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军工专用机械

产品，始于 1961 年成都量具刃具厂等

5 家工厂，当年生产军工配套产品产

值 5 万元。

1962 年为实行国防工业部门所

需专用非标准设备及新技术车辆移交

一机部归口管理的新体制，四川机械

系统接受军工专用机械产品生产的工

厂随之增多。到 1963 年底，纳入一机

部定点生产厂为 12 家，年产军工专用

机械产品产值 53 万元。

1964 年一机部在山东济南召开

全国机械工业厅(局)长会议，对调整

一线，加强三线，逐步发展内地企业，

扩大军工专用机械产品的生产能力作

了部署。为适应这一要求，中共四川省

委批准在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增设“第

二办公室”，编制 30 人，负责全省军工

专用机械产品(含无线电、机械、火工

产品和地方“小三线”建设)的产、供、

销，并实行封闭式管理。

1965 年国家计委、国防工办联合

召开“615”定点协作会议，又确定四川

机械系统新增加一批军工专用机械产

品生产厂、点。同年，国家计委下达“以

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建设

22 个项目”，其中安排四川机械系统

16 个项目，总投资 4285 万元。到年

底，生产军工专用机械产品的工厂达

17 家，年产 22 个大类的军工专用机

械产品，产值 548 万元。

1970 年四川汽车制造厂、东风电

机厂两个以生产军工专用机械为主的

工厂建成投产，同时还在一批内迁新

建、扩建企业中建成专业车间或工段、

小组，使全省军工专用机械产品生产



厂发展到 48 家，年产 30 个大类的军

工专用产品，产值 8000 多万元。所产

大型、关键装备有：C Q 260 军用越野

汽车、Q Y16 型全液压汽车起重机、防

化车、制氧车、透平制冷机、船用泵、氮

质谱检漏仪等。

70 年代，随着“三线”建设新增生

产能力的逐步形成，先后又有东方红

机 械厂(生产核生产堆和动力堆设

备)、第二重机厂一条生产线建成投

产。一批企业通过军工生产获得测试

手段的加强和制造工艺水平的提高，

加之部属企业全部下放，使四川机械

系统军工生产实力大大加强。1973 年

3 月到 1975 年，承担军工专用机械产

品生产的企业达 56 个，年产军工专用

机械产品产值 1．5 亿元，创历史最好

水平。

80 年代初期，着重贯彻落实“工

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军民

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针对军工专

用机械产品生产任务逐年下降的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重点做好重要产品

更新换代，一般产品扩大民用，保存军

工生产能力，发展近似民品生产的工

艺，撤销一批全国重复布点生产线等

项工作。到 1985 年，全系统仍有 34 个

企业保持常年生产军工专用机械产品

19 个大类，年产值 7336 万元。所产重

大关键产品有：152、130 火炮，核燃料

工艺设备 3 号、4 号机、高通量工程试

验反应堆、船用汽轮机、风动试验设

备、严密性数据监测装置等。

25 年来，四川机械系统生产军用

机械产品历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

断发展的历程，逐步形成为全国三大

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上海、辽宁和四

川)。在国家“三线”建设方针的指导

下，经一、八机部统筹规划，重点扶持，

先后安排四川机械系统承担军工专用

机械产品基本建设及技术改造投资

4．4 亿元，建成以军工生产为主的专

业厂 4 个、专业车间 28 个、专业生产

线 9 条。1980 年有 50 万大卡／时制冷

机组等 20 项产品获国防尖端科技成

果奖。“六五”计划期间，四川汽车制造

厂、长江起重机厂、东风电机厂、四川

专用汽车制造厂在军工生产任务不足

的情况下，利用军工生产技术优势发

展了一批优质民用产品。先后有中大

吨位汽车起重机、大型铸锻件、腰轮流

量计、氟塑料耐热电线电缆 4 种产品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实现产品

更新换代。1985 年国防科工委、国家

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联合召开全

国国防军工协作配套表彰大会，四川

省机械工业厅、第二重机厂、四川汽车

制造厂被授予“军工先进单位”称号。

1961－1985 年，全系统累计生产

军工专用机械产品 44 个大类(全国生

产 56 个大类)、400 多种、270 多万台，

总产值 18．6 亿元。



主要生产厂军工基建及技术措施投资情况

历年生产企业数及完成军工产值数



第一节 国家动员产品

1961 年，一机部发出“关于开展

战时机械工业动员准备工作”的指示，

并将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东方电机

厂)、重庆水轮机厂、重庆机床厂、重庆

通用机器厂、重庆开关厂、成都仪器厂

纳入国家动员产品发展规划。1964

年，全国机械工业调整会议上，着重讨

论了战时工业动员问题，当时列入国

家动员产品的主要是轻武器，共计 4

大类 16 种。根据会议要求，中共四川

省委第二工业部、省计委、省机械厅和

成都军区联合组成“四川省战时工业

动员规划专业小组”，先后组织专人赴

重庆、成都等 11 市、地的 64 个工厂进

行调查，最后选定 24 个厂(其中省机

械厅系统 15 个厂)，安排 10 种产品，

提出四川省轻武器动员初步规划。由

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规划未能正式

实施，四川机械系统正式纳入国家动

员产品计划的仅有 2 项，即：

大口径加农炮 1964 年 9 月经国

家计委批准，第二重机厂续建时增加

大口径火炮生产线基地建设，总投资

2186 万元。该项目于 1965 年 3 月破

土动工，首建三号车间，次年续建四号

车间、五号车间，1967 年底进行靶场

施工。1969 年火炮生产线打通后生产

条件日趋完善，上半年完成试制的

59－152 毫米加农炮总装，9 月 15 日

靶场正式投入使用，第一门火炮打响，

1970 年开始批量生产。1971 年 3 月，

该厂对军工专用车间进行统筹安排，

并成立三分厂，下设 6 个生产车间，至

此，第二重机厂火炮生产线的建设基

本完成。1972 年转产试制 59－130 毫

米加农炮获得成功，投入批量生产。



1980 年通过国家级转产验收。1982 年

生产量达到设计能力，其火炮产品产

值占全厂总产值的 33 % 。到 1985 年

已形成一条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冷

热加工手段齐全的生产线，共有职工

1098 人，固定资产原值 2137 万元，主

要生产设备 669 台。

760 立升副油箱 1970 年 2 月，成

都军区、四川省革委、四川省国防工办

经过调查选点，联合发出《关于 760 立

升副油箱定点的通知》，确定在长江挖

掘机厂建立为国产歼六飞机配套的

760 立升副油箱生产线，总投资 30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 2000 付。长江

