工厂、宜宾天原化工

厂和四川树脂厂以电石乙炔为原料生

产氯丁橡胶和聚氯乙烯。其生产方法

为湿式发生乙炔。

1957 年，长寿化工 厂建设 乙炔

站，有直径 2800 毫米 发生器 2 台，

1958 年 11 月投产，为氯丁橡胶提供

原料。宜宾天原化工厂和四川树脂厂

分别在 1968 年和 1976 年建成乙炔

站，各有直径 2800 毫米发生器 2 台，

为聚氯乙烯提供原料。

溶解乙炔，因其具有净化环境、节

约资源、使用方便等优点，1981 年国

家劳动部门要求在金属焊接中推广使

用。其生产方法为，将电石置于乙炔发

生器，用硫酸净化，除去磷化氢和硫化

氢，而后压缩、罐装(罐内盛有丙酮)。

因按一级危险品管理，国家在布点审

批，生产管理等方面控制较严。1985

年有 4 个厂(点)，生产能力 150 万立

方米，在建能力年产 90 万立方米。重

庆市陈家桥溶解乙炔厂所产溶解乙

炔，1985 年，评为市优质产品。

二、天然气乙炔

60 年代以来，永川、自贡、重庆 3

个化工研究所均致力于采用裂解法和

部分氧化法制乙炔的试验研究，取得

中试成果但未工业化。为综合利用天

然气，1973 年四川维尼纶厂从国外引

进年产 3 万吨天然气部分氧化法制乙

炔成套技术和设备，1979 年 12 月建

成投产。这是四川，也是全国第一个天

然气乙炔工业化装置。

1976 年，长寿化工厂由国家投资

5864 万元，建设年产 1．5 万吨天然气

乙炔装置。除引进裂化气压缩机和真

空鼓风机各 2 台外，其余技术和设备

均为国产。1978 年开工建设，1980 年

缓建，1986 年复建。



第一节 甲烷氯化物

四川甲烷 氯化物生产始于 1965

年，以生产二氯甲烷为制电影胶片提

供溶剂为目的，联产三氯甲烷。70 年

代后四氯化碳由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

生产。80 年代中甲烷 氯化物厂(点)4

个，总生产能力 2．29 万吨，产量 1．44

万吨，主要生产厂家自贡鸿鹤化工厂

生产能力达 1．39 万吨，产量近 0．9 万

吨，居全国第一。产品远销欧洲、日本、

东南亚等地。

一、一氯甲烷

1977 年，晨光化工二厂建成年产

300 吨一氯甲烷 装置，并试车投产，

后因原料紧缺停产。

1982 年，泸州市碱厂与晨光化工

研究院合作，筹建年产 800 吨一氯甲

烷装置，由院方承担设计和人员培训，

直到生产出合格产品，以甲醇和四氯

化碳副产氯化氢为原料生产一氯甲

烷。1982 年 12 月 6 日动工，1986 年

12 月投产。

重庆天然气化工研究所，天然气

直接氯化生产四氯化碳和重庆农药厂

生产敌百虫均副产一氯甲烷 。

二、二氯甲烷

1959 年，化工部为解决我国电影

胶片溶剂，决定在自贡鸿鹤化工厂建

设年产 2000 吨二氯甲烷 装置，采用

天然气热氯化法工艺，由化工部西南

化工设计研究院设计。与此同时，安排

永川化工厂进行天然气热氯化法制二

氯甲烷的中间试验(装置能力年产 42

吨)，1964 年初，中试通过省级技术鉴

定，设计始有较明确的参数依据。因

此，该装置到 1965 年才建成投产。产

品质量达到化工部第一胶片厂的要

求。

投产后，因甲烷氯化物捕集工艺

不合理，蒸馏效率低，设备腐蚀严重，

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导致消耗高、产量



低，1969 年以 前 最高 年 产 量仅 1210

吨，仅为设计能力的 60．5 % 。1975 年

3 月，该厂对装置进行填平补齐改造，

1976 年 9 月竣工。改造后，工艺渐趋

合理，生产能力提高 45 % ；甲烷氯化

物捕集率提高 10 % ，每年多回收二氯

甲 烷 200 吨 左 右；蒸 馏 效 率 提 高

10 % ，氯气消耗降低 30 % ；产品质量

提 高；环 境 污 染 减 轻，单 位 成 本 从

2500～ 4000 元 降至 1350～ 1850 元。

1977 年净增利润 178 万元。1979 年产

量达 2245 吨，超过设计能力，摆脱了

生产的被动局面。1981 年 2 月 至 12

月，再次对装置进行改造，用硫酸代替

沸石作反应气干燥剂，解决了因粗氯

化液带水造成冷凝器水堵和严重腐蚀

等问题，并省掉活化过程，避免该过程

空气污染。生产能力达 3000 吨。1984

年建成第二套生产系统，年生产能力

达到 4000 吨。1985 年产量达到 3021

吨。1980 年，评为四川省优质产品。

三、三氯甲烷

自贡鸿鹤化工厂生产二氯甲烷联

产三氯甲烷，设计能力年产 800 吨，

1965～1975 年，因二氯甲烷未达到设

计能力，1971 年最高年产量只有 583

吨。

1976 年 9 月，二氯甲烷装置技术

改造后，1977 年三氯 甲烷 产量达到

889 吨，超过设计能力。1985 年该厂第

二套二氯甲烷装置投产后，联产三氯

甲烷年产能力达到 1900 吨，产量达

1650 吨。

1982 年，泸州碱厂根据市场需求

和 解决氯气平衡问题，筹资 47．7 万

元，建设年产 1000 吨三氯甲烷装置。

当年 12 月试车投产。1985 年初，改产

四氯化碳，副产三氯甲烷。重庆天然气

化工研究所生产四氯化碳也副产三氯

甲烷。1985 年全省三氯甲烷产量 1702

吨。

四、四氯化碳

1960 年，重庆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建成年产 200 吨的四氯化碳中间试验

