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81 年 7 月，四川总督丁宝桢上

书朝廷奏准在成都南门外古家坝修建

火药局，仿造洋火药(按外洋工艺配方

生产的黑火药)，1883～1885 年产量

2．4～10 万公斤。1905 年，四川总督锡

良在成都东门外建兵工新厂(今南光

机器厂址)，内设白药厂，外购原料配

制白药(雷汞与氯酸钾的混合炸药)。

1932 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

间，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在四川通江县

城南岭、旺苍县黄洋场等地设兵工厂

配制火药。

1937 年，杨德纯(贵州人)等在重

庆巴县鱼洞溪周家坝筹建巴县群力工

厂生产黑火药，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核准登记，1938 年 6 月营业，有职

工 40 余人、资本 20 万元，月产黑火药

15 万公斤，称之为黑色开山炸药，供

川、滇、黔三省筑路、城塞、机场、防空

等工程之用。

1939 年，国民政府联勤总部兵工

署筹建长寿氯酸钾厂(二十六兵工

厂)，1940 年购买美国专利葛洛琴式

电解槽及氯酸钾成套设备技术，于

1943 年 7 月动工，1945 年 1 月投产。

氯酸钾、氯酸钠年产能力 500 吨，最高

年产量 475 吨。1949 年 8 月奉署令月

产钾桐炸药 10 吨，用于开山筑路。新

中国建立后，长寿氯酸钾厂由西南军

政委员会工业部接管，先后更名为三

○一厂、长寿化工厂。于 1951 年恢复

氯酸钾生产，用于火柴等民用工业原

料，其钾桐炸药未恢复生产。为适应经

济建设对炸药的需求，一方面恢复与

发展黑药，解决燃眉之急，一方面研制

开发新品种以适应长远需要。1950 年

巴县群力厂恢复生产，资本 1000 元，

月产黑火药 40 吨，1951 年产量 558



吨。在重庆相继开业的还有大成黑药

社、新力黑药厂、大力黑药厂、劳联黑

药厂等，有资本 9314 元，职工近 100

人，月产黑火药 470 余吨。1952 年西

康省工业厅批准筹建雅安化工厂，于

1953 年 4 月投产，生产黑色炸药，到

1956 年累计生产 777 吨。

四川黑火药品种分开山火药、猎

户火药、鞭炮火药和导火索黑火药。这

4 种黑火药均由白硝(硝酸钾)、硫磺

与木炭经加工碾细后混制而成。生产

配方因用途不同而异，硝、磺、炭的配

料 比分别为：开山火药为 62 ：22 ：

16；猎户火药 80 ：12 ：8；鞭炮火药为

70 ：12 ：18；导火索用黑火药为 65 ：

27 ：8。各种配料比因天时、生产条件

等的变化而变动，各厂不尽相同，加料

量的波动范围允许在±2 以内。

黑色火药生产采用传统手工业方

式，生产工具为箩筛、药机、石碾、蒸汽

锅等。生产工艺及设备简单，可短期见

效。

在黑火药恢复生产同时，开发新

炸药品种。50 年代初先后有清山矿业

化工厂重庆分厂(1951—1952)、私营

庚午化工社(1953)试制胶质炸药、硝

铵 炸药等。因发生燃烧、爆炸停业。

1955 年雅安化工厂开始试制硝铵炸

药，1956 年试制成功，1957 年投入批

量生产。继后又试制雷管、导火索成

功，相继投产。同年 10 月重庆八四五

厂硝铵炸药投产，黑火药逐步为硝铵

炸药取代。民用爆破器材工业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60 年代初，四川民爆器材工业已