挖掘机厂据此组建副油箱生产车间，

进行人员培训，购置及自制生产线设

备、工装。年底，按沈阳变压器厂提供

的技术图纸试制出样品 4 付，1971 年

送经沈阳一一二厂进行各种强度试验

合格，同年 8月由解放军二五二部队

进行空中携带飞行试验，各项技术指

标均达到要求，准予投产。为了适应生

产组织需要，该厂对副油箱生产车间

进行了合理调整，配备专业职工 125

人，厂房面积 8500 平方米，主要生产

设备 36 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全

封闭式的国家动员产品生产线。后因

该线在全国为重复布点，平时生产任

务很少，故于 1979 年经三机部调整撤

销，其大部分设备转为民品生产。

第二节 地方军工产品

根据中央“关于建设地方军工”的

指示，中共四川省委于 1964 年 7 月成

立“四川省地方军事工业领导小组”。

负责地方军事工业建设规划与组织实

施。经过规划，重点发展枪、弹和爆破

器材。

枪、弹 1964 年 10 月，省机械厅编

报建设地方军工枪、弹两厂基本建设

设计任务书，枪厂(968 厂)，年产 3 万

支，投资 1687 万元；弹厂(938 厂)，年

产 4600 万发，投资 614 万元。两厂设

计任务书于 1965 年经省计经委批准，

分别利用南溪县下马的煤矿和电机厂

厂址，分两期工程进行建设。同年 2月

成立现场党委和指挥部，明确了总体

规划和建厂进度等问题。4月 25 日四

川省地方军事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决定将在建的枪、弹两厂分别移交五

机部所属 456 厂和 791 厂接管；四川

省民兵及地方部队所需之枪、弹，由五

机部每年拨给；在建的枪、弹两厂除国

家投资的 590 万元外，省自筹的 300

万元全部抽回，作为省机械厅负责缓

建枪、弹等厂和加强民兵武器修理厂

建设费用。1968 年 4月根据中共中央

全国地方军工会议精神，又改在南充



华蓥山选厂，最后确定在岳池县溪口

镇建厂，定名燎原机械厂和长城机械

厂。一年后，两厂均移交省革委军工组

领导，以后又划归省国防工办管理。

爆破器材 1965 年 3月，省计委决

定将爆破器材及雅安化工厂划给省机

械厅管理。当年，省机械厅安排西昌、

达县、绵阳有关化工厂及重庆 845 厂

生产火工产品，到年底，上述 4 厂共生

产硝铵炸药 1968 吨、雷管 144 万枚、

导火索 18 万米。这一年，还对雅安化

工厂进行重建，总投资 255 万元，扩大

生产能力为年产 2 号硝铵炸药 6000

吨、导火索 3000 万米。同年 11 月，省

机械厅、省物资局在绵阳联合召开全

省生产使用铵油炸药的经验交流会，

以推动全省农田改土、水利建设发展

需要。1967 年，为了进一步发展爆破

器材的生产，省机械厅经过对雅安、西

昌、绵阳、达县、泸州、涪陵等地区进行

调查，制订生产发展规划，目标为近期

达到年产硝铵炸药 2 万吨和导火索

6000 万米的能力。因“文化大革命”干

扰，生产不正常，规划未能实现。1969

年经省革委批准将爆破器材产品及生

产企业改由省革委军工组领导，1970

年又划归省化工局管理。在此以前，雅

安化工厂自重建投产起累计生产硝铵

炸药 2620 吨、导火索 52 万米。



四川机械系统从 1961 年开始生

产军工配套产品以来，经过不断发展，

先后承制厂多达 50 余个。

1961 年成都量具刃具厂、成都仪

器厂、成都科学仪器厂、重庆通用机器

厂、重庆蓄电池厂分别承担 5 个大类

军工配套产品的试制和生产。1962－

1965 年，随着“530”、“820”、“614”等

军工专案任务的实施，新安排有泵、压

缩机、分析仪器等 12 类配套产品，分

别由新增加的成都电动工具厂等 14

个厂试制和生产。1966－1969 年，以

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 16

个项目大部建成投产；“三线建设”内

迁新、扩建项目也逐步建成，钢圈、轴

承、高炮电机、直流电机等产品亦开始

试制和生产，使产品大类增至 40 多

个，生产企业发展到近 60 个。1980 年

以后，军工配套任务大幅度减少，已生

产的产品大类由 44 个减少到 17 个，

生产企业减少到 31 个。四川锅炉厂、

重庆水泵厂、自贡市机械一厂、成都轴

承厂、四川电缆厂的军工车间亦先后

转产民用产品。

第一节 通用机械

泵类 经一机部定点生产军用泵

的有重庆水泵厂，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和成都水泵厂曾一次性研制过军用特

殊泵。1965 年，经一机部安排重庆水



泵厂会同一机部通用机械研究所联合

设计研制出隔膜和柱塞式计量泵，从

而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计量泵的历

史，为我国首次核反应堆工程和重水

工程提供了关键设备。同年试制出用

于潜艇的舱底泵，1966 年完成样机，

1968 年通过鉴定投入小批量生产。该

厂还同时试制出用于核潜艇输送放射

废液的废水泵，1969 年通过鉴定后装

艇系泊试验，1975 年经海军军工产品

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生产定型。1978

年为满足船厂造艇需要，一机部再次

对该厂进行扩建，扩大船用舱底泵和

废水泵的生产能力，当年生产各型军

用泵 59 台，产值 491 万元，占全厂总

产值的 70 % 。1979 年以后，由于军用

泵生产任务锐减，工厂利用军工产品

生产技术优势，致力于发展民用泵的

生产。1965－1985 年，累计生产军用

泵(包括船用泵、废水泵、往复泵、螺杆

泵、计量泵、屏蔽泵等)679 台，总产值

3300 万元。1985 年已形成年产上千台

计量泵的能力。

压缩机 经一机部定点生产军用

压缩机的有重庆气体压缩机厂、自贡

市机械一厂和重庆通用机器厂，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711 台。重庆气体压

缩机厂于 1964 年开始试制船用压缩

机，1965 年从沈阳气体压缩机厂内迁

部分技术力量，一机部先后拨技术措

施费和试制费 56 万元，但试制进度缓

慢。1969 年为解决试车用生产 Y－

14 A 型压缩机(由车载柴油机拖动改

为电动机拖动)，适宜于空军地空导弹

系统需要，先后生产提供 56 台。1972

年，为原子能反应堆工程试制成功

2Z－3／8 型无油润滑压缩机，并先后

扩大为军民两用，共生产 92 台。1979

年还开发出 2V－1／350 型压缩机。自

贡市机械一厂经过“三线”建设，由杭

州制氧机厂部分内迁扩建后继续生产

老厂带来的 5 种机型的空压机。70 年

代以后，经过不断改进提高，主要性能

和可靠性都有改善。1965－1985 年累

计生产 151 台。重庆通用机器厂于

1971 年承制氨循环压缩机，1973 年完

成样机并通过鉴定，先后生产 18 台。

制冷设备 经一机部定点生产制

冷设备的有重庆通用机器厂和重庆冷

冻机厂，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曾研究过

多种用途的低温容器。到 1983 年，上

述厂、院共生产制冷设备 434 台。1966

年根据一机部下达的试制任务，一机

部通用机械研究所、核工业部 15 所和

重 庆 通用 机器 厂联 合 设 计 试制 出

BF－ T L50－41 型制冷机。在试制过

程中，先后攻克铜镍合金管焊接、漏

油、轴承密封、油泵齿轮、叶轮加工、性

能试验台建设等难关，于 1968 年完成

样机试制和台架试验，1969 年经核工

业部一院进行陆上模拟试验，达到设

计要求。随后，装艇进行首艇海试获得

成功。1974 年通过鉴定，1975 年经海

军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生产定



型。其主要性能指标达到 70 年代初国

际先进水平，1978 年获一机部、省科

委科技成果奖。1966－1980 年累计生

产 21 台。此外，经一机部安排重庆冷

冻机厂定点生产核潜艇用于食品保鲜

的冷藏装置，1967 年试制成功后经

500 小时型式试验，1975 年经海军产

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生产定型。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8 套，并将此产品扩