装置，进行工业试验。并列入化工部十

年规划项目。1965 年通过省级技术鉴

定。1979 年获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

奖。因当时国内市场需求旺盛，鉴定后

作为工业装置继续运转。1985 年生产

能力达到 1000 吨。1970～1978 年共

生产四氯化碳 846 吨。1981～1985 年

盈利 399．5 万元，为建设投资的 1．45

倍。1983 年获省优质产品称号。

1973 年 6 月，四川省计委批准自

贡鸿鹤化工厂建设年产 1000 吨四氯

化碳装置，采用重庆天然气化工研究

所天然气热氯化法工艺，结合本厂特

点自行放大设计。设计人员大胆创新，

首次建立利用二氯甲烷放空尾气代替

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四氯化碳新工艺装

置，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该设计将绝

热吸收改为两级石墨降膜吸收工艺；



产品分离的填料塔改为浮伐塔；自控

仪表集中控制等。1978 年化工部列为

重点项目扩建补助资金 100 万元。装

置规模扩大为年产 2000 吨。该装置

1978 年 12 月 16 日动工，1979 年 7 月

竣工试车，达到预定效果。

1980～1984 年再经扩建，1985 年

生产能力达到 8000 吨，产量 4215 吨。

扩建中，该厂自行建立数学模型，解决

反应器和精馏塔的放大技术问题；以

石墨冷凝器代替分凝器和全凝器。每

年可回收放空尾气 80 万立方米，折天

然气 35 万立方米、氯气 553 吨，以生

产四氯化碳。还可回收二、三氯甲烷

残液 300 吨，年回收价值达 28．1 万

元。由自贡市评为环境保护优秀工程。

该厂四氯化碳经济效益显著，1985 年

实现利润 330 万元。产品质量和消耗

指标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1979 年，重庆天原化工厂筹建年

产 1000 吨的四氯化碳装置，1981 年

初投产。1982 年扩建至年产 2500 吨。

1983 年因“六六六”停产，氯气过剩，

将四氯化碳扩建至年产 4000 吨，1984

年 7 月投产。扩建后，厂房和设备仍有

潜力，再次扩建装置能力年产 1500

吨，1985 年 2 月 投产，总生产能力达

5500 吨，产量 4642 吨。

1980 年 3 月，泸州市碱厂采用重

庆天然气化工研究所天然气热氯化法

工艺，建设年产 500 吨四氯化碳装置，

当年 7 月试车成功，得 99．5 % 以上的

合格产品。并再扩建至年产 1500 吨。

1985 年初将年产 1000 吨三氯甲烷装

置改产四氯化碳副产三氯甲烷。四氯

化碳生产能力达年产 2500 吨，产量

1231 吨。

四川省四氯化碳产量



第二节 乙烷氯化物和氯代烯

一、乙烷氯化物

1979 年 10 月，自贡市化学试剂

厂由省投资 156 万元，建设年产 60 吨

三氯乙烷装置，1983 年投产。1984 年

投资 5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生产能力

达 300 吨。1985 年因缺原料氯乙烯停

产。

二、氯代烯

氯乙烯 1965 年重庆天然气化

工研究所建年产 500 吨氯乙烯中试装

置。1977 年建成投入试验，1979 年 9

月通过省级技术鉴定，获省科技成果

二等奖。

1968 年宜宾天原化工厂建成年

产 6000 吨氯乙烯装置投产；1979 年 4

月四川树脂厂建成年产 3000 吨氯乙

烯装置；均以氯乙烯作为生产聚氯乙

烯树脂的中间体。1985 年以上两厂氯

乙烯生产能力均达年产 1．5 万吨。

四氯乙烯 1966 年夏，从上海电

化厂迁建年产 20 吨四氯乙烯装置至

宜宾天原化工厂，1969 年投产，1971

年装置能力达年产 40 吨。后经扩建、

改造，1985 年生能力达到 1000 吨，产

量 843．4 吨。



第一节 醇 和 醚

一、醇

甲醇 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抗

日战争时期乐山木材干馏厂曾生产少

量甲醇。到 70 年代始有较大发展。80

年代产量和技术水平均居国内领先地

位。1985 年，生产厂 5 家，生产能力

11．3 万吨，产量 5．76 万吨。

四川甲醇厂企业概况

1972 年重庆川庆化工厂投资 411

万 元，建 设 年 产 2000 吨 甲 醇 装 置，

1979 年 9 月投产。1984 年生产能力达

到 5000 吨，因天然气提价，供气不正

