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橡胶工业是以天然橡胶和合成橡

胶为基本原料，经物理和化学方法加

工制成各种橡胶制品，故也称为橡胶

加工工业。其工艺流程基本上是：天然

橡胶或合成橡胶，或两者配合的橡胶，

按产品的性能要求，加入各种化学原

料(硫化剂、硫化促进剂、软化剂、防老

剂、补强剂、着色剂)、纺织材料、金属

与溶剂等配合剂及辅助材料，经炼胶、

成型、硫化、整理，即为产品。各种橡胶

制品所要求的性能用途不同，其配方、

炼胶、成型和硫化、设备也各有所异。

橡胶工业是化学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它与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有着

极其密切的关系。由于橡胶具有其他

材料所不具备的高弹性，成为现代工

业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橡胶制品的应

用范围很广泛，产品已达数 10 万种。

四川的近代橡胶工业始于抗日战

争中期。1940 年东南亚爱国华侨组织

慰问团回国，在昆明、重庆等地进行抗

日宣传活动，慰问团成员庄怡生、王振

相、王全兴等见到沿途汽车轮胎磨损

严重，轮胎货源奇缺。在陈嘉庚“兴办

实业，支援抗战”的倡导下，遂与中国

茶叶公司共同筹集资法币 100 万元，

于同年 4月 16 日在重庆创建中南橡

胶厂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四川、也是西

南第一家橡胶工业。1942 年，自由橡

胶厂从湖南衡阳迁重庆。1945 年利华

橡胶厂从桂林迁重庆。同时，华东沿海

各地陆续迁入不少橡胶加工业的工人

和技术人员，他们也先后创办起天工、

复兴、中一(顺昌)、中兴等橡胶厂、社。

这些橡胶企业多为小规模的作坊式手

工场，只有中南橡胶厂、利华橡胶厂略

具规模。当时利华橡胶厂仅有手搬补

胎小压机 1 部，8 时炼胶机 2 部，16 时



小压机 2 部，锅炉 1 台，柴油机及翻胎

模具、零件、模型等机具，主要生产透

明、半透明胶鞋底、胶制小杂件和补

胎。中南橡胶厂有马达 8 台，锅炉 1

台，打胶机 10 部，绞浆机 4 部，“黄包

车”胎模具 4 部，汽车胎模机 6 部，和

硫 化用的“压蒸机”11 部，蒸缸 2 座

等，每月可生产复制胶 5000 条(每条

翻制外胎 1 条)，“黄包车”胎 1000 副，

胶鞋底 1 万双，运动鞋 1 万双，胶管 1

万米，汽车内胎 2000 条，以及新制少

量汽车外胎，飞机、汽车、机器零配件，

球胆、卫生用胶制品等。1941 年 7 月

16 日，重庆商务日报以“中南橡胶厂

伟大贡献”为题，报导该厂所翻修的轮

胎，可抵新胎的 80 % (使用)。购新胎

需 2000 元，翻新旧胎仅 400 余元，为

抗战军需和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作出了

贡献，同时企业获利也颇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长江中

下游及沿海各地与四川恢复交通往

来。从广州源源运来价低质高的胶鞋

底及其他橡胶制品，四川橡胶工业生

产和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有的厂家股

东抽走资金去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炒

黄金、美钞、港币，做棉纱生意。有的在

生胶行情疲软时以私人名义大量购

进，紧俏时高价卖给企业，使工厂生产

愈加困难。1946 年，中南橡胶厂老板

向国民政府军方层层贿赂，争取到 21

兵工厂和后勤部被服厂一批炮带和

40 万双力士鞋的订货(1949 年 3 月订

货始交完)，仅管军方克扣 30 % 的货

款未付，但仍维持住企业的生存。当

时，厂内贫富悬殊，一般高级职员月收

入比工人高出 3 倍以上(是时物价飞

涨，工资均以米折实，每月职员最高 4

石米，工人 1 石米)，多数高级职员还

经营商业。工人生活极端困苦，曾激起

多起工人罢工抗争事件。中南橡胶厂

的工人受邻近的重庆电讯厂工人与资

方谈判争取到过冬棉衣的鼓舞，提出

每天工作由 10～16 小时减为 8 小时，

每月放假 4 天，每人借 5 万元(法币)