展用于车辆空调，继续生产。

阀门 经一机部定点生产军用阀

门的有自贡高压阀门厂、长江液压件

厂、成都水泵厂，重庆阀门厂也间断性

或一次性生产过少量军用特殊阀门。

到 1985 年上述工厂共生产各种阀门

27 万只。自贡高压阀门厂于 1963 年

开始为军用车载空分设备配套生产阀

门。1964 年开始生产特定环境和特殊

工况使用的手动、气动、电动和电磁式

等阀门品种。1965 年以后，一机部拨

技术措施费、试制费 160 余万元，组建

军工阀门车间，形成年产军用 阀门

120 吨的能力。1970 年－1977 年，为

“09”、“49－3”、“820”等国家重点工程

配套生产提供约 50 个品种的军用特

殊阀门 29350 只。1980 年以后，由于

军工任务减少，军用阀门车间已转向

生产民用阀门。

轴承 经一机部定点生产军用轴

承的有成都轴承厂和重庆轴承厂，到

1985 年两厂累计生产军用轴承 98．5

万套。成都轴承厂于 1965 年被列为以

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建设

项目，投资 300 万元，扩大年产军用轴

承 48 个品种 10 万套的能力。1966 年

纳入“三线”建设，从上海滚动轴承厂

内迁部分技术力量，组建了军用轴承

车间，当年试生产军用轴承 1．6 万套。

以后，军用轴承产量逐年增大，1971

年最高年产量达 13．5 万套。1980 年

开始，由于任务减少，军用轴承车间转

向生产民用轴承。1966－1985 年累计

生产“0”、“2”、“7”、“8”、系列 C、D、F、

E、G 级军用轴承 130 多个品种 75 万

套，主要为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和原

子能设备提供配套。重庆轴承厂于

1966 年开始试制军用轴承，一机部先

后拨技措费、试制费 23．5 万元，形成

年产军用轴承 5 万套的能力，1969 年

年产量为 4．3 万套。1971 年一机部拨

款 98．3 万元，主要为四川汽车制造厂

军用越野汽车配套，新增军用轴承 20

万套的生产能力。1966－1985 年累计

生产“0”、“7”、“关节”系列 58 个品种

的 D、F、E、G 级军用轴承 23．5 万套。

铸锻件 四川机械系统在“三线”