有 5 个专业厂(部属 2 个、省属 1 个、

地方 2 个)年产炸药 15551 吨、火雷管

1255 万发、导火索 981 万米。随着生

产规模的扩大，安全生产引起关注。

1958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和平化工厂

(公私合营，1958 年 9 月筹建)试产胶

质炸药、硝铵炸药，因硝铵与硫化锌混

合包装自然爆炸，工厂停办；1960 年

10 月 9 日重庆煤管局化工厂(八四五

厂)炸药车间 101 号工房爆炸，造成

15 人死亡、2 人重伤、51 人轻伤，厂房

受损面积达 4310 平方米。1961 年民

用爆破器材企业贯彻调整方针，停产

整顿，调整后相继恢复生产并扩大生

产规模。1973 年 6月 22 日上午 10 时

达县地区渠江化工厂炸药房爆炸，造

成 11 人死亡，10 人重伤，14 人轻伤，

炸毁厂房 30 间，室内设备与原材料全

部炸毁，直接经济损失 5 万余元。1975

年 11 月恢复生产。发生事故的主要原

因是：执行安全生产规范不严，部分生

产设施和产品生产定点不符合安全生

产规范要求。

70 年代中后期，为适应“农业学

大寨”改土造田对民爆器材的需要，由

省列为化学工业重点支农产品之一，

并补贴投资，按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

计安全规程等有关法规进行技术改

造，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安全保障措施，



相应扩大生产能力。改造后，经验收合

格由兵器工业部核发生产凭照才能生

产。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四川民爆器

材企业普遍实现了规范化安全生产。

到 1985 年，四川已有经兵器工业

部核准的民爆器材企业 29 个，其中生

产炸药、导火索或雷管的企业 28 个，

核定炸药年产能力 9 万余吨，雷管

1．75 亿发，导火索 1 亿米，射孔弹 20

万发。系统内县以上全民所有制企业

12 个，1985 年工业总产值 4751 万元，

固定资产原值 3277 万元，利润 942 万

元，职工 3765 人。



四川现代炸药以硝酸铵(简称硝

铵)为主要原料与梯恩梯、油、硫磺等

可燃可爆性物质混合制成，统称为硝

铵炸药。主要品种有铵梯炸药、铵油炸

药、铵邻炸药、铵磺炸药等，1985 年总

产量为 5．7 万余吨，可以满足不同用

户需要。

硝铵炸药具有化学安定性好、制

作使用安全、爆炸后无固体残渣、成本

低、原料丰富等特点，在四川得到广泛

应用与迅速发展。

炸药生产技术，在 60 年代以“牛

拉碾、手工铲、木棒锤、铁锅炒”等作坊

式手工生产，70 年代初采用单辊狠牙

破碎机与高温重砣法混碾、干燥，实现

机械化操作。70 年代末陆续采用筛凉

药机、装药机、八面形球磨机、皮带运

输机、卷纸管机、自动捆扎机、塑料热

合机等，实现全过程机械化。80 年代

中已采用由热电阻和动圈指示仪组成

的测温系统，测量蒸汽和热风温度。

第一节 铵 梯炸 药

四川铵梯炸药品种有 1、2 # 岩石

炸药和煤矿炸药。1955 年雅安化工厂

借用贵阳化工厂硝铵炸药技术资料

(产品说明书)，以 1 台干燥机和 1 台

千分之一天平等简单设备试制硝铵炸

药。先后进行 17 次不同成分的配制，

10 次殉爆测定，2 次大包装爆炸试验，

3 次猛度试验，3 次防潮试验获成功。

1956 年 12 月 11 日以 10 公斤产品由

