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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1        朝阳重机概况

     2      主要业绩



一、朝阳重机概况

        朝阳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占地面积：22.6万㎡；
        建筑面积：10.4万㎡ ；
        中国东北最大的水泥机械制造企业和中
国建材机械行业骨干企业，享有进出口自营
权，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合格单位。
        2016、17、18年度朝阳市先锋企业。    
       朝阳重机有各种设备1500多台套，以生
产建材机械为主，同时生产冶金、矿山、化
工、环保等设备，产品有10多个系列100多个
品种规格。 年生产能力 5万余吨。



      朝阳重机现有资产、员工
           及工程技术人员情况

公司性质：

 民营（国有资金控股企业）

资产总额：

 29560  万元

各种设备：

  1500 余 台套
 员 工：
  806   人
工程技术人员：

  85 人



  朝阳重机加工实力

            2005朝阳重机装备、生产能力、
产品结构、都有明显改观。

            2008年以来共投资4000 多万元

进行了扩能改造，新建4200 ㎡钢构

铆焊厂房，自制￠6X18m筒体车床、

大型钻孔装置、 6 X 6 X 16m大型热

处理炉、安装了160、50、32吨吊车、
大型自动焊机等。

            同时，对原有部分设备进行了数
控改造和大修，为制造大型装备创造

了条件，企业呈现出勃勃生机。



企业资质



   质量体系认证合格单位

质量体系认证合格证书



朝阳重机技术中心



朝阳重机技术中心

     朝阳重机注重与国内设计院及科研院所广泛的技术
交流与合作，为适应产品市场大型化的趋势，合作开
发、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的现实和潜在的需求。并利
用自身的技术力量开发适销对路、技术含量高的新产
品。技术中心可承揽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非标设计、
技术咨询、新工艺、新材料的研究和产品技术攻关等。
近年来，自行开发设计和改造产品200多项，其中有
12项获国家专利，10项获部、省级技术成果奖。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装备及工艺的综合技术水平

       多年来，朝阳重机一直与天

津水泥设计研究院、南京水泥设

计研究院、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

、成都水泥设计院及冶金行业的

院所、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工

程技术人员了解用户需求，开发

生产适销对路产品，产品属国内

同行业领先水平。

         朝阳重机产品的技术

含量、生产装备及工艺的

综合技术水平属国内同

行业的先进水平。

产品技术含量

工艺综合技术水平



       铆焊车间

 新建钢构铆焊厂房（起吊能力160吨） 

 铆焊大厂房（起吊能力75吨）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重要生产设备

1 2 m 刨 边 机
大型折弯机

进口数控切割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重要生产设备

进口大型卷板机

大型筒体车床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重要生产设备

进口内、外
       环缝、直缝自动焊机

外环缝自动焊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制造车间

制
造
车
间
大
厂
房

大型机加厂房

钳
工
厂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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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生产设备

10 m 双柱立车
进口10m 滚齿机

龙门铣床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重要生产装备
                                                 

龙门刨床

260mm落地镗铣床
精密坐标镗床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重要生产装备——铸钢车间 
                 

40吨CPU自动控制电弧炉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热 处 理 车 间

中频淬火机床

380Kw箱式炉

大型工控电阻炉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完善的质量检测手段

                   
      计算机网络系统：计算中心机房主机
2台、终端（个人计算机）62台、大型绘
图机3台、打 印机、传真机等；
      焊接试验室设备：交直流、二氧化碳
气体保护焊机等各种焊机、进口光电跟
踪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保温箱等；
      探伤室设备：X光探伤机、超声波探
伤机、磁粉探伤、照片冲洗设备等；
      理化计量检验设备：大型万能显微镜、
光谱仪、测长仪、拉伸机、快速分析仪、
齿轮检查仪、洛氏、布氏硬度计、衡器
检测设备、热工仪表检测设备、标准具
等。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检测计量中心