建设中，于 60 年代中期开始生产军用

铸锻件，主要是第二重机厂生产航空

锻件和自贡市铸钢厂生产行业内部配

套的合金钢铸件。1964 年，为满足我

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需要，扭转航空锻

件依赖进口局面，本着节约投资和有

利于“军民结合”的建设方针，国家计

委选定第二重机厂在建设军品生产项



目中，增加投资 5000 万元，设计能力

为年产航空锻件 10 万件。1966 年以

12000 吨水压机用铸钢模试生产强击

5 型飞机锻件获得成功，次年进入以

W P6 型发动机锻件为主的批量生产。

至 60 年代末，航空锻件生产线一期工

程基本建成，1971 年正式投产，当年

完成 7 个机种 5 种型号飞机发动机模

锻件 2．07 万件，成为我国航空锻件的

主要生产基地。为了进一步上能力、上

等级、上水平，1975 年再次扩建，投资

1700 万元，扩大二号车间生产面积，

增加工艺设备，建设原设计中规定的

100 吨米无砧座对击锤，使航空锻件

生产不再占用 12000 吨水压机，解决

了军民产品生产的矛盾和设备不足的

问题。1985 年第二重机厂模锻分厂下

设模锻、机加工和热处理 3 个车间、5

个管理科室，有职工 778 人，固定资产

原值 4318 万元。1967－1985 年，累计

生产 10 种机型、8 种发动机的 195 项

模锻件 24．1 万件，占我国航空锻件生

产量的 90 % 以上，其中 G H 36 合金航

空发动机模锻件，获四川省科委科技

进步三等奖。自贡市铸钢厂从 70 年代

初开始生产，到 1985 年先后为自贡高

压阀门厂和重庆水泵厂生产提供不锈

钢铸件 200 余吨。

第二节 电工产品

四川机械系统 1961 年开始承担

军工配套电工产品，到 1985 年生产厂

26 家。一机部下达技措费和试制费

4500 万元，累计生产 12 个大类 110

余种军用配套电工产品。其重点产品

如下：

高炮电机 1964 年，一机部安排重

庆西原电机厂为 57 高炮配套生产炮

群遥控的功率扩大机。1965 年纳入

“三线”建设，投资 110 万元，并以上海

南洋电机厂内迁技术骨干 50 人、设备

9 台，组建生产高炮电机的直流电机

车间，设计能力为年产电机 1000 台。

1966 年，按照主机厂提供的技术条件

完成样机试制和型式试验，1967 年投

入生产。1974 年改按全国“五统一”设

计图纸生产。1975 年改内压为外压装

工艺，缩短生产周期，进一步提高可靠

性和稳定性。1981 年以后，由于军工

生产任务减少，军工专业车间转向生

产军民通用防爆电机，其生产能力得

到发挥。1967－1981 年累计生产高炮

电机 7143 台。

坦克电机 1965 年，一机部定点东

风电机厂为内地坦克电机主要生产

厂，当年投资 30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

产坦克电机 1 万台，并从山东博山电

机厂内迁部分人员和设备组建坦克电



机车间。1968 年，按照主机厂提供的

Z DI－500 油泵 电机和 Z D C－175 风

扇电机图纸组织批量生产。1970 年，

按照上海汽车发电机厂试制成功的

G F T－3000 发 电机 图 纸进 行 试制。

1968－1985 年累计生产坦克 电机 3

万余台，其中最高年产量为 5210 台。

1981 年以后，坦克电机生产能力已转

向生产民用电机。

中频电机 1964 年，一机部定点东

风电机厂为雷达、火炮指挥仪配套生

产中频电机。1965 年，一机部投资 105

万元，组建中频电机生产车间(5620

平方米)。1966 年，从上海先锋电机厂

内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并按其提供的

产品图纸开始生产中频电机。以后经

过多次改进和更新换代，到 1985 年已

能生产 ZP T、ZPZ、ZP D、JBP 等 系列

118 个规格的军用中频电机。1965－

1985 年累计生产 1 万余台。

粒子加速器 1965 年，一机部定点

东风电机厂为加速器的主要生产厂，

设计能力为年产加速器 11．5 台，其生

产技术资料、人员和设备由上海先锋

电机厂提供和内迁。1966 年试生产，

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0 台。其中 400

型静电脉冲加速器，主要性能指标达

到 70 年代初法国同类产品水平。

继电器 1965 年，一机部选定四川

发展军工继电器。1966 年拨措施费 75

万元，正式组建成都继电器厂，随即接

受 M 5－4 时间继 电器的转产试制，

1970 年试制出样机，次年投入小批量

生产。1978 年最高年产量 450 台。以

后，由于采用比较先进加工工艺和精

心装配，解决了老厂生产长期存在离

合器打滑等问题，因而确保准时动作

和达到 760 秒的高秒度，其销售量居

全国同行业厂之首。1971－1985 年累

计生产 3284 台。

氟塑料绝缘耐热电线 1965 年，成

都电线厂纳入“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

常规武器配套建设项目”，投资 120 万

元，设计能力为年产布电线 600 公里、

电刷线 0．5 吨。1966 年以后，一机部

陆续下达技术措施费、试制费共 225

万元，建成军用电线生产车间和试验

室。1984 年经过“六五”技术改造和技

术引进，筹措资金 200 万元，发展氟塑

料耐热线。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3800

公里，所产飞机高压点火线获省计经

委优质产品称号。

碳石墨材料及制品 1965 年，一机

部给东新电碳厂投资 550 万元，设计

能力为年产电碳制品 7000 块。同年由

哈尔滨电碳厂部分内迁包建，1966 年

试生产。随着国防科研、生产发展需

要，一机部又多次下达技术措施费和

试制费共 300 万元，通过引进设备，充

实科研、生产条件，并在副厂长沈梦初

和总工程师周绍武等人的带领参与

下，经多年的努力，研制成功浸渍金

属、碳、纯碳、柔性石墨、碳化硅等新材

料。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4 个大类 40



个品种的电碳制品 500 余万件。该产

品同时广泛用于民用工业取代进口产

品，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第三节 仪器仪表

四川机械系统从 60 年代初开始，

先后经一机部定点生产军工配套仪器

仪表的有成都仪器厂、重庆光学仪器

厂、四川仪表总厂等 20 余个厂和研究

所，共拨技术措施费和试制费 2200 万

元。到 1985 年，累计生产仪器仪表和

仪表元件 6 个大类、100 余个品种，主

要为国防科研、导弹、飞机、舰艇、车辆

等配套。其重点产品有：

氦质谱检漏仪 1962 年一机部安

排成都仪器厂试制氦质谱检漏仪，并

由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提供产品图

纸，当年试制出样机，但还存在一些问

题。1963 年经过改进设计，先后试制