矿冶局试验效果良好，遂由国家投资



16．7 万元建生产车间，于 1957 年 10

月投产，生产能力可达年产 2000 吨，

1958 年产岩石炸药 1211 吨。西昌化

工厂 1959 年岩石炸药投产，1960 年

生产 1645 吨。1965 年由省计委批准

投资 240 万元和 160 万元扩建雅安化

工厂岩石炸药规模年产 6000 吨，西昌

化工厂岩石炸药规模年产 2000 吨，于

1970 年竣工投产。1966 年后，先后有

旺苍化工厂、江阳化工厂、美姑化工

厂、南部化工厂、渠江化工厂、渡口四

二四厂筹建投产，生产岩石炸药。

炸药配方( % )，1 # 岩石炸药硝酸

铵 82±1．5、梯恩梯 14±1、木粉 4±

0．52，2 # 岩石炸药硝酸铵 85±1．5、

梯恩梯 11±1、木粉 4±0．5。用于无瓦

斯粉尘爆炸危险的井巷开拓中硬度岩

石爆破作业。两者均为早期生产的铵

梯岩石炸药，后因 1 # 岩石炸药适用

范围较窄停止生产。

铵梯炸药加适量食盐作消焰剂制

成的炸药，对瓦斯煤尘有良好的安全

性，用于采煤爆破作业，称煤矿炸药，又

称煤矿安全炸药。品种有被筒炸药、2

# 、3 # 煤矿炸药。被筒炸药可用于超

级瓦斯矿井采煤爆破作业。

重庆煤管局化工厂(八四五厂)于

1958 年 10 月土法生产煤矿炸药，至

1960 年产 2 # 煤矿炸药 5454 吨，3 #

煤矿炸药 799 吨。1962 年停产调整，

1965 年煤炭部批准复产扩建，从抚顺

十一厂调来职工 53 人组织恢复生产，

当年生产煤矿炸药 3721 吨。

五机部泸州化工厂于 1961 年开

始生产煤矿炸药(现由该厂五分厂生

产)，当年生产 2 # 煤矿炸药 314 吨，3

# 煤矿炸药 861 吨。

70 年代，随着四川煤炭工业的发

展，对炸药需求增大。西昌化工厂于

1977 年增加煤矿炸药生产线，当年生

产 3 # 煤矿炸药 1085 吨；1980 年旺苍

化工厂 3 # 煤矿炸药投入生产。70 年

代后期，筹建的沪州横江化工厂、富顺

化工厂生产 3 # 煤矿炸药，渡口四二

四厂生产 3 # 煤矿炸药和被筒炸药。

经兵器工业部核准四川 7 个厂生

产铵梯炸药，年生产能力 59500 吨，

1985 年，产量 38783 吨。

第二节 铵油炸药、乳化炸药

铵油炸药是以硝铵、柴油(或机

油)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炸药。1956 年

开始在露天矿山、农田水利、筑路等工

程使用。60 年代由攀枝花矿务局(简

称攀矿)八四六厂生产铵油炸药，1965

年绵阳化工厂曾试制铵油炸药 45 吨，

1966 年转产雷管、导火索。铵油炸药

化学配方硝铵 92±1．5、柴油 4±1、木



粉 4±0．5，具有原料丰富、制造简单、

成本低等特点。70～80 年代峨边县化

工厂、绵竹县化工厂、彭县红光化工

厂、营山县化工厂、万源化工厂、万县

化工厂和垫江化工厂相继生产铵油炸

药。这 8 个企业均经兵器工业部核准

生产，年产能力 2 万吨，1985 年产量

9889 吨。

1972 年，为解决水孔爆破难题，

攀矿八四六厂会同攀矿兰尖铁矿、长

沙矿冶研究所试制以槐豆胶为凝剂的

槐 1 # 、槐 2 # 浆状炸药。1977 年 9 月

通过冶金部技术鉴定，投入批量生产。

80 年代初该厂乳化炸药试制成功后，

浆状炸药停产。

乳化炸药是由乳化剂将硝铵溶液

掺和在燃料油中形成乳化胶液，再经

敏化制成的混合炸药，是 70 年代的新

型工业炸药，具有制造安全、生产中尘

毒危害小、抗水性强、能用雷管直接起

