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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真实·真诚·真心

五十六年风雨兼程、五十六年跨越险峻、五十六年峥嵘岁月、

五十六年春华秋实……

今天，让我们一起翻阅通变成长的故事，回味创业的艰辛、体验

奋斗的激情、分享成功的喜悦、展望美好的未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五十六年的光辉历程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在成绩面前，豪情满怀的通变人没有满足现状，而是

将目光投得更远，全体通变人正以前所未有的拼搏精神，乘势而上，

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搏击市场，开拓未来，在七彩云南这块热土上成就

一番事业，铸就一片辉煌……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前身为云南通海变压器厂，通过五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通过“九五”、“十五”、

“十一五”期间的改造，公司的经营规模、科技水平、创新能力、员工整体素质、社会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提高。

公司占地近 10 余万平方米，厂房面积近 6 万平方米，注册资本 1.28 亿元，中专以上学历的员工人数占总

员工人数的 60% 以上，工程技术人员 85 人。公司技术中心属“省级技术中心”。

公司属国家变压器生产重点企业，公司的产品主要为 110kV 及以下各类电力变压器（包括整流变、冶炼变、

箱式变等）、35kV 及以下干式变压器和 35kV 及以下高低压成套设备。

企业简介比原生态大自然

更加宁静的变压器



艰苦创业篇

安全可靠

宁静环保

低耗节能

该产品技术性能达到 JB/T10217-2000《箱式变

电站》及《三相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参数和要求》，满

足 IEC1330 国际标准规定。其技术性能和 ZGS9 型

相比较，空载损耗平均降低 20%，负载损耗平均降

低 5%，空载电流平均降低 31%。

至 2009 年年底共生产 105 万 kVA，每年节电约

9000 多度。

箱 式 变 电 站 已 被 广 泛 运 用 于 城 区、 农 村、

10 ～ 110kV 中小型变（配）电站、厂矿及流动作业

用变电站的建设与改造 ；运用与工业园区、住宅小

区、商业中心、公共场所、机场、车站、码头、学校、

医院及流动性较强的建设施工现场。

箱式变电站的应用，减少了土地的占用率。

该产品获得 3 项实用新型专利，并获 2011 年云

南科学技术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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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通变电器公司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伴随着社会进程中的风风雨雨，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

由艰难迈向辉煌的道路，从一个诞生在破庙中人数很少的手工生产小作坊，逐步发展成具有宽敞洁净工作区，高大壮观

厂房，装备先进，生产自动化程度高，生产若干优质产品的综合现代企业。

通海、河西地区历史悠久，个体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众多，交通四通八达，商业兴旺，有“小昆明”之称。新中

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1952 年，县供销合作社成立，设立生产资料股组织指导手工业生产。通河两县

供销社各自组成了一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县政府又组建的工业合作社、联合社具体负责组织手工业生产。

1955 年 11 月，为适应农业生产发展和农业合作化的需要，并逐步改进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通海县在城郊大桥村关

圣宫建成了全民所有制“通海县农机修造厂”。当时设备仅有手摇鼓风机一台、手摇车床一台。主要是修理小铁家具，生

产木制打谷机，这个厂成为现今通变电器公司前身。  

1956 年 7 月，通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配合县农具站在全县推广销售外地调入的马拉收割机、马拉 10 行播种机、

圆盘耙、双轮双铧犁、单轮单铧犁等 10 种新式农具，通海农机修造厂接着仿造单轮单铧梨等农具。11 月 22 日，通海、

河西两县合并，称杞麓县，原“通海县农机修造厂”更名“杞麓县农具制造厂”。1956 年全厂全年产值为 33762 元（当时

货币）。

1957 年，杞麓县农具制造厂从大桥村迁往蚂蝗坝，后与蚂蝗坝翻砂厂合并，购置 5 台老式车床、2 台牛头刨床、1 台

小台钻，将手工生产推进到半机械化生产。主要生产山地梨、8 寸步犁、无轮翼铧犁、双轮双铧犁、小打谷机。 

1958 年搞“大跃进”、大办工业、大搞“升级过渡”、“一大二公”，全县大部分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杞麓县

农具制造厂并入了一批厂社，人员猛增到 225 人。1958 年 10 月，杞麓县和华宁县合并称通海县，“杞麓县农具制造厂”