出第二轮、第三轮样机，才达到设计要

求，并经部级鉴定定名 HZJ－1 型氦

质谱检仪。一机部先后拨技术措施费

65 万元，1965 年投入批量生产，到

1974 年累计生产 546 台。以后，该厂

利用这一技术优势，发展了多种型号

并扩大为民用产品。该产品在国内市

场占有率达到 95 % ，并少量出口。

描笔记录仪 1967 年成都仪器厂

开始试制 L M 型描笔记录仪，1968 年

完成样机，1970 年投入小批量生产，

其产品曾用于运载火箭全程试验，获

一机部奖励。在试制过程中，一机部先

后拨技措费、试制费 65 万元，形成年

产 300 台的能力。1978 年最高年产量

达 310 台。1980 年研制成功 L M S－

2 A 二道生理记录仪。1983 年将放大

器由分立元件改为集成块，磁电笔由

外磁式改为内磁式，进一步提高了可

靠性和技术指标，获一机部科技成果

奖。1968－1985 年除完成军工配套任

务外，还为铁道、地质、医院等部门生

产提供多笔记录仪 3184 台，约占全国

总销量的 40 % 。

旋转粘度计 1973 年，经一机部定

点由成都仪器厂生产，1975 年试制出

样机，1978 年通过省级鉴定，其主要

性能指标达到瑞士同类产品水平，同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到 1985 年累计

生产 581 台，主要用于火工产品、火箭

燃料粘度测量，并被石油、化工、轻工

等行业广泛采用。

电阻磁放电真空计 1978 年国家准

备建设 500 亿电子伏环形 加速器，

1979 年一机部将磁放电真空计安排

由成都仪器厂研制。1980 年试制出样

机，经省级鉴定，定名 ZR C－1 T 型磁

放电真空计，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1985 年经北京正负对撞机

选用，运行良好，该产品已扩大到工业

部门广泛采用。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64 台。

巡回检测装置 1968 年，一机部安

排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与四川

仪表三厂共同研制巡回检测装置，主

要用于核反应堆和风动试验等中心控

制，先后拨技措费、试制费 130 万元，

形成年产 10 套的能力。其代表产品有

G SC－1 型严密性监测系统巡回检测

及数据处理装置，具有规模大、测量精

度高、速度快、容量大等优点，1980 年

获国防尖端科技成果奖。该厂还为核

潜艇配套生产提供慢速军用巡回检测

装置 11 台。

流量计 1964 年，经一机部定点由

重庆仪表厂生产圆盘式液体流量计

(由天津热工仪表厂部分内迁并转厂

试制)。1965 年投资 50 万元，次年经

鉴定合格投入批量生产，先后累计生

产 7500 余台。为了减小体积、提高计

量精度，1970 年着手研究 L L 型腰轮

式流量计。1971 年试制出样机，1972

年经鉴定后投产，从而替代军民用圆

盘式流量计。1985 年从日本引进容积

式流量计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微型

标定装置，投资 400 万元，使产品达到

国 际 80 年 代 初 的 水 平，形 成 年 产

5000 台的能力。1965－1985 年累计生

产各型流量计 2．5 万台，其中 L L－40

型腰轮流量计于 1982 年获省计经委

优质产品称号。

波纹管 1970 年，一机部沈阳仪器

仪表工艺研究所弹性元件研究室内迁

重庆建成四川仪表七厂，后定点为军

工专用机械金属波纹管的专业生产

厂。到 1985 年累计生产各种军用波纹

管 8．8 万只。

第四节 舰用动力

为适应我国海军发展需要，一机

部于 1968 年在建设东方汽轮机厂和

东方锅炉厂的同时，增建第二套军用

动力内地生产点，生产主汽轮机、辅机

和舰用动力锅炉三类产品。

主汽轮机 为我国“051”型导弹驱

逐舰配套动力主机，由海军第七研究

设计院设计，东方汽轮机厂生产。该厂

1968 年由哈尔滨汽轮机厂部分内迁

新建，军工基建投资 3000 万元，成为

我国第二套舰机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

大型高精度齿轮加工检测中心。1976

年承接首套“051”主机转产试制，1979

年完成总装和陆上空负荷全速正、倒

转换试验、冷态启动试验和超速试验，

均达到设计要求，经鉴定验收交付装



舰使用。1981 年、1982 年生产出第二、

第三套后中断生产，其舰机生产线改

产中小电站汽轮机和 30 万、60 万千

瓦汽轮机锅炉给水泵汽机，生产能力

得到充分利用。

舰用动力辅机 由海军第七研究设

计院设计，东方汽轮机厂生产，设计能

力 为年产“051”型舰用辅机 2 套 36

台。1973 年开始试制 P14 汽轮循环

泵、P17 汽轮燃油泵和 P18 汽轮滑油

泵，1981 年通过部级鉴定，到 1985 年

累计生产上述三种辅机 36 台。

舰用动力锅炉 由海军第七研究设

计院三所设计，东方锅炉厂生产，总投

资 295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051”舰

用动力锅炉 2 套。1972 年全面投料试

制，1979 年完成定型和改进型锅炉本

体，1981 年经鉴定验收，装舰使用。之

后，无主机任务，只生产少量维修备品

配件，军品车间转产工业锅炉、燃烧器

材等民用产品。

第五节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多为国防科研设施需

要的一次性大型结构件、大型锻焊和

大型高压容器。主要生产厂有第二重

机厂、东方锅炉厂、长江液压件厂等

20 多个企业，先后为“7100”、“6024”、

“7911”重点工程生产专用设备 1．1 万

台。

一米二风动设备 是研究发展飞行

器的重要试验设施。1971 年，一机部

以“7100”工程专案安排东方电机厂、

东方汽轮机厂、四川锅炉厂、四川矿山

机器厂、东方锅炉厂、自贡高压阀门

厂、内江锻压设备厂、东风电机厂、长

江液压件厂等企业为空气动力研究院

试制生产 D T7－0 试验段 7F D－05

超扩段排气节流阀、水力测功器、空气

管道，稳定段风扇轴承、电弧加热器、

总压排管、排气消音器、气液分离器、

座标架移动机构及探头等 40 余种近

千吨专用设备。这些专用设备，均由使

用单位设计供图，于 1980 年全面完成

交付使用，效果良好。

高压模拟试验舱 是我国最大的航

空发动机模拟试验设施，用于发展新

型飞机发动机提供技术参数和样机的

试验保证。1970 年，一机部以“6024”

工程专案安排。主要设备有双轴涡轮

器、试验段、二级冷却器、水力测功器、

真空筒体、燃油调节器、试压试验台、

油水分离器、缓冲器等 19 台约 600

吨。这些专用设备均由使用单位设计

供图，分别安排第二重机厂、东方锅炉

厂、重庆冷冻机厂、长江液压件厂研

制。经过数年的努力，于 1976 年全面



完成并交付使用，运行情况良好，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超高速发射器(38 米空气炮) 是国