爆的特点，用于水下工程爆破作业。

1982 年 3 月雅安化工厂经批准定点

生产乳化炸药，产品质量经兵器工业

部二○四所和雅安地区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所检验，技术性能达到一级岩石

乳化炸药标准。1985 年兵器工业部核

准乳化炸药年产能力 1000 吨，当年生

产 592 吨。

第三节 铵邻炸药、铵磺炸药及其他

铵邻炸药是以邻位硝基苯作敏感

剂与硝铵混合制成的炸药，适用范围

及爆炸威力 与 2 # 岩石炸药类似。

1971 年重庆南桐化工厂开始生产，继

有綦江东溪化工厂生产。1985 年，兵

器工业部核定两厂年生产能力各为

3000 吨，年 产 量分 别 为 1957、1740

吨。

铵磺炸药是由硝铵、硫磺、木粉混

合制成的粉状炸药，适用于露天爆破

作 业。化 学 组 份，硝 铵 88 % 、硫 磺

4．5 % 、木粉 7．5 % ，是在农田水利建

设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土炸药。三台县

化工厂生产。该厂经多年实践，制定铵

磺炸药企业标准。1985 年由四川省化

工厅、省标准局组织审定，形成《铵磺

炸药》川 Q 798—85 标准。兵器工业部

核定该厂铵磺炸药年产能力为 4000

吨，1985 年产量 4536 吨。

石油射孔弹用于石油深井射孔，

由四川石油射孔弹厂独家生产。该厂

建于 1970 年 10 月，厂址在隆昌县两

道桥。1971 年 2 月试制成功圣灯Ⅰ型

玻璃射孔弹。为适应石油深井与超深

井的钻探需要，1977 年和 1979 年又

相 继 生 产出火 炬Ⅱ型玻 璃射 孔 弹、

W S—85 射孔弹和 W S—103 射孔弹。

1985 年生产能力达 20 万发。



雷管(又名 85 # )是一种起爆器

材，广泛用于采矿、筑路、农田水利建

设等各类爆破作业。

1956 年，雅安化工厂试制硝铵炸

药，同时试制火雷管(又名 8 # 雷管)。

1958 年试制成功以雷汞为起爆药的

火雷管，并于当年投产，产量 15 万发。

1959 年西昌化工厂火雷管投产。1960

年 生产 60 万发，1961 年生产 48 万

发。1960 年重庆八四五厂火雷管投

产。1960 年，3 个 厂生产火雷管 约

5000 万发。

1961～1963 年国民经济调整，雷

管一度停产。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

1965 年重庆八四五厂火雷管复产。

1965 年 8 月，绵阳化工厂组织火雷管

试制工作，10 月试制火雷管 1000 发，

经省机械厅鉴定效果良好，引爆率在

90 % 以上。1966 年初，由四川省计委

批准在该厂新建雷管车间，年产 8 #

雷管 1000 万发，投资 60 万元，1971

年初竣工投产，实现半机械化生产，年

产雷管 1500 万发。

1966 年 11 月 省机械厅、省物资

厅在绵阳召开土法生产雷管现场会，

解决全省火雷管缺口 3000～8000 万

发的供需矛盾。是年，五机部兵工局在

合川筹建华川机械厂，生产火雷管。重

庆八四五厂于 1966 年 4 月 12 日与

10 月 15 日先后试制成功瞬发电雷管

与毫秒延期电雷管。

1977 年 4 月，省批准绵阳化工厂

扩建，雷管生产规模由 1500 万发增到

5000 万发，总投资 325 万元。1977 年

11 月上旬动工，1980 年 5 月竣工投

产。

农田水利建设推动了雷管工业的