改称“通海县农具制造厂”。为配合农业大跃进和增加工业产值，生产了大批新式农具 ；为配合抗旱，除生产农具外，还

生产马拉水车、风力水车、水泵配件、各种运水车辆等。

1959 年国家工业下马，工业企业普遍压缩

职工支援农业，部分国营企业职工又转为集体所

有制厂社工人，有的回乡支援农业生产。蚂蝗坝

农具制造厂（时称通海县通用机械厂）还留职工

119 人。主要生产水泵、畜力水车、风力水车、

几种步犁、打谷机、兴修水利工具等。    

1959 年中，蚂蝗坝机械厂搬迁至桑园，称“通

海县机械厂”，有了一座大车间和部分附属设施。

1960 年，工业“下马”，大批 1958 年“升级

过渡”为地方国营企业的职工下放新平、峨山农

场或本县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有的转为集体所有

制手工业社社员 ；少量转回农村成为个体手工业

者。通海县农业机械厂又下放了一批职工。由于

抗旱和农业需要，厂里主要生产排灌工具，水泵、

内燃泵、马拉水车、小水车、栽插播种工具、插

秧机、各种步犁、耙、打谷机等。

1961 年 8 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通海县农

业机械厂又进行人员下放和留厂转社调整。当时

决定，从在册的 118 个干部职工中，留下 37 人，

其余原属手工业者的 60 人转为手工业社社员，5

人下放农业，17 人转其它行业。

1962 年 3 月，通海县委、县人民委员会贯

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撤销关闭了通海县农业机械厂和其它一批

工厂。机械厂的机器和其它资产封存放置在桑园

厂区，由陈本谦等三人看管。从此直至 1965 年，

通海机械厂不复存在，原工厂职工下放农村或安

置到其它集体手工业企业。
1958年，通海农村使用“通海农具制
造厂”仿制的单轮单铧犁耕地。

1959 年 9 月， 云 南
省工具改革会议在通海召
开后，为进一步促进农具改
革，通海举行“铁木工生
产能手首次比武现场会”，

“农具制造厂”参赛人员取
得好成绩。

1959 年，逢连续两年
大旱，抗旱大军正在使用

“农具制造厂”制造的马拉
水车抽取杞麓湖水泡田栽
秧保苗。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至七十年代前期，“农业机
械厂”为农村改良土壤使
用的手推车提供了大批零
件。

“农业机械厂”制造的碾压机械（拖拉
机牵引部分）在水利工地上。

1958年，通海农村妇女使用“通海农
具制造厂”仿制的双轮双铧犁耕水田。

艰苦创业艰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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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县委根据中央精神，一县一个机械厂，支持农业机械化。决定在原厂区桑园重建国营农业机械厂，任命岳

邦禄为厂长，厂名定为“通海县农机农具修配厂”。设机加工、钳工、铸工三个车间。当时厂里有 56 人，除生产打谷机、

脱粒机、插秧机等农机具外，还修理变压器和电动机、农业机械等。1966 年，厂里引进技术，学习先进厂家经验，试制

SJ 型变压器，获得成功，增加了变压器车间，1967 年生产出 8 台电力变压器，以后逐年增加生产量。初生产变压器时，

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矽钢片用铡刀铡，烘烤矽钢片用煤炭火烤，绕线用木模支撑，用手摇滚绕，以后 10 年中逐渐改进

为先进设施和手段。

1968 年试制电动机成功，增加了电动机车间，增加电动机的生产项目。开始时生产小型电机，最小的 5.5 千瓦，以

后逐步增大，最大的达到 55 千瓦。当年，厂名改称“通海县农业机械厂”。电机生产至 1981 年因质量问题被淘汰。

1969 年，县革委任命张从有为“通海县农业机械厂革委会主任”。

70 年代前期，通海县农业机械厂主要生产变压器、电动机、稻谷脱粒机、人力机动打谷机、手拉机动插秧机、翻砂管、

水泵配件等。

1971 年，通海农业机械厂生产的变压器得到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厂里送样品到省里报喜。在全省农机工作会议上，

通海生产变压器得到肯定，通海农机农具修配厂领导在会上作了发言。1971 年县革委会决定调整厂领导班子，由李长源

任厂革委会主任 ；张从有、唐家尧等任副主任。

1977 年，通海农业机械厂改名为“通海县电机厂”。

1975 年—1978 年，因受“文革”多年的影响一时间难以清除，县里频繁更换厂领导却难以稳住生产形势。1978 年，

厂里设变压器、电动机、农机、机工、木模、铸造等车间和修理组，只有变压器生产基本正常，电动机车间在尽力提高

电机质量，农机车间在试制插秧机，其它车间生产都不景气。

1979 年，县里派工作组到厂组织整顿学习，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任命陈本谦为厂长，厂里情况有所改变。当年全