防科工委空气动力研究中心进行导弹

等航天器飞行目的的科研设施。全炮

由燃烧室(2 米)、压缩段(24 米)、高压

段(2．7 米)、发射室(10 米)和靶室五

部分组成。1977 年下达任务，由使用

部门设计供图，由第二重机 厂、497

厂、147 厂、573 厂联合制造。第二重机

厂承担压缩段、高压段(其室内压力达

2400 M Pa)的加工组装及所有大型铸

锻件毛坯的供应。1978 年完成总装，

经投入使用，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外同

类设施水平。

井盖液压系统 长江液压件厂于

1978 年开始试制，1979 年验收，经实

际运行，效果良好，1980 年获军队科

技进步奖。同年，一机部拨技术措施费

175 万元，购置 10 米镗床、11 米车床、

8 米磨床等大型关键设备，建成试验

场地 1000 平方米，形成年产 10 套的

能力。1982 年投入新型驱动液压系统

研制，1985 年研制出样机，并通过技

术鉴定，达到设计要求。这一成果，标

志着我国大直径、长行程、多级、内进

油油缸的设计和加工技术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

“八七”工程配套产品 为了发展我

国的高能物理研究事业，1977 年经国

务院批准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简

称“八七”工程。1978 年初，一机部确

定东风电机厂与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

合作，负责 2 亿电子伏特直线加速器

腔体设计与制造。1978 年 9 月，一机

部要求四川省机械工业局在川组织直

线加速器的第一腔腔体制造攻关。第

一腔腔体直径 910 毫米，长度 4000 毫

米，腔体毛坯用铜钢复合板卷焊，腔体

外有上百个漂移管孔，腔体与孔的加

工精度、光洁度及形位公差要求很高。

同年 11月，省机械局组织有关人员经

过实地调查研究后，确定由东方锅炉

厂在 8 米卷板机上进行腔体毛坯卷

圆，由重庆通用机器厂在进口的比利

时座标镗床上进行钻、镗孔加工，东方

锅炉厂在进行卷筒试验后，于 1980 年

完成腔体毛坯制造任务，达到设计技

术要求。重庆仪表材料研究所、四川仪

表总厂、成都仪器厂、自贡东新电碳

厂、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等为“八

七”工程提供仪表材料、测量元件、波

纹管、分子泵、石墨旋片、振膜真空计、

低温磁强仪等。四川机械系统为“八

七”工程提供上述配套产品共获得技

术措施费和试制费 220 万元。由于该

工程耗资巨大，国家财力不足，于

1981 年停建。



第一节 铀同位素分离扩散机

1965 年“三线”建设开始，一机部

决定在四川布点生产气体扩散机，并

通过内迁新建东风电机厂为气体扩散

机的专业厂，扩建重庆水轮机厂为其

配套生产厂。

三、四号气体扩散机 1966 年 4月，

一机部批准东风电机厂扩初设计，总

投资 6500 万元，设计能力为年产三号

机 400 套的半流、全流压缩机和电机、

注油器。后期年产四号机由 100 台调

整到 400 台，1970 年建成投产。在基

建过程中，先后从武汉锅炉厂、上海先

锋电机厂、大连汽轮机厂、北京重型电

机厂、沈阳变压器厂、沈阳高压开关

厂、南京微分电机厂、博山电机厂内迁

职工 1836 人，设备 536 台，实行边基

建边试制，先后派出 100 多名技术人

员和工人分赴北京重型电机厂、哈尔

滨电机厂等厂学习一、二、三号机加

工、装配工艺。1967－1968 年，由于

“文化大革命”干扰，生产建设缓慢。

1969 年 4 月试制出三号机全流量搅

拌器及注油器，同年 8 月通过鉴定后

投产。在试制过程中，先后攻克不锈钢

件锻造、大件电镀、水腔涂漆、大结构

件压制及焊接等技术难关。到 1979 年

累计生产三号机搅拌器 1917 套、圆筒

300 套、冷却器 300 套。

该厂 1970 年建成投产即开展四

号机的研制。该机由二机部六 O 五所

设计，814 厂供图。1979 年经试制定

型，1980 年投入批量生产。在历经 10

年的研制过程中，该厂进行了多次的

中间试验和技术攻关，如电机转子阳

级旋转镀铜镍防腐层、低压金属模铸

铝工作轮试验获得成功。同时研制出



铝硅合金变质测量仪，获一机部重大

科技成果奖；电机转子大型铸铝件采

用静止浇注，离心结晶新工艺获国防

科工委三等奖，圆筒管板采用 193 根

钻头半自动多头钻床，提高了孔加工

效率(2727 个 16．8 毫米的孔)。还建

立了一套严密的生产、技术、质量管理

制度，并建成国内少有的大电镀车间。

该厂投产的四号机，主要包括圆筒、冷

却器、压缩机、电机、注油器、单机管道

6 个部套约重 20 吨，占单机总重量的

91 %。1982 年，一机部、核工业部商定

四号机停产及收尾，要求东风电机厂

在 1983 年配齐 310 套四号机后即可

转产其它产品。1985 年 4 月，国家计

委批转一机部《关于保留四川东风电

机厂四号机生产能力及撤销其它工厂

四号机生产线的报告》。同年 8 月，一

机部拨给东风电机厂四号扩散机生产

线设备维护保养费 150 万元。该厂自

1970 年开始研制四号机，到 1984 年

停产，历时 15 年，在一、二机部 30 多

个厂、所配合下，共生产搅拌机 315

套、圆筒 843 台，冷却器 68．5 套，累计

生产三、四号机创总产值 3．5 亿元。

三、四号扩散机停产后，东风电机厂转

产民用产品。1985 年，有职工 5171

人，固定资产原值 7534 万元。

三、四号机部套 1965 年 2 月，一机

部第八设计院以国家计委批示文件为

依据，对重庆水轮机厂按军民结合的

生产方案进行工厂设计。设计能力为

年产三号机部套大圆筒等 5 个部件各

400 台，约占全厂生产能力的 50 % ，总

投资 1140 万元，新建军工机加工、电

镀、装配 3 个车间。在进行三号机部套

试制中，先后组织了铝弯管压形、铝弯

管氩弧焊、大件大面积电镀、管板加

工、上筒体水腔涂漆、水压试验、抽空

检漏等技术攻关，于 1966 年试制成功

后投入批量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一机

部下达技措费、试制费 430 万元，先后

采取多项革新挖潜措施，利用旧车床

改制钢环自动切割机，自制射流控制

自动双面去毛刺机，管板左旋扩孔钻、

管板切削下料机等。对焊接缝改为自

动焊，用十二烷基硫酸钠消除电镀麻

点等，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1966－

1980 年为 405 厂和 814 厂累计生产

提供三号机 5 个部件 1993 台，产品质

量达到要求。

该厂还于 1969 年开始生产四号

机 6 个部件，均由二机部第三设计院

设计供图，一机部先后拨技术措施费

250 万元，用于扩建厂房和购置关键

设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于 1971 年

试制出样机，1972 年生产提供 8 台。

1965－1984 年累计生产三、四号机部

套总产值 9541 万元。

1974 年 1 月，一、二机部在北京

召开四号机生产技术协调会，又确定

东方红机械厂承担四号机半流、全流

压缩机电机支座的制造任务。1979 年

5 月一机部考虑到东方红机械厂军工



任务不足，故将重庆水轮机厂承担四

号机机组管道部分调整由东方红机械

厂生产。到 1984 年，东方红机械厂累

计生产四号机电机支座 989 台，机组

管道 7．5 套。

1985 年 7 月，机械工业部撤销重

庆水轮机厂、东方红机械厂四号扩散

机及部套生产线，转产民用产品。至

此，四川机械系统中断了三、四号扩散

机及部套的生产。

第二节 高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

为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1968

年国家确定在四川省境内建造一座高

通量工程试验反应堆 ．列为国家重点

建设工程，即“49－3 工程”。

该工程热功率 12．5 万千瓦，其主

设备和热试验室设备，均由一机部本

着就地就近和发挥“三线”建设作用的

原则，统筹安排四川机械系统成套研

制。其辅助设备及自控仪器仪表等，则

安排全国择优配套。整个工程设备结

构复杂，精度要求高，制造难度大，由

我国自己培养的年青一代原子能工程

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在毫无外援的情

况下进行的。

1970 年 10 月 25 日，省机械局根

据一机部下达的任务，通过 1971 年军

工计划会议，重点安排由第二重机厂、

东方锅炉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电机

厂负责堆本体的制造及试总装配。继

后，陆续安排 30 多个工厂承担其它设

备 123 项 2100 台。各厂于 1972 年投

料试制，各承制厂为确保设备制造任

务的完成，建立专门班子，加强组织领

导；做好政治动员，加强思想工作；坚

持“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注重

科学态度、严格试制程序。在一无经验

借鉴，二无技措费投入，三无奖金的情

况下，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以高

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以为党争光、为国

争气的精神，对产品结构、材料选用、

工艺措施、检测试验等做到精心设计，

精心制造。如反应堆压力壳为全不锈

钢锻焊结构，壳体高 10．48 米，最大处

直径 4．3 米，壁厚 50 毫米，重约 60

吨，生产这种特大厚度的重型不锈钢

锻件及焊接、酸洗、钝化技术均为当时

我国首次采用，获得成功。再如堆芯部

件的关键件栅格板，其直径 1．4 米，厚

度 240 毫米，板上有 313 个直径 50 毫

米和 60 毫米的通孔，其中还有 9 个梅

花形大孔，任何两孔之间中心距公差

不大于±0．05 毫米，同一个孔中锥孔

轴心线与底孔轴心线偏差为 0．02 毫

米。东方红机械厂加工锥孔时，利用国

产 2×2 米大型座标镗床，采用自行设

计制造的行星机械式 24°锥孔靠模加



工装置，使加工的锥孔达到质量要求。

东方锅炉厂、重庆水泵厂均通过群策

群力攻克不少技术难关，确保了产品

质量。全部设备于 1979 年 12 月经现

场安装调试后达到了首次临界。1980

年 12 月实现了高功率运行。该项高通

量工程试验反应堆投产后，由于质量

优良、安全可靠，1980 年获国防尖端

科技成果奖，1983 年获国家优秀工程

质量银质奖，198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该反应堆对外开放后，已接待

数十批外国参观考察代表团，深受许

多人士赞扬。

四川机械系统通过“49－3 工程”

主设备的研制，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从

而提高了制造核工业设备的技术水平

和成套能力，掌握了不锈钢铸造、锻

造、一级缝焊、带级堆焊、热处理及难

度大的金属加工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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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批外国参观考察代表团，深受许

多人士赞扬。

四川机械系统通过“49－3 工程”

主设备的研制，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从

而提高了制造核工业设备的技术水平

和成套能力，掌握了不锈钢铸造、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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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机械系统研制军用车辆始于