发展，1977 年全省雷管产量达 8178

万发。1978 年初，省化工局指示各雷

管生产厂尽可能增产。是年，雷管产量



达 9522 万发，创历史最高水平。

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农田水

利建设规模缩小，火雷管需求随之锐

减，产品严重胀库，绵阳化工厂一度停

产。当年全省雷管产量减少到 7318 万

发，仍大部分库存积压。为摆脱因境，

改变单一品种生产现状，1979 年 5 月

绵阳化工厂组织电雷管、导爆索、导爆

管试制。1980 年 4 月，纸壳瞬发电雷

管与覆铜壳 1～20 段毫秒电雷管相继

试制成功。1981 年，瞬发电雷管由五

机部纳入生产计划。1981 年 1 月，毫

秒电雷管试生产。次年 8 月，通过省级

鉴定，1983 年列入生产计划。同年试

制成功煤矿使用的瞬发电雷管，之后

由省化工厅、省煤炭管理局同意该厂

为定点生产企业。

1985 年有雷管生产企业 4 个，由

兵器工业部核定雷管年生产能力为

17500 万发，其中火雷管 12000 万发、

瞬发电雷管 3800 万发、毫秒电雷管

1700 万发。雷管生产量 12076 万发，

其中火雷管 7725 万发。

第一节 火 雷 管

火雷管是以火焰冲能引爆的雷

管，由管壳、加强帽、起爆药、猛炸药等

装配而成。

管壳，可用金属材料，也可用塑料

管、纸管。纸管强度可满足雷管要求，

且价格低廉，加工简便，因此四川火雷

管均用纸管壳。绵阳化工厂于 1971 年

设计自制滚剪机切纸卷，取代手工刀

切。1985 年改为 D W 26×144 型多刀

(片)切纸机，切纸工效提高 2 倍多，保

证了纸卷质量。卷管粘胶液，最早用甘

洛素与水配制，胶液容易变质影响粘

结性能，80 年代普遍采用聚乙烯醇水

溶液作粘结剂。火雷管加强帽，70 年

代用紫铜带冲压制作；80 年代改用铁

加强帽，外购供应。火雷管以二硝基重

氮酚为起爆药，黑索今为猛炸药。1966

年 4 月，重庆八四五厂用自制二硝基

重氮酚作起爆药。是年 7月绵阳化工

厂试制成功，8 月投入小批量生产。

二硝基重氮酚有钠盐法与盐酸单

一加料法两种工艺。宜宾六七三厂采

用盐酸单一加料法制造，产品流散性

和耐压性好，得率高，废水量较少。其

他厂采用钠盐法生产。1980 年绵阳化

工厂新建烘房竣工，采用真空干燥器

烘药工艺，取代 70 年代的蒸汽管道烘

架烘干工艺，工效高，安全性好。

四川雷管生产采取两次装药法，

一次用钝化黑索今，要求钝感剂含量

不大于 7 % ，水分不大于 0．1 % ，假比

重为 0．66～0．80g／c m 3，粒度 22～100



目筛全过，装药后需压紧。二次装药为

造粒黑索今的松装药，在黑索今中加

入浓度为 30 % ～35 % 的酒精虫胶漆

液，钝感剂含量不大于 3 % 。

雅安化工厂和西昌八五六厂，

1958 年用手扳压力机装配火雷管，一

次装配 20 发。1965 年，绵阳化工厂试

制火雷管，用筷子卷纸管，以梨木钻孔

成模具，用高板凳、老虎钳等当装压设

备，装配雷管。1971 年初，该厂新建雷

管生产线竣工投产，实现连续生产工

艺和雷管装配半机械化生产。所用模

具为 50 孔的酚醛布板，采用卷管机卷

管，生产批量化。1976 年以弹簧式压

力机取代可倾式压力机压黑索今，提

高压药密度，使雷管起爆能力更为可

靠。1979 年在装、压药机主轴上增加

杠杆装置，使防扩窗联动开关，根除了

事故隐患。

80 年代绵阳化工厂和宜宾六七

三厂扩建的雷管生产线，采用国内 70

年代中期先进工艺技术，用皮带运输

机输送模具，装药由直接装压法改为