制棉衣，以及增加工资等 10 条要求，

与厂方进行谈判，未获准允，迫使举行

罢工。国民党重庆市当局闻讯后，对工

人进行威逼，调动军警对工房和住地

进行包围。工人谈判代表或被扣押，或

被个别收买，但工人仍坚持罢工。资方

迫于要按时交送军需订货，答应工人

的部分要求，工人始复工生产。1947～

1948 年，中南橡胶厂因遗散临时计件

工人的问题，再次激起工人与资方抗

争，为被遣散工人争取到每人发遣散

费、红利和 1 个月伙食费 30 万元、津

贴 30 万元。1949 年春天，利华橡胶厂

也因工人待遇问题发生停工事件，在

军 警和特务的威逼下部分工人被遣

散。重庆橡胶企业发生的工潮，被当地

报纸披露，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

1949 年秋，重庆开业的橡胶企业

仅剩 3 家，职工 200 多人。抗日战争时

期曾有 300 余人的中南橡胶厂也只余



93 人。全省除重庆中南、利华等橡胶

厂、社外、还有国民政府交通部战时运

输管理局办的重庆车胎翻修厂，以及

在主要公路沿线的修补车胎行、社，交

通运输部门附属的车胎修补行、点。

人民政府建立后，贯彻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的政策。1950 年初，橡胶企

业接受政府军用胶鞋和其他制品订购

任务，使面临破产的橡胶工业得以复

苏。1950 年，重庆市布面胶鞋产量达

122．7 万双，比 1949 年增加 3．54 倍，

翻新轮胎由 1949 年的 93 条增加到

1950 年的 1219 条。开工的橡胶企业

由 3 家恢复和发展到 9 家，职工人数

由 100 余人增加到 613 人。工人地位

提高，参与企业管理，劳动热情空前高

涨，在设施没有大的改善情况下，胶鞋

月产水平由 1950 年前的最高 5 万双，

提高到 20 万双。省内其他地方的橡胶

加工业也有了发展。

1955 年 9 月，为适应经济建设发

展的需要，重庆市将自由、顺昌、复兴、

永鑫、大陆五家橡胶厂并入中南橡胶

厂；天工橡胶厂并入利华橡胶厂。11

月组建为公私合营企业(1965 年国家

付还资方本息后为国营企业)。1958

年，成都市将中原橡胶厂、成都市橡胶

厂、医用橡胶厂、新蜀橡胶厂，以及东

城区化工厂等小型厂、社合并组建地

方国营成都红旗橡胶厂。继后，成都运

输公司所属的翻胎车间组建为成都市

翻胎厂(1984 年更名成都橡胶二厂)。

1958 年，化工部根据西南地区交

通事业发展的需要，决定在重庆中梁

山分步实施建设总规模为年产标准轮

胎 55 万套的重庆轮胎厂。此后，根据

“三线建设”的需要，国家于 1965 年将

上海橡胶制品三厂及四厂的一部分内

迁重庆组建长江橡胶厂。1972 年四川

省革命委员会为与农业机械化规划配

套，在简阳养马镇开始建设年产拖拉

机轮胎 11 万套、人力胎 5 万套的四川

橡胶厂。同年，重庆市新建重庆橡胶机

械厂，次年又组建重庆橡胶工业研究

所，重庆橡胶技工学校。新中国成立

36 年来，四川省橡胶工业有飞速发

展。1985 年四川省化工系统内的橡胶

企业有 24 个，产值 3．99 亿元，其中全

民所有制企业 11 个，产值 3．68 亿元；

集体所有制企业 13 个，产值 3140 万

元。集体、个体的小型橡胶加工企业遍

布各地。四川主要橡胶产品有：机动车

轮胎、人力车轮胎、胶鞋、胶管、胶布、

橡胶杂品和乳胶制品等八类。重庆市

已成为全国十大橡胶工业生产基地之

一。

1950 年前四川橡胶行业无专门

主管机构，1947 年，曾在中国工业协

会的策动下，成立重庆橡胶工业同业

公会，虽有组织章程、理事长等，但未

发挥实际作用。1950 年后，该行业始

归各地政府工商管理局主管。后由轻

工业局或手工业局管理。1956 年 6 月

划归化学工业部门主管。但胶鞋产品



仍由轻工部门主管。1965 年 5 月，国

家试办中国橡胶工业公司(托拉斯)，

实行全国性的行业分级专业化管理。

在四川设中国橡胶工业公司重庆分公

司，辖重庆中南、利华、长江、轮胎厂和

自贡炭黑厂、成都红旗橡胶厂，及在建

的四川橡胶厂。1972 年，全国性的托

拉斯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撤销，全川橡

胶工业各企、事业单位仍归属省化工

局和地方各级化工(工业、轻化)局管

理。

四川省橡胶工业发展概况表



说 明：1．统计资料不全；

2．1959～ 1978 年 工业总产值为 1970 年不 变 价格，1979～1985 年为 1980 年 不变 价；

3．企业 个数系指化工 系统内的 企业。 其余 数据 不 完全是 化工系统内的。



轮胎，包括汽车轮胎、拖拉机轮

胎、摩托车轮胎，民用、军用特种轮胎，

人力车、自行车轮胎和各种翻修轮胎。

解放前，四川除翻修轮胎外，没有轮胎

生产工业。1958 年 9 月 26 日重庆轮

胎厂试制成功“山城牌”4．50—12 汽

车轮胎，开始了轮胎工业生产。1985

年，四川各种机动车轮胎外胎年生产

能力 196．6 万条，生产 127．96 万条；

内胎 年 生 产 能力 244．6 万 条，生产

147．9 万条。各种人力车轮胎外胎年

生产能力 279 万条，生产 112．6 万条；

内 胎 年 生 产 能 力 312 万 条，生 产

130．21 万条。

第—节 机动车轮胎

汽车轮胎 1958 年，国家计委批

准在重庆中梁山玉清寺建设年产汽车

轮胎 55 万套(含外胎、内胎、垫带为

套)的重庆轮胎厂。该厂利用土简设备

和改造民房为车间，经过 60 天的昼夜

努 力，于 1958 年 国 庆 节 前 生 产 出

4．50—12、6．00—16、7．00—20 三 种

规格共 17 条轮胎。这种土法上马的作

法，当时受到化工部的肯定和表彰，被

誉为“茅屋出轮胎”(曾拍摄一部电影

资料片记录了当时的生产建设情形)，

并在此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1959 年

9 月 9 日，试制成功 9．00—20 载重汽

车外胎；1962 年 1 月试制成功 7．50—

20、9．00—20 汽车内胎，开始外胎、内

胎、垫带的配套生产。1966 年对汽车

外胎的骨架材料由棉帘线部分改为人

造丝，1970 年再改用尼龙帘线，提高



了轮胎的行驶里程和整胎质量。1977

年，重庆轮胎厂创造了年产 10 万套轮

