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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始建于 1950 年，是党中央投

资 7 亿 5 千万斤小米（折合人民币 6075 万元）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重型机械

制造企业。作为“共和国长子”，太重累计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供了 3000 余种、

40000 多台套、约 1000 万吨装备产品，创造了 500 多项中国和世界第一，为新

中国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国民经济的开路先锋”。

太重是全球唯一的轨道交通用车轮、车轴、齿轮箱及轮对的全谱系全系列全流程

研发制造基地；全球唯一的能够同时生产 4 ～ 75 立方矿用挖掘机和 1.8 ～ 150

吨级全系列多动力液压挖掘机研发制造基地；全球唯一一个以世界最大的 1300

吨水电站桥式起重机和 550 吨铸造起重机为代表的全系列起重机生产基地；还是

国内最大的管轧机和矫正机生产基地，品种最全的锻压设备和焦炉设备生产基地，

最大的航天发射装置生产基地，最大的轧机油膜轴承生产基地，是山西省高端装

备制造和风电装备产业链唯一的双“链主”企业。

公司现有在岗员工 8600 余人，拥有二级及以下子公司 53 户，主要成员单位包括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太重集团煤机有限公司、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等。主要产品以起重机、挖掘机、轨道交通、

风电装备、海洋装备、煤机装备、液压产品、冶金装备、齿轮传动、港机装备十

大系列产品为核心，拥有设备成套和工程总承包能力，产品已出口到全球 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能源、交通、海工、航天、化工、铁路、造船、

环保、煤炭等行业。

展望未来，太重将秉承“用户至上、效益导向、以人为本、改革创新、对标一流”

的核心价值观，以“精细化、国际化、高端化、智慧化”为方向，以“五要、五抓、

五建设”为抓手，全方位推动公司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努力建设具有国际一流竞

争力的现代智能装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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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细化、国际化、高端化、智慧化为主要路径，以“一总部、多园区”的产业协同发
展新格局为基础，以“一重点、一中心、多基地”的全球性技术研发体系为平台，全力
打造八大系列产品，打造灯塔工厂、智能工厂、黑灯工厂，建成世界级、国家级和
省级的数字化示范项目，跑出高质量高速度发展“加速度”，立于装备制造业舞台中央。



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提质增效为目标，
构建起“一总部、多园区”协同发展新格局。

向明智装产业园区工程起重机产业园区

以智能化、绿色化为建设方向，打造以氢、电、甲醇等清
洁能源为动力的 25 ～ 220 吨全系列工程起重机，具备年

产 1 万台产品的制造能力。

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

园区集智慧管控、智慧制造、智慧工厂为一体，配置自动化的下料中心、焊接中

心、加工中心、涂装中心，采用流水线生产、装配方式，运用智能检测、智能装配、

智能仓储物流等手段，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全面提档升级，打造世界

级的“灯塔工厂”，成为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现代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高端液压产业园区

产业园作为国内最具规模的高端液压产品制造基地，拥有

全自动铸造生产线、液压阀生产线、液压泵生产线。可批

量制造油缸、泵、阀、马达等规格齐、系列全的高端液压
元件，集成液压系统正在向制造业价值链顶端发展。

轨道交通产业园区

产业园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辗钢车轮生产线、车轴精锻线、

快锻线、齿轮箱生产线、轮对生产线、实验中心，已形成

机车、客车、货车、高铁、城轨等全谱系轨道交通车辆轮

轴及齿轮箱产品的成套供应能力，成为全球领先的高速列

车关键零部件智能工厂。

天津滨海产业园区

积极发展蓝色经济，面朝大海，走向世界，天津滨海产业

园成为太重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产业园重点打造海洋

装备、港口机械、锻压设备、化工容器等大型装备，积极

发展海上风电钢桩、港口机械、海上风电升压站 ; 积极跟

进海水淡化、海上氢能开发等新领域项目。

液压挖掘机产业园区

以国家级智能化工厂为建设方向，打造 1.8 ～ 150 吨全系

列多动力液压挖掘机的“灯塔工厂”, 具备年产 5 万台产品的
制造能力。

煤机产业园区

以智能化技术改变煤矿开采模式，创新研制 5G 环境下的
智能综采技术，为“四机一架”注智赋新，实现安全生产、绿
色开采，助推能源革命，促进低碳发展。

新能源产业园区

作为产品最齐全、产线最先进的“链主”企业，建成工业齿轮
箱、工程齿轮箱和风电齿轮箱三大板块基地，具备年产风
电主机 1000 台的能力，打造全国一流的智能化风电制造产

业园。

“双百企业”中全省唯一获评“标杆”的企业，在带式输送机和
智能立体车库等领域具有显著优势。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称号。