常，1984 年 8 月停产。

1971 年 重 庆 化 工 厂 建 设 年 产

3000 吨联醇装置。1977 年建成，1979

年 8 月试车投产，当年 11 月因天然气



供应紧张停产。1980 年 4 月该厂合成

氨设备转产年产 2500 吨甲醇，12 月

投产。投产后因天然气供应不正常，开

停车频繁，成本高，1984 年停产。

1974 年四川维尼纶厂引进年产

9．5 万吨大型甲醇装置。以天然气制

乙炔尾气为原料，造气和合成分别采

用法国 A P C 公司和英国化学工业公

司专利。1974 年动工建设，1979 年 12

月投产。投产以后，因天然气供应不

足，实际年产量 4～7万吨，低于设计能

力。产品质量优于国家一级品和美国

A S T M 的 A A 级标准。产品除自用外

还销往国内外。

1981 年成都化工二厂由生产碳

铵转产甲醇。1983 年 8 月建成投产。

1985 年，生产能力达 3000 吨。

1981 年泸州天然气化工厂首家

设计、建设以合成氨弛放气为原料的

年产 6000 吨甲醇装置。1987 年建成

投产，投产后运行稳定。

乙醇 抗战期间因动力燃料供应

紧缺，遂以乙醇代动力燃料。省内先后

有官、民办小型乙醇厂 10 余家。抗战

胜利后，需要减少，生产萎缩。新中国

建立后，经恢复与发展，到 1958 年全

省有资中、简阳、广元等 6 个乙醇生产

厂(点)以粮食发酵或制糖副产乙醇。

1953～1957 年因原料不足，只发挥设

备能力 50 % 。

1965 年，广元酒精厂(后更名为

广元溶剂厂)乙醇改产丁醇和丙酮。

1980 年，绵阳地区轻化工业局批准该

厂恢复年产 1000 吨乙醇生产能力，增

加食用乙醇系列产品，1985 年，食用

乙醇生产能力达 3500 吨。其膨化法乙

醇技术获四川省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三

等奖。1985 年广元溶剂厂和内江制药

厂乙醇产量分别为 269 吨和 126 吨。

丁醇 1965 年，广元溶剂厂利用

原乙醇厂房以粮食发酵法转产丁醇，

1968 年生产丁醇 60 吨。1977 年国家

投资 11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

产能力，1978 年丁醇生产能力达到

1200 吨。1985 年达到 1800 吨，产量

1548 吨。1980 和 1981 年获化工部同

行业生产竞赛优胜单位奖。

1965 年，内江制 药 厂建设年产

600 吨丁醇装置，1970 年投产。

叔戊醇 1982 年永川天然气化工

研究所完成年产 45 吨叔戊醇中试。

1983 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四等

奖。到 1985 年生产 58．5 吨。因装置

规模小，消耗太高，1985 年 5 月停产。

1984 年，纳溪县化肥厂采用西南

化工研究院中试成果，投资 217 万元，

建成年产 300 吨叔戊醇装置。1985 年

至 1987 年生产 156 吨，后因丙酮和电

石价格上涨，生产费用高，亏损 10 余

万元。生产装置转让给湖南维尼纶厂。

季戊四醇 1976 年初重庆试剂厂

建成年产 50 吨季戊四醇装置，采用

“钙法”工艺；1976 年底改用“钠法”工

艺。技术改造后，生产能力达年产 200



四 川 丁 醇 产 量

吨，产品合格率和 一级品率分别 从

80 % 和 20 % 提高到 100 % 和 90 % ，达

到全国先进水平。1978 年，获四川省

优选法和统筹法会战重大成果三等

奖。1979、1980 和 1982 年，三次在全

国同行业评比中，均得满分，获化工部

优质产品称号。1979 年，该产品供不

应求，扩建至年产 400 吨；1980 年扩

建至年产 600 吨，产量 314 吨，产品出

口澳大利亚和泰国。1982 年后因原料

和价格等因素逐年减产，1984 年仅产

2．9 吨，1985 年停产。

其他醇 1971 年，重庆朝阳化工厂

在生产癸二酸时副产仲辛醇，1980 年

通过技术改造，生产能力达到年产 40

吨。1975 年，宜宾化工厂(现宜宾天原

化工厂)投资 59．5 万元建成年产 400

吨环己醇装置，作为宜宾东方红化工

厂己二酸的原料。1977 年 2 月生产环

己醇 4．5 吨。后因宜宾东方红化工厂

己二酸工程停建，1979 年 3 月环己醇

装置改为年产 500 吨糠醇装置，1980

年 6 月建成投产，出合格产品。

二、醚

50 年代，泸州化工厂(又称泸州

255 厂)以乙醇为原料生产军用乙醚。

重庆西南制药一厂生产麻醉用乙醚，

因质量优良受到省内外用户好评。