胎的记录。1980 年淘汰了生产多年的

大轮廓轮胎，降低了原材料消耗，进一

步提高了质量。1982 年该厂为长安机

器 厂生产的微型汽车配套，开 发出

4．00—12 汽车轮胎，使长安微型汽车

实现配套轮胎国产化，每年减少进口

轮胎支出 170 万美元。该轮胎质量，在

操纵性、稳定性、噪音和平顺性方面均

与日本 BS 轮胎无明显差异，在雪地

行驶能力、滚动阻力还优于日本 BS

轮胎。该厂的 9．00—20、11．00—20、

6．50—16 汽车轮胎，1981 年后，连续

获四川省、化工部优质产品称号，并先

后为四川汽车制造厂、重庆汽车制造

厂、重庆农用汽车厂、重庆长安机器厂

配套生产越野、载重、农用车、轿车、工

程机械车、及其他汽车轮胎。重庆轮胎

厂经过三次技术改造，安装了较先进

的四辊压延机、压出联动线、个体双模

定型硫化机，并引进 F270 型密炼机，

使轮胎的年生产能力 1985 年达到 60

万套，实际生产 40．19 万套。1979 年，

主产拖拉机轮胎的四川橡胶厂也试制

成功汽车轮胎，1981 年后逐步转为主

产载重汽车轮胎。1985 年，四川橡胶

厂生产汽车轮胎 9．24 万套。

重庆轮胎厂还根据国家的需要试

制和生产军需的特种轮胎，其中坦克

轮胎先后获化工部、四川省优质产品

称号。火炮轮胎获 1981 年化工部全国

质量评比第一名。

1985 年，全川共生产汽车轮胎外

胎 40．3 万条，内胎 49．2 万条，其中各

种载重汽车外胎 40．25 万条，轿车外

胎 359 条。

拖拉机轮胎 1971 年 11 月，四川

橡胶制品厂用简陋厂房设备土法试制

出 6．00—12 拖拉机轮胎外胎，继后又

试制成内胎。1972 年，省计委、省化工

局批准该厂建设年产中小型拖拉机轮

胎 11 万套的项目，并更名为四川橡胶

厂。该工程由化工部桂林橡胶设计研

究院设计，四川省建筑第十三工程公

司施工，1973 年 10 月 3 日，破土动

工，1980 年基本建成。该项目实行边

基建、边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新建

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工人操作不熟练、

管理不严，产品质量合格率长期不高，

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经过全面整顿

企业后，产品质量始稳步提高，原材料

消耗下降，生产逐步正常。由于农村经

济体制改革，6．00—12 拖拉机轮胎销

售量减少。1979 年后，该厂的产品重

点逐步转产载重汽车轮胎。1982 年重

庆轮胎厂建成年产 10 万套拖拉机轮

胎的装置投入生产。1978～1983 年绵

竹县橡胶厂生产 400—8 拖拉机尾胎

2．14 万套。1985 年四川拖拉机轮胎外

胎年生产能力 13．9 万条，生产 9．15

万条；内胎年生产能力 14．3 万条，生

产 9 万余条。

摩托车轮胎 随着人民群众交通工



具的改善，重庆摩托车生产的开拓和

发展，重庆轮胎厂于 1980 年开始批量

生 产 摩 托 车 轮 胎。到 1985 年 共 生

177．15 万套。1981 年四川橡胶厂也开

始生产摩托车轮胎，到 1985 年共生产

11．59 万套。1985 年重庆长江橡胶厂

开始生产摩托车内胎。1985 年全省摩

托车轮胎外胎年生产能力达到 115 万

条，实际产量 78．52 万条；摩托车轮胎

内胎的年生产能力为 159 万条，实际

产量 89．67 万条。

四川省机动车轮胎产量表



第二节 人力车轮胎

人力车轮胎包括品种和规格不同

的手推车轮胎、三轮车轮胎、自行车轮

胎等。四川生产人力车轮胎的时间较

久，40 年代重庆的中南橡胶厂、利华

橡胶厂就开始生产“黄包车”轮胎。最

初的人力车胎，是将橡胶皮做成轮型

粘在车轮上，没有内胎和垫带。这种车

胎至今还在部分“架架车”上使用。

四川人力车胎的工业生产，是为

农业改田改土、水利建设的需要而发

展起来的。1985 年重庆轮胎厂的建设

中就包含有生产手推车外胎、内胎、垫

带的项目，并形成批量生产。1960 年

手推车轮胎全部使用丁苯橡胶。1962

年重庆轮胎厂试制自行车外胎成功，

并投入批量生产。1963 年，人力车轮

胎年生产能力达到 30 万套。1978 年，

该厂人力车胎生产车间与“五七”翻胎

杂件厂合并，改建为集体所有制的重

庆自力车胎厂，经技术改造，年生产能

力达到 100 万套，其中自行车胎 60 万

套。1980 年重庆自力车胎厂更名为重

庆力车胎厂，成为四川生产人力车轮

胎的主要企业。

1972 年，四川橡胶厂在基本建设

计划中也安排年产人力车胎 30 万套



的项目，主要生产手推车轮胎。1978

年后手推车轮胎销售量相对减少，该

厂改为主产自行车轮胎。他们通过企

业整顿、建章建制、加强管理、强化工

艺纪律和操作规程，产品质量不断提

高，消耗下降，生产稳定增长。到 1985

年，该厂累计生产人力车轮胎 34．86

万套，成为四川省人力车轮胎重点生

产厂家之一。此外，生产人力车轮胎的

企业还有成都自力车胎厂和绵竹县橡

胶厂。

1985 年全省自行车外胎年生产

能力 244 万条，生产 96．6 万条；自行

车 内 胎 年生 产 能力 273 万 条，生产

102．75 万条；手推车外胎年生产能力

35 万条，生产 16 万条；手推车内胎年

生产能力 39 万条，生产 27．46 万条。

生产能力均未充分发挥。

四川省人力车轮胎产量表



第三节 轮 胎 翻 修

轮胎翻修是橡胶轮胎业的一项重

要修旧利废措施，也是弥补胎源不足

的最经济的办法。即将已经磨损不能

使用的旧轮胎，经过整理贴胶、硫化翻

修恢复使用。一条棉帘线旧轮胎可翻

修 1～2 次，锦纶线轮胎可翻修 2～3

次，钢丝帘线轮胎可翻修 4～6 次。每

条轮胎翻修所耗用的原料和费用，一

般仅占新胎生产所耗的 15 % ～30 % ，

而翻新后的轮胎使用寿命却接近于新

胎。所以，翻修轮胎具有很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历来为政府和企业所

重视。

四川省现代橡胶工业的兴起是与

轮胎翻修业相联系的。翻修轮胎从

1940 年起就具有工业生产性质。1940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建立后就以翻修轮