药柱分装法，增加清擦内附药与接缝

涂漆等工序，克服了直接装压法常出

现的黑索今底部密度小、上部密度大、

不利于雷管起爆与爆轰等弊病，使雷

管威力更为可靠。

第二节 电 雷 管

电雷管是用电能引火的雷管，由

火雷管与电引火装置组成。1980 年 6

月，重庆八四五厂试制成功煤矿使用

的电雷管。以延期时间分为瞬发电雷

管与毫秒延期电雷管。电雷管引火装

置，又称引火元件，采用金属丝炽热式

电引火。

瞬发电雷管，适用于地面和无瓦

斯矿尘爆炸危险的井下大面积瞬间一

次爆破作业。1966 年 4 月，由重庆八

四五厂率先试产成功瞬发电雷管。

1980 年 1 月，绵阳化工厂也试制投

产。采用直插式工艺，将纸垫脚线的桥

丝插入无加强帽的火雷管起爆药中，

灌硫磺把电引火元件与火雷管合为整

体。由于起爆药较敏感及操作者心理

影响等原因，直插式瞬发电雷管难以

避免因纸垫与起爆药之间有空隙所造

成的“倒立半爆”质量问题。电炉熔化

硫磺，除硫磺气体对人体有害外，且易

产生杂散电流、漏电等问题，给安全生

产造成重大隐患。1980 年 6 月，重庆

八四五厂瞬发电雷管装配改型为卡口

式工艺。绵阳化工厂于 1984 年底也完

成工艺改型，1985 年 3月开始全部生

产卡口型产品。

卡口式瞬发电雷管，由注塑脚线

与火雷管(成品)装配而成，用镀锌铁



箍卡将两者结合成整体，卡口式电雷

纸管壳长 50 m m ，注塑塞脚线药头重

15 ～ 20 m g，塑 料 塞 直 径 5．8 ～

5．9 m m，高度为 11±0．1 m m 。电雷管

卡口机采用电动式，1985 年改为气动

式。

毫秒电雷管是由瞬发电雷管注塑

塞脚线与火雷管之间增加一个延时装

置组成的复合体，以毫秒计延期时间。

此雷管也叫微差雷管。

毫秒雷管适用于毫秒爆破，各组

药包爆炸时间间隔极短(一般是 10～

50 m s)。当前一组药包刚爆炸，爆轰波

在周围介质中产生尚未消失时，后一

组药包就起爆，毫秒爆破对岩石的粉

碎爆破效果好，可提高炸药的利用率；

爆炸地震波小，适用于大爆破、无底柱

爆破和光面爆破。

1966 年 10 月 15 日重庆八四五

厂毫秒雷管投产。绵阳化工厂于 1980

年 4 月试制成功，1981 年 11 月 投入

批量生产。四川毫秒雷管为装配式结

构，先将延期药装在金属长内管，再与

电引火元件和火雷管组装在一起。长

内管原为铜管壳，80 年代起重庆八四

五厂用覆铜铁管壳，采用铅丹、氧化硅

延期药，配料比为 6 ∶2，加入适量硫

化锑调整延期药的燃速。绵阳化工厂

采用长内管直接装延期药；重庆八四

五厂采用铜管法延期药。

1980 年 5 月，重庆八四五厂工程

技术人员涂学明提出在猛炸药中加入

消焰剂的建议，为抚顺煤炭研究所采

纳，共同研制出加入消焰剂的电雷管。

经抚顺研究所检验，在含沼气 9 % 的

混合空气中引爆时，沼气爆炸率为零，

定名为煤矿安全电雷管。

1981 年 5 月，重庆八四五厂安全

瞬发电雷管通过煤炭部鉴定，定名为

煤矿许用瞬发电雷管。1983 年该厂许

用瞬发电雷管荣获四川省优质产品称

号和国家新产品金龙奖；1984 年荣获

四川省科技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经委技

术革新技术协作优秀成果奖。

许用电雷管生产工艺除加消焰剂

外，与普通电雷管相同，产品质量检测

增加沼气安全性项目。由国家指定淮

北煤炭研究所为抽样检验单位。检验

周期为一年，平时由厂检验保证。



起爆器材有导火索、导爆索、塑料

导爆管。导火索是四川主要的索状起