1985 年射洪县氮肥厂建设年产

300 吨乙醚装置，1986 年投产。产品质

量符合 H G 2—1471—81 工业乙醚标

准，畅销省内外，年获利 10 余万元。



第二节 醛

一、甲醛

甲醛是四川有机化工原料的重要

产品之一，有生产厂(点)4 家，年生产

能力 4．55 万吨，产量 2．72 万吨。生产

方法有一步法和二步法。

1965 年，化工部西南化工研究院

在泸天化厂进行以天然气和空气为原

料，氧化氮为催化剂，一步合成法制甲

醛的试验，装置能力年产 50 吨。在此

基础上，1969 年和 1971 年，又协助重

庆合成化工厂和成都天然气化工厂各

建设年产 500 吨一步法甲醛工业装

置。分别于 1969 年 9 月和 1974 年建

成投产。投产后，因规模小，工艺不合

理，甲醛浓度和转化率低，经济效益

差，于 70 年代末停产。

重庆合成化工厂为适应酚醛塑料

生产需要，1977 年初在重庆北碚施家

梁分厂建设年产 3000 吨甲醛装置，采

用天然气蒸气转化合成甲醇，再用甲

醇和空气在银催化剂作用下生成甲

醛，即二步法甲醛。1978 年 3 月投产。

当年生产 1582 吨，质量符合国家标

准，填补了甲醛产品空白，除该厂自用

外还销往省内各地。

1978 年，国家计委批准重庆合成

化工厂建设年产 1 万吨的甲醛装置。

投资 137 万元，于 1979 年 12 月建成

投产。该装置的设计采用甲醛尾气作

锅炉燃料和回收反应热两项先进的节

能措施，使反应器内的废热锅炉产生

2．5kg／c m 2 的蒸汽，每吨甲醛可节约

蒸汽 384 公斤。装置内的热能自给有

余。经过不断的技术改进，1985 年产

量达 1．34 万吨，超过设计能力 35 % ；

优级品率由 1981 年的 71．43 % ，提高

到 97．8 % ；每吨产品消耗甲醇由 1980

年的 584 公斤降到 568 公斤。1980

年，在化工部组织的全国同行业分区

评比中，名列东南片区第一名。1982

年获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

四川维尼纶厂年产 2 万吨甲醛装

置，1974 年开始设计建设，1980 年 5

月投产。采用电解银催化剂，具有转化

率高，醇耗和银耗低，污染小，催化剂

制造劳动强度小、效率高、废催化剂易

于回收等优点。1985 年产量 7769 吨。

成都化工二厂于 1981 年由合成

氨转产甲醇并同时建设年产 1．2 万吨

甲醛装置，1983 年投产。1985 年甲醛

产量 6503 吨。1985 年每吨甲醛耗甲

醇 500 公斤。



四川省甲醛生产厂概况

二、乙醛

1980 年重庆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曾进行乙炔气相非汞催化剂水合制乙

醛的研究，乙醛产率达 84．4 % 。

四川维尼纶厂生产醋酸乙烯，副

产乙醛。经回收精制，乙醛纯度达

99．5 % ，1985 年产量 642 吨。

三、其他醛

泸州化工厂、重庆农药厂在 70 年

代曾以乙醇氯化法工艺生产三氯乙

醛，因工艺、设备缺陷，成本高，亏损停

产。四川农药厂(现江油钛厂)于 1978

年建成年产 2200 吨三氯乙醛装置，作

生产 D D T 配套原料，投产后，因设备

腐蚀严重，生产不正常，亏损转产。

四川维尼纶厂在生产醋酸乙烯中

副产丁烯醛，作产品出售。

第三节 酮

酮类，省内工业化的产品主要是

丙酮，它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溶剂。生

产方法有粮食或糖蜜发酵法、异丙苯

氧化法和丙烯直接氧化法。四川省丙

酮生产，采用粮食和糖蜜发酵法，产量

低，原料供应不足。

1967 年，广元酒精厂年产 600 吨

乙醇改产 溶 剂 ，1968 年生 产 溶 剂

100 吨，其中丙酮 30 吨。1977 年，国家

投资 110 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丙酮生

产能力达年产 600 吨，1985 年扩大到

900 吨。

1966 年 6 月，内江制药厂开始建

设年产 1000 吨的总溶剂，其中丙酮



300 吨，并从华北制药厂抽调 200 多

人到该厂支援丙酮生产建设。1970 年

一次投产成功，产品质量和技术经济

指标均符合化工部颁标准。1975 年化

工部在该厂主持全国总溶剂生产会

议，介绍该厂提高丙酮质量的先进经

验，曾多次荣获化工部降低粮耗和丙

酮质量优胜奖，产品一次合格率和优

质品率为 100 % ，产品全优出厂。1980

年，化工部组织 的 溶 剂 厂质量评比

中，该厂丙酮质量仅次于上海溶剂厂

获全国同行业第二名。1981 年 11 月，