胎为主业。1945 年，在美国的支持下，

国民政府在重庆建立交通运输管理局

汽车器材总库重庆车胎翻修厂，设备



为美国制造 ，原材料由美国空运，厂

长及生产、技术、管理均由美国人负

责。美方人员回国后，生产一度停顿。

1947 年国民政府交通部恢复该厂的

生产后，定名交通部重庆轮胎翻修厂，

最高日翻修量为 60 余条。1949 年因

多数工人被遣散，生产陷于停顿。

翻修轮胎通用的工艺过程大致

是：首先选胎，即清洗胎体，除去杂质，

选出合符翻修的轮胎；第二是磨胎，将

损伤面磨掉，使其露出新的粗糙面，便

于新敷的胶料能更好地同旧胎贴合；

第三是割切与配垫，将需要修补的部

分进行割切和补垫，使补修后的胎有

足够的强力和耐屈性；第四是贴胶，就

是将胎冠露帘布层部位先贴一层缓冲

胶，再贴其他胶料；最后进行硫化，即

为翻修后的新胎。几十年来翻修轮胎

工艺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使用的机

具和配料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

1950 年，人民政府接管国民政府

交通部重庆轮胎翻修厂，更名为西南

交通部重庆翻胎厂。1985 年，该厂有

固定资产 300 万元，职工 400 多人，年

翻胎能力 15 万条。并研究成功具有世

界先进水平的环状预硫化胎新工艺，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还引进硫化翻胎

设备，为子午线轮胎的推广应用创造

条件。中南橡胶厂在 1950 年后仍继续

进行轮胎翻修生产，1957 年停止此项

业务。1958 年重庆轮胎厂建设了翻胎

车间，将翻修轮胎作为一个主要产品，

直到 1964 年停止翻胎生产。

1956 年，成都运输公司为解决日

益增多的轮胎修补业务，成立轮胎热

补车间。1958 年派员到重庆翻胎厂学

习翻修轮胎生产技术，并开始翻修轮

胎；1962 年成立成都市翻胎厂；1983

年翻胎设备和生产业务移交成都市橡

胶制品厂(金牛区属企业)，停止翻胎

生产。80 年代后，随着公路运输业的

发展，交通部门和交通枢纽地区相继

发展和新建轮胎翻修企业。在成都有

市交通局属的成都翻胎厂；在重庆市

有华南橡胶制品厂，重庆橡胶制品厂、

重庆翻胎厂，以及荣昌、綦江、合川、合

川三庙等八家企业。此外在其他地区

还新建有乐至县轮胎翻新厂、雅安翻

胎厂、乐山市翻胎厂(后更名乐山市橡

胶厂)、岳池县翻胎厂等企业。1985 年

全省翻修轮胎能力达到 30 万条。



1950 年前，只有重庆中南、利华

橡胶厂生产量少质低的胶管。1958

年，四川开始发展胶带、胶管生产，60

年代后期起发展迅速。主要生产胶带、

胶管的企业，在重庆有中南橡胶厂、长

江橡胶厂、江南橡胶厂、重庆橡胶制品

一厂；在成都有红旗橡胶厂、成都橡胶

二厂；其他各地也有小型橡胶企业少

量生产。其产品产量基本能满足省内

需要。

第一节 胶 带

橡胶加工制成的胶带包括运输

带、传动带、三角带、风扇带等。

运输带 运输带是皮带运输机的

主要部件，广泛用于采矿、冶金、化工、

建筑、航运、交通运输等部门。

四川省生产运输皮带的重点企业

是重庆中南橡胶厂。1973 年 7 月，该

厂建设运输带车间，同年 10月建成投

产，开创了西南地区生产运输皮带的

历史。1980 年该厂将胶带车间厂房扩

建到 4440 平方米，装配 10 吨桥梁式

行 车 2 台；1．8 m × 10 m 、1．8 m ×

9．3 m、1．5 m X 5 m 大 中 型 水 压 机 3

台；24—1 型 电子 制 动 三 辊 压 延 机 1

套，形成年产 260 万平方 米的 生 产能

力，其规模居全国同行业的第三位，是

全国运输带大型生产基地之一。

该厂 1973 年运输带投产后，当年

生 产 1．38 万 平 方 米，1985 年 产 量 上

升到 234 万平方米。1973～1985 年共

生产运输带 2926．53 万平方米。 1979

～1985 年普通运输带连获化工部、四



川省优质产品称号。该厂 1984 年又相

继开发出难燃运输带、橡塑运输带、高

强力运输带、尼龙运输带等新产品，并

批量投产。其中难燃运输带为化工部

“七五”期间重点攻关项目，其质量经

上海煤炭研究所测试，导电、阻燃、摩

擦等安全指标和物理性能均达到煤炭

部规定的质量标准。这项新产品解决

了煤矿井下作业普通运输带常因摩擦

产生火花而引起瓦斯爆炸事故的问

题，该成果获化工部重大攻关项目三

等奖。

传动带 即平型传动胶带，是广泛

应用于发动机、鼓风机、抽水机、脱粒

机和各种工作母机的动力传动。其传

动功率从数马力到百马力以上。在现

代工农业生产中是重要的橡胶制品。

1958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以手工

操作，开始生产平型传动带。这种传动

带由多层刮有耐疲劳、耐曲挠性能的

优质胶料和棉帆布或合成纤维，叠贴

压粘合成带芯，外包布层，经高温、高

压硫化制成。平型传动带内销一般为

包布型，出口外销售为切割型。该厂

1958 年手工生产传动带 2700 平方

米。1960 年在技术革新活动中，自制

机械成型机，年产量达到 22．9 万平方

米。1973 年增加 1．5 m×5 m 水压机 1
台，并逐步建成从成型→硫化→检验

卷曲→整理的生产线，年产量增至

25．8 万平方米。1981～1983 年向东南

亚地区出口 5．94 万平方米，创外汇

19．76 万美元，同时引进切割型传动

带新工艺设备一套。1985 年平型传动

带年生产能力达到 120 万平方米。在

四川生产传动带的还有成都红旗橡胶

厂。1958 ～ 1985 年 全 川 累 计 生 产

1046．36 万平方米，其中 1985 年生产

47．96 万平方米。最高年产为 1980 年

的 150．22 万平方米。

三角带 即普通三角传动胶带，是

一种横断面为梯形的环形传动带。适

用于中心距小、传动比大的动力传递。

如纺织机械、机床、汽轮机、水轮机、电

动机等。

1958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用自制

土筒成型机、木制模具、硫化罐，当年

试产 2700 A 米。1960 年该厂派员去上

海、青岛培训，同时研制成半机械化的

成型机、包布切割机，增添摩擦压机和

金属模具。1976 年投资 50 万元进行

厂房改造和设备更新，使用了成组成

型机，颚头水压机，年生产能力达到

600 万 A 米。1980 年进行第二次技术

改造，生产 能力 增至 1100 万 A 米。

1985 年产品质量上升到国内一流水

平，综合合格率达到 99．77 % 。1982～

1985 年连续被评为部优、省优产品。

省内生产三角带的还有成都红旗

橡胶厂、成都市实用橡胶制品厂、绵竹

县橡胶厂、西昌市橡胶制品厂、富顺县

庆华橡胶厂、江油县橡胶厂等。1985

年，全省三角带年生产能力达到 1200

万 A 米，生产 1095．32 万 A 米，为最



高年产量。1958～1985 年全省累计生

产三角带 1．078 亿 A 米。

风扇带 风扇带是用于汽车、拖拉

机及其他内燃机通风降温装置的传动

橡胶制品。1959 年 11 月，重庆中南橡

胶厂用手工操作试制风扇带成功，填

补了西南地区不产风扇带的空白。风

扇带的横断面为梯形，由多层不同材

料和橡胶构成。上层为两层耐摩擦胶

布组成包布层；第三层以耐曲挠胶料

制成伸张层；第四层以强力合成纤维

绳排列组成强力层；第五层是固定线

绳位置，是减少摩擦位的缓冲层；最下

层是强力较高、耐曲挠性能好的压缩

层，以便在使用中保持横向刚度和抗

槽轮压挤。1960～1976 年，该厂对风

扇带的生产设施进行两次技术改造，

从手工操作改为机械操作，生产能力

从 1959 年的 4．93 万条提高到 1976

年的 60 万条。通用型风扇带的规格也

发展到 29 种，适用于解放、东风、红

岩、黄河、北京吉普及东方红、铁牛—

55、A T—54、丰收等牌号的各型汽车

和拖拉机。1985 年产量达到 50．91 万

条，综合合格率达到 99．91 % 。

生产风扇带的还有成都市实用橡

胶厂、西昌市橡胶制品厂等企业。1985

年全川风扇胶带年生产能力 70 万条，

生产 58．91 万条。1959～1985 年，全

省累计生产风扇橡胶带 317．43 万条，