1962 年。当时为贯彻“军民结合”的方

针，军用车辆改由一机部统筹安排。四

川省前进机器厂为首批定点生产厂之

一，开始研制防化化验车，于 1964 年

4 月试制成功，经验收运往西北作业

现场，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

验，运行情况良好。与此同时，经一机

部定点生产军用改装车的还有自贡市

机械一厂、重庆通用机器厂和重庆锅

炉厂，使军用改装车辆生产厂发展到

4 家。1965 年，“三线”建设开始，一机

部选定在四川大足县新建四川汽车制

造厂，专业生产军用重型越野汽车。与

此同时，一机部和省机械厅还确定在

内迁新、扩建的长江起重机厂、重庆东

风机器厂分别生产军用汽车起重机和

军用气源车。1979 年，四川空分设备

厂建成投产后开始生产 40～50 升制

氧车，并开发了液氧槽车。至此，全省

机械系统生产军用车辆的工厂发展到

8 家，先后生产 4 大类 38 种军用车

辆。1980 年以后，由于军工任务减少，

各厂为保存生产能力，坚持少量生产

或扩大民用范围，着重发展新品种，提

高产品质量。“六五”计划期间，共开发

新产品 36 种。

1966－1985 年，一机部共下达基

建投资 9918 万元，技措费 1777 万元，

形成全国军用车辆的重要生产基地之

一，同期累 计生 产 军用 车 辆 74 种

11711 辆，总产值 11．45 亿元，其中有

15 种产品获部、省科技成果奖，有 3

种产品获部、省优质产品称号。



第一节 重型汽车和汽车起重机

重型汽车 60 年代初期，我国还

不能生产重型越野汽车，致使军队的

许多重型武器由于缺乏牵引车而不能

配套。为此，总参谋部于 1962 年提出

在国内自行设计、制造重型越野汽车

的请求。1964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

利用四川宜宾高压电器厂建设宜宾重

型汽车制造厂，1965 年 7 月迁往大足

县续建，更名四川汽车制造厂。1966

年 10 月破土动工，先后从长春、南京、

北京、济南汽车制造厂和武汉锅炉厂

内迁部分技术骨干，总投资 8924 万

元，设计能力为年产重型汽车 1050 辆

(1978 年调整为 800 辆)，1968 年基本

建成投产。为满足国防科委对重型越

野汽车主要性能指标的要求，中国汽

车 工 业 公 司 于 60 年 代 开 始 仿 制

K P A B－214．6×6．7 吨越野汽车。经

部队和重型汽车研究所试用试验分

析，发现该车存在质量缺陷，不宜仿

制。1963 年从法国贝利埃公司引进军

用越野汽车制造技术，从西欧 6 国引

进主要工艺设备 78 台。为早日试制开

发出样车供部队审查认证，并力求在

批量生产前解决样车的结构、性能、工

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重庆重型汽车

研究所、綦江汽配厂、重庆汽车发动机

厂、重庆汽车配件厂、重庆红岩汽车弹

簧厂等共同努力，于 1966 年 6 月 15

日按照 G C H 车型仿制的红岩 C Q 260

军用越野汽车在綦江汽配厂试制成

功，从而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越

野汽车的历史。1966 年 9 月至 12 月，

两辆样车交总参指定炮兵科研部进行

两万公里行驶试验认为：该车型不能

满足部队的战术使用要求，建议全面

改进。由于使用要求不同，总后勤部则

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部队的使用要求。

为此，四川汽车制造厂采取边生产、边

改进的办法，到 1971 年共生产 50 辆。

同时，以红岩 C Q 260 型车为基础进行

改 进，于 1968 年初 试 制 出 第 一 轮

C Q 261 型样车。1969 年总后勤部和一

机部汽车局对样车又提出改进设计要

求。为此，四川汽车制车厂由冯奇高级

工程师担任主任设计，提出改进试制

方案，继续开展红岩 C Q 261 型车的改

进试制工作，于 1970 年 7 月试制出第

二轮红岩 C Q 261 型样车，经全面试验

得到总后勤部和有关兵种的肯定，

1971 年下半年正式定型并投入小批

量生产。该型军用越野汽车，是一种六

轮驱动的重型越野牵引车，载重 10

吨、牵引 6 吨。1984 年首次参加我国

国庆 35 周年阅兵式。根据汽车行业生

产特点，为有利协作、配套和贯彻“军



民结合”，四川汽车制造厂试制生产军

用越野汽车，一直按民用产品归口一

机部汽车局管理。1966－1985 年累计

生产 C Q 261 越野汽车 3836 辆，总产

值 5．56 亿元。此外，该厂还试制生产

出少量红岩 C Q 362P 导弹装配车专用

底盘，40 吨全液压汽车起重机专用底

盘和 C Q 261 Q 25 半挂牵引车(坦克运

输车)。

汽车起重机 四川机械系统生产军

用汽车起重机始于 1965 年“三线”建

设中一机部内迁新建的长江起重机

厂。该厂设计能力中规定有年产军用

汽车起重机 130 台、1040 吨，设有军

工金加工和装配车间，约占全厂生产

能力 1／3。1966 年建成投产后，当年为

部队生产提供 Q 82 型机械式黄河 8

吨汽车起重机 8 台，为四川开创了生

产军用汽车起重机的历史。1970 年，

为国防工程配套试制出两台 Q16 型

液压汽车起重机，具有国际 60 年代初

的水平。该厂全年生产军用汽车起重

机 38 台，总产值 514 万元，占全厂总

产值的 60 % 。该型汽车起重机经 2．5

万公里行驰、高海拔、高温、低温等试

验，1976 年通过部级鉴定，定型装备

部队。之后经多次改进，生产出 3 种变

型车，1978 年 获全 国 科学 大 会奖。

1971 年，该厂承接了一机部列为军工

配套的 Q2－32 型液压汽车起重机的

试制任务。在试制过程中，按照七机部

一院十五所提出的协议要求，经过一

年多的努力，解决了中大吨位汽车起

重机双钩同时动作的技术难关，于年

底试制出样车，1978 年获一机部科技

成果奖。1976 年初，该厂用波兰产载

重汽车底盘，设计制造了 Q Y40 型液

压汽车起重机，后因底盘质量差而停

止试制。1980 年为解决“东风五号”地

面设备配套需要，该厂又开始研制一、

七机部下达的 40 吨液压汽车起重机。

同年 10 月召开方案论证会，选定由重

庆重型汽车研究所设计，由四川汽车

制造厂制造 C Q40D 汽车起重机专用

底盘。经两厂一所通力合作于 1982 年

试制出样车，当年通过部级鉴定，1984

年获省科委科技成果奖。1983 年为加

速向大中吨位汽车起重机过渡，掌握

国际上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以军用为

主，军民结合，同联邦德国利勃海尔公

司签订为期 8 年的《关于汽车起重机

专有技术转让与补偿贸易合同》，引进

了 40、80、125 吨 3 种液压汽车起重机

的设计制造技术。通过两年多的消化、

吸收，采用引进技术制造的 L T1040

型汽车起重机改装替代军用 Q Y40 型

汽车起重机，并通过部级评审。1965－

1985 年，该厂累计生产军用汽车起重

机 595 台，总产值 1．33 亿元，是国内

同行业生产军用汽车起重机品种、数

量最多的企业。



第二节 改装车辆

1961 年 4 月，一机部召开第一次

军用改装车会议，确定四川为建立军

用改装车生产基地之一。1962－1964

年，先后定点四川省前进机器厂、重庆

通用机器厂、重庆锅炉厂生产军用改

装车。到 1985 年，上述 3 厂累计生产

军用改装车 5053 辆。重点车型有：

厢式改装车 1962 年四川前进机

器厂着手研制 5781 防化器材修理车

和 5782 防化化验车。该两种车由总后

621 部队、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共同设

计，经工厂两年多的努力，于 1964 年

试制出样车，经改进后于 1965 年 2 月

通过部级鉴定。到 1980 年累计生产

137 辆。1964 年，为总参谋部研制 50