工业丙酮获化工部和四川省优质产品

称号。1985 年，该厂采用分子筛新技

术建成年产 50 吨化学试剂丙酮装置，

投产后所得产品经西南化学试剂检测

中心检验合格。

四 川 省 丙 酮 产 量



第一节 一 元 酸

一、甲酸

重庆先锋化工厂(现长寿化工厂

重庆分厂)于 1978 年 1 月建成年产

300 吨甲酸装置，以煤气为原料与烧

碱合成甲酸钠，以硫酸中和得甲酸。

四川染料厂于 1979 年 5 月建成

年产 3000 吨甲酸装置，以本厂甲酸钠

为原料，经硫酸中和制得，产品自用。

成都天然气化工厂，曾于 1974 年

建成年产 700 吨甲酸装置。后因销路

不畅停产。

二、醋酸

1940 年成都新中国化学厂曾生

产少量醋酸。解放初，群策化工社和合

成化学社在 1950 年 8～9 月生产少量

醋酸。成都利华制药厂和新中国化学

厂曾以青杠木烧制木炭时排出的废气

生产醋石，再由醋石生产醋酸，产量几

公斤到几十公斤。

1958 年成都冰醋酸厂以木炭废

气制醋酸月产粗醋酸 3 吨。同年，重庆

药友制药厂建设年产 500 吨乙醇氧化

法制醋酸装置，因装置规模太小，工艺

流程不合理，设备材质选择不当等，乙

醇消耗过高，且不能正常生产，1962

年停产。

1965 年重庆市投资 65 万元在重

庆试剂厂建设年产 1000 吨醋酸装置。

1967 年建成试车，次年 3 月投产。因

设计缺陷，经改进，1979 年生产能力

达 1500 吨。1981 年市计委决定，生产

能力扩建至年产 3000 吨，相应增加设

备，提高自动控制水平，1983 年 3 月

竣工投产。工艺合理，自动化水平提

高，劳动条件得到改善。该装置以粮食

乙醇为原料氧化制乙醛，再生产醋酸。

1984 年乙醇大幅度提高价格，醋酸大

量进口，销售不畅，1985 年曾停产，

1986 年 9 月恢复生产。



三、硬脂酸

硬脂酸为十八烷酸，属高级脂肪

酸。1945 年 9 月重庆普艳化学厂与中

一化工厂签订硬脂酸生产合营协议

书。中一厂的硬脂酸生产技术和装备

转让并迁至普艳新建车间，于 1946 年

3 月 投产，当 年 生 产 硬 脂 酸 10 吨。

1956 年普艳化学厂更名为长江化工

厂。同年江南肥皂厂的硬脂酸车间并

入该厂。1965 年，进行技术改造，生产

能力达到年产 800 吨。1979 年达年产

3000 吨，成为全国硬脂酸重点 生产

厂，产量居全国第 6 位。该厂以动植物

油为原料生产硬脂酸的同时还生产多

种硬脂酸盐并副产甘油。1985 年生产

硬脂酸 1831 吨。

四、氯乙酸

氯乙酸又名一氯醋酸，重庆嘉陵

化工厂生产。该厂 1965 年建成年产

300 吨氯乙酸装置。当时工艺落后，设

备简陋。氯化反应在陶罐内鼓泡进行，

反应周期长。生产出来的氯乙酸经过

自然冷却，装入陶罐浸在水池中加入

冰块降温，经过数小时冷却，用人力倒

出罐内上层母液，然后用木条箱包装

出厂。1977 年经技术改造，采用反应

锅氯化和结晶过滤等工艺，生产能力

达到年产 1000 吨。1978 年采用先进

技术净化尾气和三级吸收工艺生产盐

酸，取代陶罐水平吸收方式，提高了回

收率，减轻了环境污染。1979 年 7 月

再次扩建改造，1980 年氯乙酸达到年

产 2000 吨，并从母液中回收氯乙酸甲

酯和二氯乙酸甲酯，既回收了产品，又

减轻了污染。1985 年用石墨吸收塔代

替玻墩吸收塔回收氯化氢，吸收率达

95 % ，副产盐酸浓度达 31 % ～ 36 % 。

氯乙酸产量达到 1912 吨。

第二节 二 元 酸

一、乙二酸

乙二酸又名草酸。重庆江南化工

厂、成都油漆化工总厂 2 家生产。

重庆江南化工厂年产 500 吨草酸

装置建于 1971 年。采用煤气合成甲酸

钠工艺生产；1978 年后甲酸钠外购，

减少造气、水洗、碱洗和合成等工序，

方便了管理，年产量由 1976 年 32 吨

提高到 1985 年 590 吨。

成都油漆化工总厂，1973 年建成

年产 400 吨草酸装置。以草酸钠与生

石灰反应生成草酸钙，然后与硫酸反

应制得粗草酸再精制成草酸。1977 年

扩建到年产 800 吨，1985 年生产能力

达 1500 吨，产量 1825 吨。



二、癸二酸

1969 年重庆朝阳化工 厂用 重庆

化学工业公司技措投资 33．1 万元向

省石油局合川化工厂购买年产 150 吨

癸二 酸生产设 备，于 1969 年安 装竣

工，1970 年 9 月投产。以蓖麻油为原

料生产癸二酸，同时副产混合脂肪酸、

粗甘油和仲辛醇。1970 年生产 30．6

吨，创利税 6．3 万元。1970～1985 年 5

月，共生产 920．4 吨，产值 1012 万元，

税利 101．3 万元。1985 年生产 53．8