其中最高年产量为 1985 年。

第二节 胶 管

胶管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使

用最广泛的橡胶制品。根据不同用途

的性能要求，使用不同配方的胶种和

不同骨架材料制成各种类型和规格的

胶管；也有纯橡胶制成的胶管。四川生

产胶管的历史较长，发展也较快。1950

～ 1985 年全川 累 计 生 产各种 胶管

8133．17 万 时 米 (不 含 红 色 胶 管)。

1985 年生产能力达 710 万时米，生产

547．16 万时米，最高年产为 1979 年

的 593．59 万时米。

夹布胶管 它是用优质橡胶中间

夹以相应的擦胶布层，经成型和高温

高压硫化而成。多用于输送常温水和

中性溶液。也可根据需要制作成耐热、

耐寒、耐酸碱、喷沙、吹氧和压力在每

平方厘米 10 公斤以下的各种夹布胶

管。

1943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用老式

车床改装为成型机，手工单根成型生

产夹布胶管，质量差，产量少，至 1950

年产量也只有 200 时米。1957 年该厂

对夹布胶管生产设施进行改造和扩

大，1958 年产量增至 65 万时米。1963



年建成双面夹布胶管成型→硫化生产

线。1978 年增建桥梁式有芯胶管生产

线，形成有芯法和无芯法两条工艺路

线，年生产能力达到 400 万时米，产品

长度由 13 米延长到 20 米，生产规模

达全国领先水平。1985 年产量达到

396．94 万时米，产品质量名列全国前

茅。1981～1985 年连续被评为化工部

和四川省优质产品。

吸引胶管 广泛用于农业、水力排

灌、工业生产等方面。吸引管分为排水

和吸水两大类。

1943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用木芯

作模具，手工包布，连同木芯进行硫化

的原始办法进行生产，硫化后木芯报

废，外层的橡胶空心管即为产品。其产

品结构从外到里为：面胶层——外夹

布层—外中胶层—钢丝骨架层—内夹

布中胶层—内夹布层—底胶层，最大

工作压力为每平方厘米 12 公斤，管内

径根据需要制作。1958 年进行技术改

造，用简易机械成型，金属管芯硫化，

产 品产量、质量提 高。1959 年达到

23．8 万时米。1975 年生产装置改进为

全机械化操作。1979 年产量达到 178

万时米，质量稳定。1980～1985 年连

续被评为化工部、四川省优质产品。四

川橡胶厂在 1978～1982 年亦曾生产

吸引胶管 76 万时米。

棉线编制胶管 在生产工艺上有编

织和缠绕两种，主要用于气体焊接、机

动车辆制动、燃气输送以及喷洒农药、

施肥等。它要求具有抗腐蚀、耐压、耐

曲挠、长度大等特点，并能承受每平方

厘米 13 公斤的压力。

1965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采用较

落后的立式 24 锭棉线纺织机编制，以

手工操作进行试制，当年生产 14 万时

米，产量低，质量差。1971 年燃化部投

资 62 万元，将编制机更新为 36 锭卧

式编织机。1975 年又建成连续硫化生

产线两条，年生产能力达到 120 万时

米，最高年产量为 1984 年的 113．3 万

时米。生产的品种有氧气、乙炔焊接胶

管、喷雾胶管，刹车胶管、燃气输送胶

管等。产品质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1981～1985 年连续被评为化工部、四

川省优质产品。

成都橡胶二厂于 1984 年建成橡

胶编织管车间并投产，年生产能力 40

万时米。

钢丝编织胶管 钢丝编织胶管是用

于机械在弯曲、移动条件下高压输送

液压油、润滑油以及空气和水。1971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开始试制，当年生

产 1．26 万时米，填补了西南地区的空

白。同时进行扩大生产能力和技术改

造。1980 年添置钢丝缠绕设备及合股

导线机等，使生产能力提高到年产 8

万时米。1985 年产量达到 4．8 万时

米。

1985 年该厂引进美国、日本具有

80 年代国际水平的钢丝增强胶管生

产线，使产品达到大长度、耐高温、高



脉冲的水平，使年生产能力进一步提

高到 50 万时米。该生产线在 1985 年

底开始安装，1986 年投产。

红胶管 这是一种通用的橡胶软

管。它在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中作

输送量小的水管。1958 年成都红旗橡

胶厂开始用再生橡胶生产水管，产量

小，质量低。后经改进生产设施和原料

后，产量增加，质量提高。1985 年生产

63．17 万米。

四川橡胶带、胶管产量表





胶鞋从材料结构上分为布面胶

鞋、胶面胶鞋、橡塑鞋三大类，品种繁

多，近年来更新很快。

第一节 布 面 胶 鞋

四川生产布面胶鞋的历史较长。

1941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建立后即开

始生产布面胶鞋。1945 年利华橡胶厂

迁重庆后也以生产布面胶鞋为主业。

1950 年后的两三年中，重庆中南、利

华两厂为支持抗美援朝和进军西藏，

使用陈旧的设备和厂房，基本上用手

工操作，赶制生产军用胶鞋 200 多万

双，其中 1950 年即达 135 万双。1956

年实行专业化规划，重庆中南橡胶厂

定为生产胶管、胶带的专业工厂，利华

橡胶厂专业生产胶鞋。经过近 30 年的

建设，该厂布面胶鞋的产量大大提高，

品种增多，其中“弓力”牌解放鞋、旅游

鞋、蓓蕾鞋、防滑鞋多次被评为化工部

和四川省优质产品。1982 年研制的冷

粘橡塑鞋多次获奖。1984 年护士鞋、

旅游鞋在四川省新产品评比会上获优

秀设计奖和优秀产品奖。1984 年 9

月，旅游鞋在北京举办的建国 35 周年

展销会上被化工部、商业部评为适销

对路产品。1985 年 5 月，全国十佳体

育用品展销会上被评为最佳旅游鞋。

该厂的横带鞋、751 运动鞋还外销近 5

万双，创外汇 20 万美元。重庆利华橡

胶厂已成为全国胶鞋行业的重点企

业，年生产能力达 1600 万双，是西南

地区最大的胶鞋生产厂。



成都红旗橡胶厂 1961 年开始试

制布面胶鞋。该厂当时正面临即将关

停的困难时期，在既缺资金又无技术

和设备的条件下，一面派员出去学技

术，一面制作土简设备。经过艰苦努

力，终于在 1962 年做出样品胶鞋，获

得生产许可证。但产品质量低劣，批量

生产更感困难，主管机关限令半年内

扭亏，否则“下马”(关停)。该厂的工程

技术人员和工人针对胶鞋的质量问

题，修改配方，经数十次试验，使产品

质量提高。1962 年生产胶鞋 21．98 万

双，一等品率达到 76．3 % ，得以继续

生产。1966 年，他们又研究设计 102

个配方，取得 1 万多个物理性试验数

据，改进大底和胶跟的配方，试制出草

绿色解放鞋，同时加强生产工艺管理，

制订产品企业标准，使产品质量更加

稳定。1967 年 12 月，省革委筹备组生

产指挥组向国家计委、化工部报告，将

红旗橡胶厂的胶鞋生产规模扩建为年

产 500～600 万双。1969 年，获化工部

军管会批准，并开始扩建。由于资金不

足，曾一度缓建，延至 1978 年扩建项

目始基本完成，形成年产胶鞋 500 万

双的生产能力。1985 年生产布面胶鞋

659 万双。其产品以解放鞋为主，在四

川及周边地区的农村有广大市场，特

别深受少数民族的欢迎，曾销往尼泊

尔。

在四川生产布面胶鞋的还有重庆

模压皮鞋厂、缙云橡胶厂、北碚橡胶

厂、橡胶制品三厂、涪陵市振华橡胶

厂、内江市橡胶厂、苍溪川北橡胶厂等

企业。其中重庆缙云橡胶厂年生产能

力 300 万双，内江市橡胶厂年生产能

力 100 万双，苍溪川北橡胶厂年生产

能力 200 万双。

第二节 胶面胶鞋、橡塑鞋

胶面胶鞋 1974 年，重庆缙云橡

胶厂(原名北碚雨衣厂)在重庆橡胶工

业公司的支持下，开始生产女轻便靴

(胶面胶鞋)。该厂产品造型美观，款式

新颖，做工精细，花色较全，在四川居

同类产品之冠。1979 年重庆利华橡胶

厂投资 329 万元，新建防滑靴、女轻便

靴、工矿靴三条生产线，1982 年建成

投产，年生产能力 100 万双胶面胶鞋。