爆器材，1985 年产量 5225 万米。导爆

索 与 塑 料 导 爆 管 用 量 很 少，1980～

1982 年有少量生产。

第一节 导 火 索

工业导火索又称 86 # 产品，民间

又有导火线之称。导火索是以具有一

定密度的粒状或粉状黑火药为药芯，

用棉线、纸条与沥青等材料包缠而成

的圆形索状起爆器材，用于传递火焰

以引爆黑火药药包和火雷管，也可用

作手榴弹、礼花弹、爆破筒等器材的引

爆延期体。导火索按其结构的不同，有

全棉线导火索、三层纸导火索、塑料导

火索、双层沥青导火索、褐煤导火索、

石炭导火索等品种。四川主要生产三

层纸工业导火索，用于引爆火雷管或

黑火药包。

雅安化工厂于 1955 年生产纸引

线，1957 年试制导火索成功并投产。

绵阳化工厂于 1965 年 8 月组织导火

索试制工作，次年投产。继后西昌八五

六厂、合江向阳化工厂相继生产导火

索。

黑火药是导火索的引火与传递火

焰的主要材料。生产导火索药芯的黑

火药用麻杆炭作原料。四川苎麻、红

麻、麻杆原料丰富，价格低廉，用于锻

炭方法简单(用坑灶敞烧后密闭 5～7

天，收炭12 % ～15 % )、成本低，且可节

约木材。70 年代黑火药生产先后采用



球磨机混料、远距离自动控制和机械

筛选、远距离控制工艺。

棉线加工 60 年代用木制手车纺

线。70 年代初，绵阳化工厂采用棉纺

厂淘汰的细纱机和槽简机捻线，再用

手纺车加工成线圈；1977 年采用打线

机加工线圈，淘汰手工纺车；1980 年

采用国产 G Q—66 型简子机并线与加

工线圈，A 63—1B 型捻线机并捻药芯

线与外层线，淘汰了 30 年代的并捻线

设备。

导火索棉线为全棉线，药芯线与

外层线为 21 支纱并捻 4 股。70 年代

末，绵阳化工厂曾以玻璃纤维作试验

代替棉纱，因易出现透光等质量问题，

停止试验。

纸条加工，最初用手工刀切纸或

外加工。1971 年后绵阳化工厂自制饼

状 剪 纸 机加工 纸 盘，适用 于 500～

1020 毫米卷筒纸加工，效率高，废品

少，1985 年又更新为 D W 26×244 型

切纸机。

沥青用于导火索的防潮。通常用

30 # 建筑沥青或含油量较高的 10 #

建筑沥青，或两者混合使用(视沥青化

点高低而定)。

粘胶剂用于导火索外层线与索体

粘连。60 年代采用桃胶水溶液。70 年

代后使用聚乙烯醇水溶液粘连。

1965 年 9 月，绵阳化工厂经到江

油钢铁厂学习，制成木质立式手摇制

索机，由 4 人操作。初始运转导火索质

量还好，日久即因震动大、磨损快、检

修频繁，使导火索包缠过松，产品质量

不稳定。1966 年制索机齿轮换成铸铁

件，用废架车的铁轴代替原木轴。同时

手工摇车改为电力转动机车。同年 8

月，两台铁木混合结构立式制索机投

入生产，台班产量 1000 米，两班制生

产。当年生产导火索 34 万米。1967 年

样机曾送上海展览。

1971 年，该厂根据农田水利建设

需要，自筹资金自制 8 台全铁件立式

皮带传动制索机，纺制导火索。1971～

1973 年 6 月，生产导火索 615 万米，

产量成倍提高。其缺陷是机身高、摆动

大、传动皮带易出现打滑；产品成本

高，质量不稳定。1973 年 7 月停产改

造，1976 年竣工，以外购 6 台卧式制

索机更换立式制索机，并安装计数器。

边纺制边自动收卷计数，台班产量提

高 2～3 倍，产品质量有了保证。1979

年该厂通过仿制、外购，拥有卧式制索

机 20 台(具备自动计数卷索、蒸汽溶

化沥青装置)。1984 年制索机溶化沥

青装置由蒸汽加热改为电感应恒温加

热，安全性好，沥青熔化简便，有利于