吨后，因蓖麻油价格高和设备使用过

久停产。

成都气体厂(现化工四厂)设计年

产 500 吨癸二酸，于 1973 年 3 月建成

投产，实际能力年产 200 吨。因原料短

缺，技术落后，1973～1979 年 只生 产

85．5 吨。产品质量差，成本高达 1．2～

2．6 万元 1 吨，售价仅0．851万元1吨。

累计亏损达 100 万元，1979 年停产。

第三节 芳酸和羧酸衍生物

一、芳酸

苯乙酸 1983 年永川天然气化工

研究所采用氯苄和氰化钠反应成苯乙

腈，经水解、酸化后得苯乙酸，当年生

产 5 吨。

对苯二甲酸 1971 年重庆有机化

工厂建成年产 300 吨对苯二甲酸装

置，采用苯酐转位法工艺生产所得产

品纯度符合标准要求。因规模小、流程

长、技 术难度 大，开开停停，1972～

1976 年仅生产 20 多吨。1976 年停产。

二、羧酸衍生物

醋酸酯类 1970 年，内江制药厂年

产 800 吨醋酸乙(丁)酯装置建成投

产。当年产醋酸乙酯和醋酸丁酯分别

为 91 吨和 47 吨。1985 年产量分别为

300 吨和 765 吨。

1971 年 8 月，重庆化学试剂厂年

产 120 吨醋酸乙酯装置建成投产。系

醋酸与乙醇酯化，再经分离而成。1973

年经技术改造，既可生产醋酸乙酯，又

可 生产 醋酸丁酯，生产能力达年 产

500 吨。1979 年产量 303 吨，1985 年

产量 190 吨。

1979 年青白江化工厂(1984 年改

名成都有机化工厂)土法生产醋酸乙

(丁)酯。1980 年经技术改造，产量达

到 176．9 吨，一级品率 27 % ，收率提

高 5 % ，由省化工局列为定点生产厂。

1985 年生产能力 1000 吨，产量 364．1

吨。

1985 年四川醋酸乙酯和醋酸丁

酯总生产能力达年产 2500，产量 1619

吨。1970～1985 年，四川醋酸乙酯和

醋酸丁酯的总产量分别为 6220 和



四川邻苯二甲酸酐产量和技术经济指标

11128．3 吨。

其他酯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

苯二甲酸二辛酯和癸二酸二辛酯、甲

基丙烯酸甲酯分别在第七篇、第八篇

中记述。

邻苯二甲酸酐 1964 年重庆有机

化工厂建成年产 300 吨邻苯二甲酸酐

(俗称苯酐以下同)装置。以萘为原料，



采用流化床气相催化氧化工艺。投产

后生产波动，年产量仅几十吨，连年亏

损。经多年技术改进，1978 年产量达

528 吨，超过设计能力 76 % 。1977 年

经化工部批准建设年产 5000 吨苯酐

装置，1980 年 10 月投产。投产后，因

工艺设计不完善，设备制造质量差，产

量低、消耗高、质量差。1981 年获北京

化工厂和沈阳化工研究院转让翅片式

热熔冷凝器技术资料，1982 年作技术

改造。将反应器过滤管改为三级旋风

器，避免过滤管长堵塞、结焦和燃烧，

气固分离完善；光管式热熔冷凝器改

为翅片式，增大传热面，提高苯酐捕集

效率。1982 年 10月改造完工，达到预

期效果。该产品 1979 年在全国苯酐行

业会上，评为全国第一，获重庆市优质

产品称号。1981 年获四川省优质产品

称号。

第四节 光气和二硫化碳

一、光气

为发展四川省有机合成材料和农

药工业，1967 年 10 月在重庆长风化

工厂建设年产 2100 吨光气 (二氯 碳

酰)装置，1973 年 10 月投产。1978 年

进行局部改造，以 2 台 2000 升光化釜

代替 1500 升的光化釜。1983 年又进

行系统改造，生产能力达到年产 3700

吨。1984～1985 年，进行年产 1 万吨

扩建，1984 年 4 月动工，1985 年 10 月

投产。采用国内先进的合成反应器，设

备布置、环境保护和劳动安全等都作

了大量改进。产量达 3678 吨。光气职

业病防治，获重庆市科技重大成果二

等奖。

二、二硫化碳

1951 年重庆东风化工厂(原重庆

民众化工厂)采用铁甑法试制二硫化

碳成功，1952 年产量 51 吨，厂址江北

董家溪。1953 年后，因产品易燃、易

爆、有毒几易厂址。1958 年在茄子溪

钓鱼嘴设分厂，新建反应炉投产，当年

生产 1389 吨，为该厂最高年产量。

1964 年分厂撤销，装置搬井口生产至

今。1985 年装置能力 1250 吨，产量

1154 吨。

1970 年，成都冶金实验厂建设年

产 1500 吨以天然气和硫磺为原料制

二硫化碳的工业试验装置取得成功。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纺织部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四川省优秀设