厂完成工业总产值 168 万元，纳税 9 万元，盈利 6 万元。1980 年，各项生产指标又有下降。

1980 年后与玉溪机床厂协作，为玉溪机床厂生产“新中国”卷烟机配套件、烟机配件 ；配套云南机床厂生产车头箱

机床铸造件等 ；为通海化肥厂生产过锅炉封头等。

①1971年，通海农业机械厂（今通变电器公司）工人师傅在研究制造推土铲。
②上世纪70年代初，通海农业机械厂三结合（厂领导、技术员、工人）在试制新的机械零件。
③上世纪70年代，工作之余生产现场开会。

公
司
早
期
产
品

① ② ③

艰苦创业艰苦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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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全国掀起。

1980 年，文天福同志调任厂长。

1981 年，厂领导班子凭着长期干工业的经验和对党

对人民的忠诚，把握时机，大刀阔斧进行整顿和各项改

革，引领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当时的职工人数 189

人，销售收入 61 万元，盈利 1.52 万元，缴税 2.24 万元，

资产净值 88 万元，职工年工资收入 763 元。

1983 年，经过市场调查和厂内生产能力评估，厂领

导班子决定将变压器定为厂里的主产品，积极书面报告

反映云南省机械工业厅，厅领导派人参加反映到国家机

械工业部，得到“变压器专业生产厂”的认可批复，同

时开始供应计划原材料，并将厂名改为“通海变压器厂”。

更名“通海变压器厂” “通海变压器厂”厂区环境

上世纪 70 至 80 年代期间，“通海变压器厂”正大门 厂区办公室

厂区一角

生产车间一角

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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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绕线工段在生产 SJ 型变压器产品的同时，积
极研制开发 S7 型产品。图为绝缘、绕线工段部分员工合影。

80 年代 CY 集团董事长孙家仁一行到我厂洽谈合作事宜，与我厂部分领导职工合影

80 年代“通海变压器厂”生产的 S7 型低损耗节能油浸式变压器及电炉变压器，其中最大容量为 3150kVA/10。

80 年代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能源的消耗越来越大，生产低损耗的产品

成为社会的需要。通海变压器厂紧跟社会

脚步，跟西南三省合作，统一联合设计开

发新型低损耗油浸式变压器，经过多次的

技术性能分析、试制、探讨，开发出 S7

型低损耗油浸式变压器并投产。

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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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省

主管部门及哈尔滨工学

院、保定变压器厂、西安

变压器厂、云南变压器厂

的专家 ( 总工程师 ) 到我

厂进行工作指导。

1984 年，通海变压器厂和西南三省统一联合设计开发的 S7 型系列油浸式变压器研究开发

成功后，云南省相关部门组织鉴定委员对通海变压器厂“S7 型低损耗变压器”产品进行鉴定。

与会专家听取新产品的技术性能分析、试验、试制总结等报告，审查有关技术资料，同时对

产品进行了抽查和测试。经过认真的审议，鉴定委员会认为“S7 型低损耗变压器”产品技术

性能可靠、能降低变压器损耗，并一致同意通海变压器厂与西南三省统一联合设计开发的“S7

型低损耗变压器”产品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

型低损耗变压器鉴定会

四位专家在生产一线指导 四位专家对产品实验进行指导并提出改造完善的宝贵意见

S7

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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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云南省电工公司、通海变压器厂

召开用户座谈会，厂领导详细介绍变压器产品，

虚心听取用户意见。

通过开展市场调研、用户走访活动，加强

与各电力部门、设计院的沟通合作、信息交流，

使本厂的经营管理从计划经济成功转型为市场

经济。

1988 年，国家机械部和云南省机械厅领导

莅临通海变压器厂考察调研，对企业的生产、

经营等给予指导。1987 年，由云南省机械工业厅组织的产品专家鉴定团

到我厂进行产品鉴定。

工厂生产能力大幅提高

80 年代中期，工厂按国际 IEC

标准进行生产，制造系列各种类型

升级换代和市场特殊用途的电力变

压器及其配套产品、CY 机床配件、

压力容器等，配套产品品种达上百

个，如电压、电流互感器、计电箱、

电表等 ；还可根据用户要求，专门

设计和制造特殊用途的变压器。

至 1987 年，工厂的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单机容量从过去只能生产 35kV 电压，