2000mm测长仪德国进口齿轮检查仪

多种测量仪器

检测计量中心



       完善的物理检测手段

30t万能材料试验机  

60t万能材料试验机
冲击试验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精密的检测设备

卧式金相显微镜
布氏、洛氏硬度计

超声波探伤仪

德国进口大型投影仪
分析天平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朝阳重机
主导产品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导产品——水泥机械装备

                   回转
窑

被授予中国著名品牌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导产品——水泥机械设备

   ￠3.2X13m磨机系列产 
   品被授予辽宁省名牌产品

￠3X13m磨机
2012年被授予中国著名品牌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导产品— 水泥机械装备

滑履轴承磨机

回转式烘干机

磨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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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导 产 品---矿渣立磨

 可满足年产150万吨以下规模需要
最大立磨TRMS63.3矿渣立磨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我公司除生产水泥厂用回转窑

外，还生产冶金、化工回转窑如：

红土镍矿回转窑、金属镁回转窑、

活性石灰回转窑、氧化球团回转

窑、次氧化锌回转窑、氧化铝回

转窑、危废处理回转窑、针状焦

回转窑、高岭土回转窑、钛白粉

回转窑、五氧化二钒回转窑、氧

化铬绿回转窑、碳素回转窑、陶

粒回转窑、磁性材料回转窑、有

色金属陪烧及其它化工厂用回转

窑等.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非标

产品的设计与生产。

     主导产品 ——回转窑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导产品---球（棒）磨机

       

    煤磨

  湿式格子型球磨机（矿磨）

    水泥磨

    棒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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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产品 ——混合机、制粒机

一次混合机、二次混合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导产品——冶金设备

铁精粉烘干机

润磨机

环冷机

链篦机

圆盘造球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导产品— 辊压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主要配套产品—铸钢件

最大单件40吨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线总包---矿渣立磨微粉

       

     年产15万吨～150万吨矿渣立磨微粉生产线总包，提供咨询、
设计、生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一条龙服务。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线总包---钢渣粉磨

钢渣粉磨生产线总包，多种工艺选择。提供咨询、
设计、生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一条龙服务。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线总包---活性石灰

竖式预热器-回转窑-竖式冷却器
环形套筒窑（德国贝肯巴赫窑）

双膛竖窑（瑞士麦尔兹窑） 梁式窑（弗卡斯窑）

四大主流窑型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线总包---氧化球团

       

     年产150万吨以下规模氧化球团生产线总包，提供咨询、
设计、生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一条龙服务。

     回转窑
环冷机

链篦机

     回转窑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线总包---回转窑次氧化锌

       

     各种规模回转窑次氧化锌生产线总包，提供咨询、
 设计、生产、安装调试、人员培训一条龙服务。

     回转窑

     冷凝管

     沉降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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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线总包---水泥粉磨站

       

     年产200万吨以下规模水泥粉磨站生产线总包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生产线总包---水泥生产线

       

  日产8000吨以下规模水泥生产线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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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荣誉 

朝阳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销售业绩



                荣 誉 证 书



    朝阳重机产品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及巴西、东南亚、南非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朝阳重机主要以研制、开发、生产日产5000吨及以下水

泥成套装备为主，同时生产冶金、矿山、化工、环保及通用设

备。

      主要产品有：日产500吨-8000吨水泥厂主辅机设备，包括
生料磨、水泥磨、煤磨、回转窑、分解炉预热器、选粉机、烘

干机、冷却机等；矿渣立磨粉磨设备，冶金行业用氧化球团及

烧结设备：如混合机、造球机、球磨机、链蓖机、回转窑、环

冷机等以及环保设备，如各式收尘器,  各种提升机、破碎机、
输送机、电控柜、液压站等。

。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矿渣立磨）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回转窑）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回转窑）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混合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润磨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磨机类）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磨机类）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烘干机）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总包类）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总包类）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部分产品销售业绩（总包类）
     回转窑活性石灰生产线

     朝阳重机15304225959



                  

                欢    迎    光    顾
            真    诚    合    作
          共 创  美  好  未 来

               谢  谢
      

               

    
           
                                                                                                        

           

     

朝阳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15304225959
                      15142175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