计一等奖。

成都化工研究所非催化天然气制



二硫化碳中试，1978 年通过技术鉴

定，获省、市重大科技成果奖。该项成

果 1982 年用于成都化纤厂年产 1500

吨装置，取得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1968 年底，重庆有机化工厂用粗

苯分离法回收二硫化碳。因产品中含

有硫醇和硫醚等少量杂质，销售困难

不再回收。



第一节 胺

一、甲胺

1975 年经省批准，在重庆氮肥厂

投资 324 万元，建设年产 40 % 甲胺装

置 2000 吨。以氨和甲醇为原料，1977

年 8 月动工，1978 年 12 月投产，得合

格产品，成品为一甲胺和二甲胺，还有

少量粗三甲胺，返回配料工序，不作商

品。1980 年产一、二甲胺 457 吨。1981

～1982 年，由厂自筹资金 30 万元，进

行技术改造，增大尾气吸收塔，甲醇废

水改为半闭路循环。合成塔压力控制，

由液相改为气相。配料由常压改为加

压，成品包装由常压改为负压，1982

年产一、二甲胺 1313 吨。年增收价值

10 万元以上。1983 年再次扩建改造，

生产能力提高到 5000 吨。1985 年

40 % 甲胺产量为 3695 吨，其中一甲胺

1488 吨，二甲胺 2207 吨。每吨 100％

一甲胺耗甲醇 1．135 吨，液氨 0．432

吨；每吨 100 % 二甲胺耗甲醇 1．539

吨，液氨 0．356 吨。产品获重庆市优质

产品称号。

二、N—甲基苯胺

1974 年重庆长风化工厂建成年

产 630 吨 N —甲基苯胺装置，当年 4

月投产。生产工艺为苯胺和甲醇固定

床催化反应后再经分离而得产品。

1980 年进行扩建改造，生产能力达年

产 800 吨，产量 292 吨。产品质量明显

提高，并开始按国际标准生产，出口美

国、日本 和 东南 亚 各 地，1984 年 和

1985 年产 N —甲基苯胺分别为 794

吨和 485 吨。

三、多乙烯多胺

1972 年自贡鸿鹤化工厂建成为

军工配套的年产 100 吨多乙烯多胺装

置。因缺乏铜液泵和钼二钛管道，加上

二氯乙烷原料紧缺，到 1977 年 12 月



始投产。投产后，转民用。联产品有乙

烯二胺(乙二胺)、二乙烯三胺(二乙撑

三胺)、三乙烯四胺、四乙烯五胺和多

乙烯多胺。因产品销路不畅和原料紧

缺，1979 年停产。累计生产多乙烯多

胺 57．6 吨，其中二乙烯三胺 33．8 吨。

苯胺、二苯胺、二甲基苯胺在第六

篇中记述。

四、水合联胺

1968 年 国 家 计 委 投 资 1195 万

元，在宜宾化工厂建设年产 600 吨偏

二甲胼装置，产品供军用。8 月动工，

1970 年 12 月 31 日试车投产，至 1971

年 1 月 17 日，共生产偏二甲肼 12 吨，

因缺 乏 原 料和 用 户 不 再 需 要停 产。

1971 年 9 月，化工部要求该厂用偏二

甲肼装置生产水合肼。11 月开始试

验，先用液相氯胺法，因收率低，成本

高，后改为尿素法，在工业装置上试

验，经采用五层蒸发器脱盐技术，生产

逐步趋于正常。1972 年底制得 40 % 水

合肼 9．53 吨，供 西 南制 药厂使用。

1973 年年产 300 吨水合肼装置列入

年度技改项目，边技改边生产。1974

年，生产 80 % 水合肼 62 吨，出口 18

吨，此后产量逐年提高，成为四川省重

要的化工出口产品之一，1980 年产量

达 1512 吨，出口量 1203 吨。1983 年

获化工部优质产品称号。1985 年水合

肼年生产能力 1500 吨，产量 1010 吨，

获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第二节 氰 化 物

一、氢氰酸

1959 年永川化工厂(1962 年 9 月

更名 为四川省天然 气化工研究所，

1963 年 4 月科研、生产分开建制后更

名为四川省永川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以下同)建成年产 78 吨安氏法氢氰酸

中试装置，1965 年 8 月 通过技术鉴

定。1979 年建成年产 200 吨氢氰酸工

业试验装置投入运转。1984 年生产能

力扩大到年产 500 吨，为安氏法氢氰

酸的工业放大提供了设计依据。1985

年 该 所在 双 流 县 中和 镇 建 设 年 产

3500 吨氰化物工业性试验装置，其中

氢氰酸生产能力年产 1250 吨。1986

年投入生产。

1966 年重庆东方红化工厂采用

永川天然气化工研究所的中试成果，

建设年产 150 吨氢氰酸装置，于 1976

年建成试车，1979 年交付生产。1980

年生产氢氰酸 162 吨，1985 年产量提

高到 369 吨。

1974 年，晨光化工二厂为解决有

机玻璃原料，采用永川天然气化工研

究所安氏法氢氰酸中试成果，建设年



产 500 吨生产装置。1977 年 10 月动

工，1982 年 7 月建成试车，1983 年 10

月交付生产。

二、氰化钠

1980 年永川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在原有试验装置基础上建成年产 600

吨氰化钠装置。用 7 % ～8 % 的氰化氢

混合气体与烧碱液中和生成液体氰化

钠，经净化、浓缩、结晶制得固体氰化

钠。

三、黄血盐钠和黄血盐钾

1977 年，永川天然气化工研究所

为满足唐山大地震后急需抗菌素原

料，经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批准，将氢氰

酸中试装置改建成年产 400 吨的黄血

盐钠装置。1985 年对工艺进行技术改

造，设备填平补齐，使生产能力达年产

1500 吨。1985 年，双川牌黄血盐钠获

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

1985 年 5 月，永川化工厂开始筹

建氰化物装置。其中黄血盐钠年产

1800 吨，黄血盐钾年产 1200 吨。以安

氏法制得氢氰酸，用烧碱吸收氰化钠，

再与硫酸亚铁反应生成黄血盐钠。黄