800kVA 以内的系列产品，提高至 6300kVA 以内的系列产品。变压器品种由原来的

26 个增加到 74 个。“S7-20-10/0.4 规格电力变压器”和“500kVA 以内的系列产品”

被评为 1987 年度云南省优质产品。1987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400 万元，销售收入 545

万元，实现利润 65 万元，缴税 20 万元，分别比 1983 年增长 2.17 倍、4.74 倍、5.15 倍、

1.69 倍。

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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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是通海变压器厂生产水平、生产能力和职工素质进一步提高的几年。技术设计力量队伍形成，以

当时的技术副厂长刘振林同志为代表的十多位中、青年科技人员能够自主设计和引进创新 ；车间管理进入规范，

吕家良、段文武、童永润、解德斗等一批中、青年优秀管理人员脱颖而出 ；检、试验设备和人员加强，工厂继

续开发适销对路新产品，扩大影响，寻找商机，拓宽市场。

1990 年，变压器厂根据东南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改进优化

原 S7 型系列高原型变压器，制造出的“湿热带”宜用产品科技含

量高，技术性能好，外形美观，深受东南亚国家欢迎。

同年，企业荣获云南省“一级先进企业”称号。

职工代表大会合影

缅甸国家及民间代表到本厂参观考察，厂领导陪同缅甸客人参观后在厂区
合影留念。

铸工车间职工合影 党员活动 干部职工合影

九十年代出口东南
亚国家的小容量高性能
产品。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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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我厂主要产品

1993 年，全国变压器行业安全协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在通海召开。会议强调企业步入转型时

期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学习贯彻国家电力工业部《关于安全工作的决定》，并制定相应的管

理办法。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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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根据中央关于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决定，按照国家《公司法》的规定，变压器厂改制为

股份有限公司，即“云南通变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公司于 1997 年 9 月 30 日正式成立。

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具有更大的自主权，调动了参股各方和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公司成立后，

快速建立起一系列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照章纳税”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更有主动性和灵活性。

1996 年至 2000 年，集团公司努力创新，科学发展，利用集聚的力量对原来所生产的各型号变压器进行更

新换代，研制和引进性能更优越的新型产品。为开发中型、大型及特型新一代变压器，公司投资 1000 多万元

引进技术及设备进行技改、培训职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公司先后开发的 10 多个新型产品，无论是科技含

量还是质量都得到进一步提升。生产能力提升至 110kV 水平，试制生产滇北电力局 110kV/31500kVA 一台进行

了国家级鉴定，同时生产广西 110kV/25000kVA 一台和贵州兴义 110kV/40000kVA 一台投入试运行。

2000 年，公司所生产的变压器规格品种已达 480 多个，并具备根据用户所需规格品种进行设计生产的能力。

产品有大型、中型、小型、特殊型。公司的变压器年生产力达 120 万 kVA，电压等级由 10kV 级提升到 35kV、

110kV 级 ；单台机容量从 30kVA 提升到 6.3 万 kVA。2000 年公司变压器销售收入达 8195 万元，比 1995 年的

4430 万元增长 85%，全公司总销售收入达 1.59 亿元，利税总额 1536 万元，比 1995 年分别增长 1.88 倍、2.19 倍。

公司进入全国 500 家同行企业的前 50 名，云南省同行企业位列前茅。经有关部门评定，公司进入“中一型”和“科

技型”企业。

集团公司成立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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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根据中央政策，国家控股的“云南通变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改制为民营企业，名称更改为“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

在改革政策的基础上，公司领导采用分立式改革方式对公司下属企业进行分立。

实行企业整体购买，分立为以通变电器有限公司为龙头的多家独立企业。分别为 ：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配件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冷作铆焊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电磁线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通变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云南通变服务公司

云南通变供销分公司

云南通变购物中心

企业成功改制

通变冷作铆焊公司

通变电磁线公司

通变电线电缆公司

通变配件公司

通变高低压成套设备厂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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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04 年引进德国 PC 公司带填料环氧浇注干式变压器生产技术

和工艺，全套引进德国旭百世（HUBERS）公司真空加压环氧浇注设备。通

过消化吸收，优化创新，公司所生产的环氧树脂浇注干式变压器产量和销

量逐年翻番，受到市场和广大用户的一致肯定和好评，并荣获“玉溪市科

学技术奖励”一等奖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自通变电器干变车

间成立以来，多次荣获省级、市级“工人先锋号”称号。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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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产品研发中心

产品试验

企业电子商务中心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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箔式绕线车间