1982 年内江市翻胎厂开始批量生产

胶面胶鞋，并因此改名内江市橡胶厂，

年生 产能力 50 万 双，1985 年生 产

43．2 万双。

橡塑鞋 1982 年，重庆利华橡胶厂

开始研制并生产冷粘橡塑鞋，其中橡

塑凉鞋，1984 年获四川省优秀设计奖

和优秀产品奖。

胶鞋底 主要为皮、布鞋制造业配



套。50 年代胶鞋底曾是橡胶加工企业

的重要产品之一。随着橡胶加工业的

发展，生产布鞋底、皮鞋底的主要是小

型橡胶加工企业。1985 年在四川生产

胶鞋底的有成都实用橡胶厂、自贡橡

胶厂、自贡炭黑厂的红莲橡胶厂、重庆

橡胶制品三厂、阆中县橡胶厂等企业，

其产品未列入统计。另外，成都翻胎厂

还生产绝缘、防静电、导电等特种胶鞋

底。

四川省胶鞋生产能力及产量表



四川胶鞋生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

建设已有较大的发展。1985 年全省年

生产能力达 2801 万双，生产 2903．94

万双，品种规格也有较大的增长。仅重

庆市就能生产布面胶鞋、胶面胶鞋、橡

塑胶鞋三大类数百个品种规格。产品

畅销西南、中南等省市，有的品种还销

往约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用单层或多层织物，在表面及中

间覆有橡胶薄膜制成的薄型橡胶产品

称为胶布，与其他材料经过再加工配

套制成的用品，就是胶布制品。按其性

能和用途可分为防护类和工业类。防

护类有防水胶布、防毒、防射线、耐热、

耐寒、耐燃、耐化学腐蚀和绝缘胶布。

用量大的是防水胶布制成的雨衣、下

水衣、潜水衣、水产衣、篷盖布、垫布及

其他生产、生活用品。工业类，根据用

途的需要，性能各异，制成品有橡皮

船、救生筏、飞艇、浮桥、浮筒、充气房

屋、水坝、气枕、气囊、贮气袋、矿山用

导风筒及其他工业、医疗等方面用的

橡胶布制品。胶布制品大都可以军、民

两用。四川生产胶布及其制品的基地

在重庆，重点企业是重庆长江橡胶厂。

橡胶杂件品种繁多，质量要求各

异，有用于航空、航海、军事工业的高

质量橡胶杂件；有用于工农业、交通运

输业的一般橡胶杂件；也有用于医疗、

文体及人民生活的橡胶制品。四川生

产高质量橡胶杂件的重点企业是重庆

长江橡胶厂及有关的专业单位；生产

普通橡胶杂件的中小型企业遍及全

川，但重点仍在重庆。

第一节 胶布 制 品

四川生产胶布制品的时间比较

长。1950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就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生产

过大批军用雨衣、帐篷等胶布制品。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橡胶布及其制品的

生产迅速发展和提高，特别是 1965 年



11 月重庆长江橡胶厂建立后，四川橡

胶布及其制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提

高到新的水平。1985 年，四川生产橡

胶布制品的主要企业有重庆长江橡胶

厂、四川橡胶厂、重庆新华橡胶厂、重

庆江北橡胶厂、重庆缙云橡胶厂等。橡

胶布制品大都以需定产，比较高档和

大宗的产品有以下几种。

QJT—5型气胀式5人救生艇 该产

品是用特种橡胶布复制而成，用于潜

艇、水面舰艇及飞机遇难时的救生，简

称 5 人救生艇。1962 年 12 月，化工部

将试制任务下达给上海橡胶四厂及有

关科研设计单位。1963 年通过技术鉴

定，并投入批量生产，填补了我国生产

胶布救生艇的空白。1964～1965 年共

生产 QJ T —5 型气胀式 5 人救生艇

1100 多条。1965 年上海橡胶制品四厂

救生艇生产车间迁入重庆长江橡胶

厂。当年即接受订货，生产救生艇 800

余条。该厂还生产航空单人救生艇、水

上 6 人救生艇。1966～1985 年累计生

产救生艇 9925 条。重庆长江橡胶厂在

生产救生艇中管理制度严格，产品质

量稳定，从 1968 年起为免检产品。该

厂生产的长江第一漂“龙的传人”号橡

皮筏及长江探险的橡皮船质量优良深

受称赞。

胶袋、胶囊 1966 年重庆长江橡胶

厂接受试制水袋(真空水压胶袋)系列

产品的任务。这种产品要求在内部抽

真空、外部水压每平方厘米 18 公斤，

水温 100℃，容积 1000 升，能反复使

用多次不透水。这种水袋主要是为防

化部队装备配套。该厂 1966 年试制成

功 并 投 入 生 产，至 1985 年 共 生 产

4437 只。

1970 年，重庆长江橡胶厂接替山

西省太原 908 厂生产防潮袋系列产

品。这种产品要求防潮，能盛装炸药

包，盛装含水率为 40 % 的化学药品。

该厂经过试产，1970～1984 年累计生

产防潮胶布袋 13．72 万只。

1970 年，四川橡胶厂开始试制装

运氨水的橡胶囊袋，于 1971 年 7 月投

入生产，满足了省内农村运送氨水的

需要。该厂 1971～1978 年共生产氨水

胶囊 2．43 万条。重庆长江橡胶厂亦曾

生产氨水胶囊。1978 年后各氮肥厂不

再 生产农用氨水，氨水胶囊袋遂停

产。川南地区需用橡胶囊贮存天然气

供汽车作燃料，四川橡胶厂在氨水胶

囊停产后，于 1981～1983 年共生产天

然气胶囊 723 条。

防毒橡胶制品 1969 年 11 月，燃

化部安排重庆长江橡胶厂试制防毒

衣。1970 年，该厂建设年产 5 万套防

毒衣的生产车间，1971 年 11 月建成

投入批量生产，至年底即生产出 66 型

防毒衣 1600 套，同时还生产有 66—1

型防毒衣。这类防毒衣使用 107 细布

经过一面贴丁基胶的硫化胶布制成，

能防止芥子气及其他化学物质对人体

皮肤的伤害。66—1 型防毒衣更有穿



着迅速、贴身、保暖的特点。该厂 1972

～1985 年累计生产防毒衣 11．85 万

套。由于军需订货逐渐减少，防毒衣车

间逐步转产氨水胶囊、氧气囊等产品。

1985 年防毒衣停产，转为生产摩托车

内胎。

1971 年 10 月，重庆市组织 8 个

协作厂生产 6901 型防毒面具，由重庆

长江橡胶厂总装。1971 年开始试制，

1977 年试产，1978 年 10 月产品通过

国家鉴定，1979 年投产。平均年产量

约 1．2 万套，1985 年 10 月停产。成都

红旗橡胶厂亦于 1970 年试产 69 型防

毒面具，1978 年 10 月建立防毒面具

车 间，1981 年停产。四川橡胶厂在

1971 年率先试制 6901 防毒面具成

功，受到防化兵部、省国防工业办公室

的表彰。该厂未投入批量生产。

1971 年，重庆长江橡胶厂利用氯

丁橡胶探空气球车间的部分厂房，投

资 27 万元，扩建为年产防毒手套 15

万双能力的生产线。经两年的试产各

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要求，未投产。

导风筒 60 年代初，上海橡胶制品

三厂试制成功橡胶导风筒，独家生产。

该产品主要用于矿井巷道鼓风机常压

定距通风，取代了以往的金属通风筒。

1965 年该厂迁重庆组建入长江橡胶

厂后，通风筒成为长江橡胶厂的产品

之一。在生产过程中经过几次较大的

工艺改进，质量不断提高，并开发出防

静电阻燃导风筒和各种异径导风筒。

产品有直交等径三通管、直交异径三

通管，斜交等径三通管、斜交异径三通

管，异径直管、弯筒等规格。该产品在

全国同行业多次评比中名列前茅。

1966～1985 年累计生产各种导风筒

59．13 万条，平均年产近 3 万条。

船舶用胶布气囊 1982 年，重庆长

江橡胶厂用两层 8×8 棉帆布做骨架

材料，两面及中间各贴夹一定厚度的

橡胶层试制船舶上下水胶囊。它具有

较高的气密性和耐老化性能，可代替

传统的船舶上下水设施，能节约大量

木材和资金，且能提高工效，减轻劳动

强度。该产品通过技术鉴定后，已开始

生产，投放市场。

胶布劳动保护用品 重庆长江橡胶

厂生产的单面、双面耐油、耐酸、耐碱

胶布，制作成劳动保护用品，广泛用于

化工、印染、电镀、食品等行业。加工制

作橡胶布防护用品的还有重庆橡胶制

品二厂等企业。产品有胶布围腰、工作

服、背带裤、反穿衣等等。

绝缘胶布 重庆长江橡胶厂生产

的“狮”牌绝缘胶布驰名全国，是 50 年

代上海厚生橡胶厂(后并入上海橡胶

制品三厂)的著名产品，随“三线建设”