血盐钾则以亚铁氰化钙与氯化钾、碳

酸钾反应生成液状黄血盐钾，再经浓

缩、结晶和干燥制得成品。该装置于

1986 年建成，1987 年投产。

1985 年，四川省天然气化工研究

所(即永川天然气化工研究所)在双流

建设年产黄血盐钠 3500 吨装置，1986

年 11 月投产。黄血盐钠采用闭合循环

新工艺，既无废液污染环境，又提高效

率，回收副产品，属国内首创。于 1985

年申请国家专利，该所永川试验站还

有黄血盐钾年产 1000 吨。



第一节 芳 烃

一、苯、甲苯和二甲苯

抗日战争时期，资蜀钢铁厂在焦

炉炼焦中回收煤焦油试验成功，焦油

含苯 1 % ，从中得到少量的苯。1943 年

4 月南桐煤矿炼焦研究所建设的焦

炉，每天可产苯 7．5 公斤。

在四川，苯、甲苯和二甲苯均由焦

化厂的粗苯加工而得。攀枝花钢铁公

司(简称攀钢)焦化厂，有年粗苯回收

能力 3．6 万吨 ，并配套粗苯精制，于

1971 年 10 月建成投产。重庆钢铁公

司焦化厂，有年粗苯回收能力 7000

吨，以管道输往近临的重庆有机化工

厂加工精制，得纯苯、甲苯、二甲苯。到

1985 年四川粗苯年回收能力 4．3 万

吨，实际回收量 15288 吨。

1958 年重庆市筹建重庆煤焦油

厂(现重庆有机化工厂)，在建设中，时

逢经济调整，1961 年缓建，当时已完

成投资 457 万元。1963 年化工部同意

续 建，规模为 年 处理 粗 苯 8000 吨，

1966 年 8 月建成投产。采用间歇式蒸

馏、酸碱洗涤、吹苯、精制，得苯、甲苯、

二甲苯和溶剂油等产品。1970 年，利

用吹苯和精制残渣为原料生产古马

隆。1971 年，又利用洗涤废液，回收精

制噻吩。1985 年苯、甲苯、二甲苯实有

能力 6500 吨，产量 6058 吨。攀钢焦化

厂于 1972 年建成精苯车间，设计能

力：纯 苯 年 产 22000 吨，甲苯 年 产

5000 吨，二甲苯年产 1500 吨。1985 年

产纯苯 8501 吨，甲苯 2083 吨，二甲苯

710 吨。



四 川 省 三 苯 产 量

二、萘

1973 年攀钢焦化厂开始生产工

业萘，生产能力年产 7000 吨，到 1985

年累计生产工业萘 4．8 万余吨，其中

1985 年产量 4832 吨。

1981 年重钢焦化厂采用管式炉

连续蒸馏制取工业萘，萘含量 95 % 以

上。萘提取率比原从苏联引进的压榨



法 提 高 10 % 以 上，且 流 程 简 单。 到

1985 年 累 计 产量 7314 吨，其 中 1985

年产 1913 吨。 1981 年焦 化厂生产 粗

蒽 28 吨，1984 年生产 4 吨。因价格

低、销路不好停产。

第二节 酚

1965 年重庆有机化工厂经省批

准建设年产 1500 吨合成苯酚装置和

酚吡啶车 间，处理焦 油粗 酚能力 年

650 吨。合成苯酚 1966 年 9 月建成投

产，焦油苯酚在 1969 年建成，因原料

来源影响，1976 年试车投产。

一、焦油苯酚

焦油粗酚精制采用间歇蒸馏法，

粗酚先行脱水，再进行精馏。粗酚来自

攀钢和重钢焦化厂。1981 年攀钢焦化

厂建成粗酚精制装置，重庆有机化工

厂 因 粗 酚 来 源 减 少，价 格 升 高，于

1983 年停产。该厂 1976～1982 年焦

油苯酚产量仅 195．5 吨，邻甲酚 91．5

吨，间对甲酚 360．5 吨，二甲酚 158．5

吨。

二、合成苯酚

合成苯酚采用苯磺化碱熔工艺生

产。1970 年由化工部补贴投资批准该

厂合成苯酚扩建改造，1973 年竣工投

产，生产能力年产 3000 吨，减少了苯

酚进口。1977 年经石油化学工业部同

意迁址更新、改造，扩大规模。1978 年

10 月动工，1984 年投产，生产能力增

加到 5000 吨。这次更新改造，磺化液

由间歇脱苯改为连续真空脱苯；酚钠

酸化由间歇式改为连续式；用二氧化

硫处理酸化过程中的酚钠；用水冲泵

代替水环真空泵；碱熔炉燃料由气改

煤，避免天然气不足影响生产。1984～

1985 年，产品一级品率均达 100 % 。

1985 年产量 3583 吨。

第三节 杂环化合物

一、糠醛

1951 年由西南重工业部批准筹

建重庆棓酸塑料厂(现重庆合成化工

厂)。其中建设糠醛 60 吨，1953 年 5

月投产。1954 年 5月在苏联专家别什

诺夫建议和指导下，研制苯酚糠醛塑

料，当年 8月投产。所需糠醛由该厂自

产，因成本高，于年底停产。



1958 年 7 月成都烤胶糠醛厂糠

醛装置建成投产。到 1962 年底共生产

糖醛 45．3 吨。1963 年因缺原料停产。

1959 年 5 月简阳县糠醛厂生产

粗糠醛，因产品销售困难停产。1966

年，简阳县投资对该厂进行技术改造，

恢复生产。1967 年出粗糠醛。1968 年

增设精制工序，生产精糠醛，年产量

50 吨上下。1967 年，简阳县糠醛厂和

简阳县榨油厂合并为简阳糠醛厂，

1984 年改名 为简阳县油脂化工厂。

1985 年产糠醛 423 吨，产品质量达国

家一级品标准。产品三分之二供外贸

出口，因质量优良，受到外贸和外商好

评，定为出口免检商品。

1978 年 8 月，筹建青川糠醛厂年

产 500 吨糠醛装置。于 1980 年 2 月建

成投产。投产后，因原料(玉米芯)供应

不足，未达到设计能力。但产品质量优

良，每年有 50 % ～60 % 的产品直接出

口。

二、氧茚(古马隆)

1977 年，重庆有机化工厂经石油

化学工业部批准建设年产 200 吨氧茚

装置，投资 65 万元。以精苯车间的中

速溶剂油和攀钢焦化厂重质苯为原

料。1981 年建成投产，1985 年产量

250 吨。

三、噻吩

1972 年重庆有机化工厂用精苯

车间洗涤废酸中含有的磺化噻吩，经

加热蒸馏，磺化噻吩水解出粗噻吩，再

经脱水和精馏得噻吩。1972～1984 年

噻吩产量仅 2196 公斤。因废酸中含噻

吩量低，经济效益差，1985 年停产。



四川省合成苯酚产量和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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