一总部
多园区



乌兹别克斯坦

（纽卡斯尔市）
太重集团威利朗沃

深圳

刚果金

西安

60+



服务宗旨
SERVICE AIM 

践行“用户至上”，为用户创造价值
今天的太重，将“用户至上”作为企业核心价值观， 坚持“用户的要求就是

我们的追求，用户的标准就是我们的标准，用户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

建立起从设计研发、产品制造到金融服务、运营维保在内的全生命周期价值

服务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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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6t 随车起重机

12 ～ 130t 汽车起重机

130 ～ 1200t 全地面伸缩臂起重机

55 ～ 2000t 履带式桁架臂起重机

30 ～ 1600t 履带式伸缩臂起重机

4 ～ 14m 电驱 / 液驱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

20 ～ 28m 电动 / 柴动直臂式高空作业平台

1000 ～ 6400t 液压复式起重机

2000t 以上环轨起重机

200 ～ 2000t 履带运输车

900t 架桥机

盾构机

主要产品

太重是 1.5 ～ 8MW 陆上风机和 5 ～ 14MW 海上风机系列产品研发制造基地，自

主配套和对外提供风电齿轮箱、主轴、塔筒等关键零部件，形成资源开发、设计

制造、服务运营、海陆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

1.5-8MW

5-14MW





太重是中国历史悠久的锻压设备供应商，可为用户提供各类金属挤压和锻造成型

设备，为用户提供高效智能的整体解决方案。

挤压机已形成8MN～360MN规格系列产品，代表了世界先进的技术水平。

锻造压机已形成10MN～350MN规格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铁路、汽车、航空航

天、造船、冶金等行业。



太重配备了从炼钢、铸造、锻造、焊接、热处理、机械加工等齐全的工艺装备，

可为用户提供铸锻件、齿轮箱、液压件等全系列基础件产品。



充分发挥“双链主” 优势，将智能工程挖掘机和工程起重机、风电设备、齿

轮箱等批量产品做大，带动高端装备制造和风电装备产业链集群化规模化发

展，引领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太重可设计并制造1.8～150吨级设备，产品涵盖微挖、小挖、中挖、大挖、

超大挖等机型，能够满足不同施工工况下的挖掘、破碎、剥离等作业需求，

为客户提供整套施工解决方案。

工程液压挖掘机



新一代工业装备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新一代工业装备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覆盖下料、焊接、涂装、加工、装配、总装

调试等工艺全流程生产任务，将重型机械的生产制造与智能传感、人工智能、大

数据、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正在积极打造新一代装备制造行业的“黑

灯工厂”和“灯塔工厂”。

公司以 GB/T19001-2016 idt ISO9001:2015 标准为基础，建立了覆盖营销、研发、

采购、制造、质量、资源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结合

公司运行模式和产品特点，融入个性化的质量控制要求，建立“1+N”一体化质

量管理体系，不断提高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一体化质量管理体系“1+N”





1239

60%
1239人的设计研发队伍，高级职称以上人员达到60%。拥有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新兴产业领军人才、三晋英才等。

太重拥有新产品研发、产品设计、工艺研究、基本理论研究、计算机模拟仿

真等专业研究所室。广泛开展产学研用合作，与国内外多所高校、科研院所

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集产品开发、科研攻关、试验试制、推广应用

为一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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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点

一中心

智能采矿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

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技术中心

太重集团本部技术中心

多基地

面向液压挖掘机、新能源领域攻关

面向蓝色经济装备领域开展研发

聚焦工程机械、智能化、基础研究

面向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

对接欧洲研发机构，突破高端装备技术

上海研发中心

西安研发中心

深圳研发中心

德国研发中心

天津滨海中心

把 创新 摆在
         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一重点、一中心、多基地”全球研发体系

科技创新研发方向 前瞻性、可靠性、先进性
国产化、智能化、人性化、绿色化、轻量化



2013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公司战略发展，公司加大科研投入，针对技术研发、质
量攻关、工艺突破成立 SBU 团队，正在全力攻克一系列“卡脖子”技术，恪守“共
和国长子”忠诚，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智能化起重机实现复杂环境下自动运行、作业空间识别与路径优化等

煤炭综采成套装备智能系统实现采煤机、液压支架和运输系统的智能化控制

无人操作电铲关键技术实现自动行走、自动挖掘、自动回转和自动装车功能

智能化焦化成套设备首开全国远程“一键炼焦”之先河

5G智能化远程操作大型矿用挖掘机引领“智慧矿山”技术前沿

累计创造了500多个国内外首台套产品

2021年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排名中位列第1
居全国重型机械行业首位

704

210

81 267





——持续打造“三型六带头”党组织





乡村振兴

公司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出台集团驻村队员管理办法，开展丰富的帮扶活

动，努力在乡村振兴中做出国企贡献，展现国企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