型制印车，(3 辆为一组)，能在野战条

件下完成照像、显影、定影、烤板、制

板、印刷等作业，1965 年 9 月投入试

制，次年 2 月完成样车，经出厂考核

后，能满足军方提出的战术技术要求，

填补了国内一项空白。到 1971 年累计

生产 19 套 57 辆。1965 年为防化兵部

研制 66 型淋浴车，1966 年通过部级

鉴定后投入批量生产。到 1975 年累计

生产 879 辆。同时开展新型淋浴车的

研制 工 作，经 过 两 轮 样 车 试 制，于

1981 年获得成功。1982 年经防化兵产

品定型委员会批准生产定型，1983 年

获全国专用汽车设计优秀奖。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17 辆。

60 年代后期，该厂相继研制出的

厢式改装车辆还有 80 型坦克修理工

程车、65 型夜航灯光车、天线车等，其

中 80 型坦克修理工程车(由 7 种用途

的改装越野汽车组成)技术要求高，制

造难度大，1966 年底分别试制出样

车。1967 年 4月经海南亚热带行驶及

作业试验，主要性能指标均符合要求。

1969 年又对车厢和自发电装置作进

一步改进，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1983 年 5月通过部级鉴定，并作

为车内发电装置的标准结构，向其它

军、民用厢式车辆扩散。到 1985 年累

计生产各型坦克修理车 1300 辆，其中

援外出口 178 辆。1982 年以后，又开

发生产了防化器材修理车、特装修理

工程车、防化仪器修理车、水源侦察

车、迷彩作业车等 12 种厢式改装车

94 辆。1966－1985 年累计生产厢式改

装车 29 种 2748 辆。

罐式改装车 经一机部定点重庆锅

炉厂、重庆通用机器厂和四川前进机

器厂生产。1965 年，一机部定点天津

锅炉厂、西安锅炉厂和重庆锅炉厂同

时生产军用 4500 公斤运油车。产品图

纸由西安锅炉厂提供，重庆锅炉厂于



1970 年首批试生产 19 辆，1971 年投

入小批量生产。到 1981 年累计生产

279 辆。后因任务减少，经省机械厅同

意转由四川省前进机器厂生产。1973

年，一机部定点重庆通用机器厂生产

73－1 喷洒车。该车由防化兵部研究

院设计，于 1975 年、1976 年先后完成

两台样车。经各项性能试验，除喷枪流

量一项未达到设计要求外，其余各项

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在批量生产中，

喷枪流量问题已获解决。1977 年通过

部级鉴定，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278 辆，总产

值 1399 万元。1979 年四川前进机器

厂为发挥军用车辆生产技术优势，经

总 后 车 船 部 同 意 转 产 罐 式 车 辆

Y Y445 型运油车。该车原在西安锅炉

厂生产，经过短时间对各种技术资料

的消化整理，于 1979 年 4 月投入小批

量生产。1982 年获省优质产品称号。

1981 年 12 月，该厂还与总后技术装

备研究院车船所等单位合作试制出

Y0701 型越野加油车。1982 年 2 月经

过 1 万公里可靠性行驰试验，6 月交

用户进行低温试验、全性能试验，1983

年 1 月通过部级鉴定，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到 1985 年累计生产罐式改装车

7 种 888 辆，成为全国同行业主要生

产厂之一。

挂式改装车 1964 年，四川前进机

器厂承担国家重点工程“641”专案中

75 千瓦电源拖车、双轴拖车和保温车

厢部分的研制任务，整车由天津发动

机厂总装出厂。同年 4 月，四川前进机

器厂与一机部 703 所联合设计，于

1965 年 1 月 试制出样车，2 月 进行

6480 公里满载等试验，4 月通过鉴定

后投入批量生产。以后，对其拖车和车

厢又作了多项改进，一直成为常年生

产的主导产品之一。1979 年底，四川

前进机器厂开始为工程兵部生产 20

吨平板拖车。1980 年试制出样车，并

进行 6000 公里路试验及全面检查，整

车性能达到技术要求。1984 年 11 月，

根据部队意见改型为 H6001 A，改进

后整车制动可靠性、行驶通过性能、车

架刚度和关节轴承的使用寿命均有提

高。1964－1985 年累计生产挂式改装

车 5 种 1417 辆(其中电源拖车 1176

辆)。

第三节 气 源 车

1962 年 10 月，一机部定点自贡

市机械一厂生产军用气源车。1965

年，一机部又先后定点重庆通用机器

厂、重庆东风机器厂和四川空分设备

厂生产军用气源车。其主要品种有：

老式气源车 1965 年自贡市机械



一厂按照内迁老厂带来的产品图纸，

先后试制成功 1－12 型制氧车、40－1

型充氧车和 1 Y F Y 0．83－120 冷汽拖

车。其中 1－12 型制氧车具有较好的

机动性能，生产的氧气纯度高、温度

低，适合于高空飞行用氧的需要。到

1985 年累计生产上述 3 种气源车 592

辆。

N X102－3A 氧气瓶车 1965 年，经

一机部定点重庆通用机器厂生产，由

七机部一院 十五所设计，1967 年试制

出样机。1969 年、1971 年经过两次大

的改进，于 1976 年正式定型。1980 年

又经过局部改进，派生出发射卫星使

用的氧气瓶车。1967－1985 年累计生

产 152 辆。此外，该厂还生产 C Q－1

空气加注车 314 辆，为空军航材系统

生产提供送冷车 101 辆。

1K F Y－120 型制氧车 由动力车、

制造车、氧压车组成。动力车和制造车

安排自贡市机械一厂生产，氧压车安

排蚌埠压缩机厂生产(1976 年转由重

庆气体压缩机厂生产)，经组织联合设

计，分别试制于 1968 年 4 月完成第一

套样车，经过常温、低温、高海拔一系

列试验，于 1971 年通过鉴定，1981 年

获国防科研成果奖。1968－1985 年两

厂累计生产 34 套。为增大供氧量，自

贡市机械一厂经改进设计试制派生出

1 K F Y－180 型制 氧车，1978 年 获全

国科学大会奖。

N C－1 型气源车 1965 年 7 月 由

蚌埠空压机厂试制成功，1967 年经一

机部重复定点由重庆气体压缩机厂试

制。该厂于 1967 年试制出样车，年底

通 过 鉴 定，1969 年 投 入 批 量 生 产。

1980 年经过改型，将加注车和空压机

车合并于一车，命名为 N Q－2 型供气

车。到 1985 年累计生产 325 辆。

40－50 升／时移动式制氧制氮设备

该设备由动力车、制造车、电源车及辅

助车组成，为空军飞行用氧(液氧)更

新换代产品。1979 年由四川空分设备

厂着 手研 制，1981 年 试 制 出 样 车，

1984 年通过鉴定后投入小批量生产。

该产品适应性强，在高温 40℃、低温

－30℃、高原海拔 2000 米以上条件下

能正常工作，且产量不会有大的波动，

技术性能处于国内先进水平，1985 年

获一机部科技成果奖。已完成 2 套交

付部队使用。

高压液氧气化车 该气化车由高压

液氧泵、高压气化器和低温贮槽配套

组成，组装在一辆黄河或解放牌汽车

上。该车于 1980 年和 1981 年分别由

自贡市机械一厂和四川空分设备厂会

同航天部一院十五所、二炮工程设计

所共同进行研制。1984 年 4 月四川空

分设备厂试制出 C C F3－1200／8 型高

压液氧气化车，使高压充气技术有所

突破，开创了我国高压充气技术的新

途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四川省

科技成果奖。

1965－1985 年，上述两厂累计生



产军用气源车 19 种 1679 辆，使四川

成为全国机械系统生产同类车品种、

数量较多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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