迁渝后继续生产的老产品。它以纤维

织物涂刮上绝缘胶料制作，主要用于

380 伏电压以下的导线包扎接头绝

缘，是使用广泛的产品。该厂 1985 年

绝缘胶布年生产能力达 450 万卷。



第二节 橡 胶 杂 件

除前述及乳胶制品以外的橡胶制

品通常被称为橡胶杂件。橡胶杂件所

含品种甚多，其范围也无严格的界定，

但主要的橡胶杂件有密封件、减震件，

橡胶板、胶辊和医疗、文体橡胶制品等

等。

密封橡胶制品 密封橡胶制品的种

类繁多，仅重庆市常年生产的就有 1

万多个品种规格。它用于防止流体介

质从机械、仪表中的静止部件或运动

部件泄漏，并防止外界灰尘、泥沙及空

气(高真空)进入密封机构内部。最常

用的有油封“O”型圈，各种断面密封

圈、隔膜、阀垫、密封垫圈以及房屋、车

辆、门窗密封条等。四川生产的企业也

较多，重庆有长江橡胶厂、重庆橡胶制

品一、二、四、五厂等 40 家；成都有红

旗橡胶厂、成都橡胶二厂等中小企业

数 10 家。此外还有四川橡胶厂、自贡

橡胶厂、内江市橡胶厂、岳池县翻胎

厂、富顺县庆华橡胶厂、西昌市橡胶制

品厂等。生产橡胶密封的小型加工企

业几乎遍及全川各地。在化工系统外

生产橡胶密封件的还有：中国民航成

都飞机维修工程公司密封件厂、中国

民航广汉长空橡胶密封件厂、铁道部

工程二局机械厂橡胶车间等单位。四

川生产的橡胶密封件有普通的、高档

的、独具特色的，产量也比较大。成都

橡胶二厂生产的汽车密封条系列产品

就有 300 余种，年生产能力 180 吨，产

品销往沈阳、北京、南京等 17 个省市，

190 多个单位。中国民航成都维修工

程公司密封件厂生产的油封和“O”型

圈密封件除用于一般民航客机、进口

大型载重汽车外，还获得波音 737—

300 型客机 B 类级别的生产许可证。

中国民航广汉长空橡胶密封件厂的产

品，除用于该单位的 200 多架飞机使

用外，还供四川化工总厂、长城钢铁

厂、长江液压件厂、长江起重机厂等单

位配套。对多种配套产品获部优、省优

产品称号起到重要作用，其中长江挖

掘机获机械部银质奖。

橡胶减震制品 利用橡胶制成的减

震制品具有良好的减震、隔音、缓冲的

效果。四川生产橡胶减震制品的有重

庆长江橡胶厂、重庆橡胶制品二厂、重

庆庆华橡胶厂、成都翻胎厂、自贡橡胶

厂、重庆橡胶技工学校校办工厂等企

业。重点是重庆长江橡胶厂。主要产

品有用于桥梁的橡胶支座；用于各种

车辆悬挂系统、飞机着陆机构、气动仪

表、气动刹车等方面的橡胶空气弹簧；

用于航空、汽车、化学、仪表、食品工业

等方面的海绵橡胶制品；用于铁路水



泥枕木和路基之间起缓冲减震保护作

用并对信号系统起电绝缘的橡胶轨枕

垫；还有用于印刷机压力辊筒包衬、橡

胶制动片、密封垫的软木橡胶制品。这

类产品根据用户所需要的质量和数量

进行生产。

橡胶板 1977 年四川橡胶厂试制

球磨机护里橡胶衬板，经过多次试验

和 改 进，1978 年 在 重 庆 水 泥 厂的

2．2 m×13m 球磨机上安装使用，代替

原来的锰钢衬里护板，取得较好的效

果。橡胶护里衬板比锰钢衬里护板使

用寿命长、重量轻、运行中噪音少、维

修方便。该产品为磷肥行业及其他球

磨机上普遍采用。四川生产橡胶板的

还有重庆长江橡胶厂、重庆橡胶制品

一厂。产品有普通胶板和特种胶板两

大类，可用于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

以及制造橡胶垫圈、密封垫、缓冲垫、

地坪板等等。

胶辊 成都红旗橡胶厂 1963 年成

立胶辊生产组，派人赴上海学习，准备

设备，试生产初期胶辊脱壳，内有气

泡，硬度不均。复去上海学习，并自力

更生革新设备和工具，于 1964 年 5月

生产出符合化工部颁标准的胶辊，成

本接近上海的水平，用于印刷、印染、

造纸行业受到好评。1972 年该厂的胶

辊作为定型产品，供应西南地区的印

染、纺织、造纸、制革、制糖行业使用。

1979 年该产品扩大到塑料、胶合木板

行业使用，年生产胶辊加工使用橡胶

能力 50～60 吨。1980 年建立胶辊生

产车间。1963～1985 年，该厂累计生

产胶辊 447 万立方厘米，最高年产量

为 1985 年的 7249 立方厘米。

医疗橡胶制品 四川先后生产医疗

橡胶制品的企业有重庆长江橡胶厂、

成都红旗橡胶厂、重庆中南橡胶厂、重

庆橡胶配件厂等企业。产品有为抗菌

素、盐水、眼药水包装配套的瓶塞：牙

科用砂轮、子宫球托、人造关节、急救

呼吸器等。

橡胶文体制品 四川生产这类产品

的企业有重庆合川橡胶丝厂、重庆嘉

陵乳胶厂、江北橡胶制品厂等企业。产

品有擦字橡皮、橡皮球、乒乓球拍胶

面、橡皮线、橡皮圈等。重庆江北橡胶

制品厂生产的擦字橡皮每年还有部分

产品出口外销。



乳胶制品是利用胶乳作为原料的

制成品。大体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浸渍

制成品，有工业手套、绝缘手套、家用

手套、医用手套、避孕套、气象气球、节

日气球、玩具气球、足、篮、排球的球胆

等等。第二类是乳胶海绵制品，有气

车、摩托车坐垫、沙发垫、海绵床垫等。

乳胶海绵比泡沫塑料弹性优良，吸收

振动好，耐压缩疲劳，透气，吸音，保

温，比重小，便于加工成形。第三类是

乳胶压出制品，有乳胶丝、输血胶管、

听诊管等。另外还有注模制品及其他

乳胶制品，种类甚多，应用广泛，发展

较快。四川绝大多数品种均能生产。

再生橡胶是利用废旧橡胶制品中

的橡胶，经过物理或化学加工，使其重

新获得使用价值。它既是橡胶工业的

产品，也是橡胶工业的重要原料。四川

再生橡胶的生产已初具规模。

第一节 乳 胶 制 品

1949 年前，重庆利华橡胶厂已生

产乳胶手套。该厂 1960 年建立乳胶生

产车间，生产耐酸碱乳胶胶管、医用手

套、输血管等乳胶制品。

1967 年，重庆长江橡胶厂试制军

用探空气球建立乳胶车间，1973 年改

产乳胶海绵、乳胶手套、乳胶输血、输

液管、听诊器胶管等产品。1981 年成

都市翻胎厂生产乳胶海绵、汽车座垫

等产品，并更名为成都乳胶制品厂

(1984 年后名成都橡胶二厂)。

1985 年，重庆市又相继新建乳胶



制品生产线 8 条，其中长江橡胶厂 2

条，中南橡胶厂 4 条，嘉陵乳胶厂 2

条。由于全国乳胶制品产大于销，除重

庆嘉陵乳胶厂继续生产乳胶手套外，

其余各厂均已停产。

1985 年，重庆长寿化工厂用氯丁

乳胶生产氯丁乳胶沥青，为建筑物的

防火、防水提供了优质新型建筑材料。

第二节 再 生 胶

1964 年，化工部投资重庆中南橡

胶厂在南岸车间建成再生胶生产装

置。1965 年并入重庆长江橡胶厂。后