铁心加工车间 线圈绕制车间

自动焊接机器人

数控折弯设备 数控冲孔设备

数控激光切割设备

生产车间一角、部分先进生产工艺设备

铜导体加工车间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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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由“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全资投资的“通变电器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工商总局注册，注册资

金 1 亿元，总投资 3.9 亿元，在昆明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电力装备制造园区建立研发生产基地，厂区占地

面积 128.6 亩。

昆明基地主要研发生产“220kV 级（顺延生产至 500kV）及以下“高原牌”节能、环保型各种电力和特殊变压器；

110kV 级及以下各种节能、环保配电、保护开关柜及配套件研发与生产，实现年生产能力 1600 万 kVA。

昆明高新技术研发生产基地总规图

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电力装备制造园区生产车间一角

产品研发科技大楼一角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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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组建云南通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自组建以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利用现有土地，科学规划，

合理设计，进行高楼层群的规划和建设，使新城区和老城区连为一体，在通海区域内创建了地标性建筑，也为

通海的房地产行业起到了领军作用。

至目前为止，公司已成功开发并销售了“通变工业园小区”3 个楼盘，创造了一个布局合理、设施完善、

生活方便、利于管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气息的住宅小区。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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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把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主要要素，以实现科学发展为目标，依靠科技创新推动

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先后开发出多种低损耗、低噪音、性能优越的变压器

产品，并通过了国家级、省级的新产品鉴定。

企业的长足进步，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增强，使公司被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云南省创新型企业”。2010 年“中国中小企业创新 100 强”、“2011 年云南 100 强企业排序第

87 位”。2010 年，“高原”商标再次被认定为“云南省著名商标”。

近几年公司主要产品

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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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发展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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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质量认证节能产品认证 云南名牌产品

企业荣誉企业荣誉



52 53

1989 年，机械工程部规划司司长到我厂进
行检查指导工作。

1991 年，原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等领导一
行到我厂进行检查指导工作。

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到通变电器视察工作。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玉溪市委书记孔祥庚等领导及省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
到我公司进行调研。

一路关怀一路情。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多年来的发展源于各级领导

的深切关爱，源于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也正是他们的殷切希望，鼓

舞我们前行、激励我们前进……

1994 年原省委书记令狐安到公司
调研工作。

领导关怀领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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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于 2003 年设立党总支，下

设 8 个党支部，120 余名党员。多年来，云南通变电器有限

公司党总支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行动指南，加强党员思想、组织、

作风建设，提高党员的“保证”、“监督”能力 ；紧密联系

企业生产实际，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保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以人为本，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了企

业持续稳步发展。近年来，由于成绩突出，云南通变电器

有限公司党总支先后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通变党支部中共通变党支部

2011 年 7 月通变电器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庆祝建国 60 周年合唱比赛

党总支会议“创先争优”党员大会

支部生活支部生活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

工 会 成 立 于 1978 年。 工 会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替职工

说话办事，为职工排忧解难。

公司非常重视工会工作，积

极组织员工开展技能比赛、

春 游 活 动、 卡 拉 OK 比 赛、

棋类比赛、田径运动会、足

球比赛、篮球比赛、职工自

排自演的歌舞表演等，同时

投资修建通变休闲会所、职

工文化娱乐室、篮球场、台

球室、乒乓球室等，极大的

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省、

市、县各级工会多次到通变

电器调研工作，对通变工会

给予较高的评价。

通变文化通变文化

以人为本  关爱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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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顾客、服务顾客、持续提高产品质

量保证能力，使顾客放心使用我公司产品。

公司于 2012 年 3.15 举行全员职工动员大会，

推进“质量保证承诺”、“售后服务承诺”、“技

术服务承诺”三个承诺的落实。

销售及服务网点布局图

服务升级服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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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九局集团 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云南红塔集团 云锡集团云天化集团

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公司

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

中国昆明南亚风情第一城

部分用户工程部分用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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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6 日，第 20 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第 5 届南亚国家商品展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云南通变电器有限公司组团参加了此次交易盛会。

展示交流展示交流



昔日的荣誉已成过去。

明天的辉煌才是更高的追求。

我们孜孜以求，所以永不疲倦。

我们充满激情，所以勇往直前。

我们坚持信念，所以必将成功。

我们坚信：

在国家发展的篇章中，

必将

记载下通变人的汗水，

书写下通变人的精彩！

五十六年的辛苦

五十六年的创造

五十六年的实践

五十六年的思索

展望未来展望未来





电能万变
有我通变

电能万变
有我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