制索质量的稳定。



第二节 导爆索与导爆管

工业导爆索是传递爆轰能的索状

起爆器材，需用雷管引爆，再将爆轰能

力传递到与其相连的药包或另—根导

爆索。导爆索使用简便、安全，起爆时

不需要电源仪器等辅助设备，也不受

杂散电流、静电和雷电干扰，但禁止在

有瓦斯矿尘的矿井使用。

绵阳化工厂于 1979 年 7 月试制

导爆索，1980 年 1 月试制出以黑索今

为药芯的导爆索，经检验各项性能符

合 W J659—73 标准。2 月投入小批量

试生产，产品经冶金部长城钢厂四分

厂、建材部江油水泥厂及金河磷矿等

单位作地表实验和中深孔爆破用近

2000 米，无拒爆与瞎火，爆破效果达

到施工设计要求。1980 年 8 月省化工

局批准批量生产，当年生产导爆索 5

万米。1981 年列入试产计划，因需求

量不大，1983 年初停产。

非标导爆索，是黑索今装药量为

13±1g／m 的普通导爆索，用于有特

殊要求的爆破胀结与爆破成型工艺

中。1980 年，自贡东方锅炉厂承担了

制造大型发电锅炉任务，采用爆破胀

结管材与管板的新工艺，由绵阳化工

厂支援生产药量小于 12g／m 的导爆

索，用于管材规格为日本产 S T45．8

型直径 16 m m (壁厚 3 m m )和西班牙

产直径 16m m (壁厚 3 m m )直径 16 m m

( 壁 厚 2．5 m m )，管 板 材 质 为

18 M n M o N b，工艺要求为管材不得有

内 伤；爆 破 胀 结 的 管 材 与 管 板 在

2000k g 拉力下不脱离；爆破胀结成功

率大于 90 % 。先后试制装药量分别为

8．3、9．5、10．0、11．5、12．0g／m 等 7

种规格的导爆索，经爆破胀结工艺试

验，确认药量 10±0．5kg／m 的导爆索

为达到工艺要求的最佳规格，为东方

锅炉厂生产装药量 10± 0．3kg／m 导

爆索 1 万 m。管材与管板爆破胀结的

抗拉力达 2500k g，成功率在 90 % 以

上。

加强导爆索又称高能导爆索，黑

索今药量大于 14g／m。1981 年，绵阳

化工厂先后为四川化工机械厂、什邡

化 工机械 厂 生产 黑索 今 装 药量 为

17g／m 的导爆索，用于胀结与爆破成

型工艺。

导爆管是 70 年代出现的新型起

爆器材，又名非电导爆管，其外壳由高

压聚乙烯挤压而成，在挤压塑料管的

同时，管内壁均匀地粘附一薄层粉状

混合炸药。导爆管由火帽或雷管击发

后产生冲击波，由于管道效应稳定地

传播，再由冲击波击发同导爆管末端

相接的雷管起爆。



1978 年，绵阳 化工 厂老 产品 积

压，处于困境，获导爆 管技术 信 息，

1979 年 5 月，到湖南湘南器材厂、江

西赣州 803 厂考察导爆管生产技术。7

月组织导爆管试制组。10 月完成产品

工艺设计图纸 14 套，用 SF—G (R )一

45 型塑料挤出机进行导爆管试制。

1980 年 1 月中旬试制成功并批量生

产。当年生产导爆管 16 万米。

1981 年经省化工局同意纳入试

产计划。因需要量甚微，仅金河磷矿年

需 10 万米左右，生产能力不能发挥。

根据五机部意见，作为技术储备，于

1982 年 1 月为金河磷矿生产 1 万米

后停产。

四川省民用爆破器材产量产值表



1985 年四川省民用爆破器材企业炸药生产能力



1985 年四川省民用爆破器材企业雷管、导火索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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