几经扩建年生产再生胶能力达 4000

吨。生产再生胶的方法有两种：水油法

生产鞋类用的再生胶；油法生产胎类

用的再生胶。生产再生胶的还有重庆

庆华橡胶厂、重庆九龙坡区八桥乡橡

胶厂、自贡市沿滩区卫坪橡胶厂。曾生

产过再生橡的有自贡橡胶厂、自贡市

大安再生胶厂。

1963 年，重庆市废旧物资回收公

司在江北区董家溪兴建重庆再生胶

厂，1985 年 生产能力达到 4000 吨。

1964～1985 年仅重庆市(含化工系统

外)累计生产再生胶 1．71 万吨。我国

是天然橡胶的进口国，再生胶的生产

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本章记述的是特种标准材料和特

种需要的部分橡胶制品。产品有硬质

橡胶棒、板，硅、氟橡胶制品，微孔橡胶

隔板等。

第一节 微孔橡胶隔板

1961 年，上海橡胶制品三厂、沈

阳蓄电池研究所、山东淄博 481 厂军

工处为军工配套及出口古巴、越南，共

同研制微孔橡胶隔板，于 1962 年研制

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该产品用于各种

型号酸性蓄电池分隔正、负极，故俗称

电夹板。在微孔橡胶隔板研究成功前，

蓄电池的隔板是用红松木制成。木隔

板不耐腐蚀，使用寿命短；电阻大，要

降低蓄电池的放电性能；且充电时放

出氢气，易造成爆炸。使用微孔橡胶隔

板后大大提高了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和

性能。1964 年产量达到 800 万片(按

标准片计)。1965 年上海橡胶制品三

厂迁重庆合组长江橡胶厂。1966 年生

产 1812 万片。1975 年 12 月，长江橡

胶厂改制电夹板压槽机一台，于 1976

年试制出电夹板压槽片投入生产。这

种新产品使电性能质量有所提高，放

电寿命更长，每万片还可节约 25 公斤

橡胶，年生产 1000 万片即节约橡胶

25 吨，且避免了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污

染。1978 年，国家计委下达电夹板车

间改造计划。经改造后电夹板年生产

能力 达到 3000 万片。1979 年生 产

4185 万片。1967～1985 年累计生产

4．46 亿片。1985 年生产 3906 万片。

重庆长江橡胶厂在生产电夹板中



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电夹板车间 1979

～1982 年连续获部、省 Q C 成果奖。

1981 年电夹板被评为四川省优质产

品。1982 年微孔橡胶隔板获国家质量

银质奖。

第二节 硅、氟及其他橡胶制品

硅橡胶制品 1980 年，化工部晨光

化工研究院二分厂开始研制和生产硅

橡胶制品，主要是密封件。原料系该院

自产的硅橡胶配以填料和硫化剂等，

经炼胶、定型、硫化制成硅橡胶产品。

1980 年生产 61 千克，最高年产量为

1983 年的 174 千克，1985 年生产 126

千克。

氟橡胶制品 1981 年，化工部晨光

化工研究院二分厂，使用自产的氟橡

胶加填料、硫化剂等，经加工制成氟橡

胶产品，主要有氟胶圈和各种异型件。

1981 年生产 602 千克，最高年产量为

1984 年 的 1400 千 克，1985 年 生 产

772 千克。

X Y401胶粘剂 1974 年，重庆长江

橡胶厂用氯丁橡胶和酚醛树脂为主要

原料配制成冷粘胶剂—— X Y 401 胶

粘剂。广泛用于航空、造船、汽车、无线

电和建筑等行业。可在常温下自粘或

互粘金属、玻璃、硫化橡胶、皮革、织物

等材料。该胶粘剂开始时为双组分，使

用时要先合，后经研究改进为单组分，

使用更加方便。该产品 1978 年正式定

型，1980 年投入批量生产。

聚氯乙烯篮胶带 1961 年，上海橡

胶制品三厂采用聚乙烯薄膜刮胶，经

过 113 次试验获得成功。该生产是军

民两用产品，主要供变压电线、电缆接

头的包扎。该厂迁重庆后，长江橡胶厂

继续生产。1976 年产量达到 10 万圈，

1985 年生产 33 万圈。

第三节 军用特种橡胶制品

橡胶制品大都可以军、民两用，军

用品的质量要求更高，规格品种与民

用也不完全一样，也有专为军用的橡

胶制品。四川自1940年建立橡胶工业

以来就为军需、民用服务。抗日战争期

中重庆中南橡胶厂就为军需提供翻新

轮胎 4 万余条。1946～1949 年的国内

战争期间，重庆中南、利华橡胶厂又为

国民政府军需部生产大批军用翻新轮

胎和胶鞋，并借以维持企业的生存。



1950 年重庆的中南、利华橡胶厂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赶制了大批军

用防雨、防水等橡胶制品。1954 年，中

南、利华两厂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西藏部队提供大批防震、防水胶件和

胶靴等军用品。60 年代，中南橡胶厂

杂件车间并入长江橡胶厂。在此期间

试制和生产的军用品有：重型炮车的

油管、皮碗、刹车片(带)等配件 50 余

种；飞机、火炮、坦克的特殊垫圈 150

余种，皮碗 20 余种；发报机、收音机的

特殊垫圈 80 余种；军用特殊电线 10

余种，共计 30 多个规格，300 多个品

种。1960 年，重庆中南橡胶厂还接受

试制国防尖端产品的橡胶件配套任

务，并建立军工产品试制工段。1961

年完成试制任务，并投入生产。主要品

种有：高级耐油胶管，特殊海绵胶垫，

特殊硬质胶棒，特殊电线、电缆，高级

耐寒胶垫，坦克海绵特殊轮胎，火炮特

种胶件等 400 余种。1965 年中南橡胶

厂接受和完成试制 500～1000 公斤的

气球和防毒手套的任务。1968 年，根

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建成

军工产品生产车间，增添了设备，锻炼

和培养了一批生产军需产品的技术力

量和工人。其中军用钢丝编织胶管，曾

被评为全国第一名。检验测试仪器也

比较完善，其中有 18 万次高精度测试

仪。该厂已能接受西南地区绝大部分

军需橡胶配件的试制和产品订货。重

庆长江橡胶厂也是生产军用橡胶制品

的主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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