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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人生最美好的 22 年扑在乙
烯压缩机的研发上，主导设计了我国
第一台乙烯压缩机，还成为我国百万
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彻底终结
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奏响“大国重器”
绝不假手于人的科技强音；

十九大期间，大会新闻中心在人
民大会堂开设“党代表通道”，作为辽
宁省代表，她自信亮相党代表通道，
接受国内外数百家媒体记者采访，展
现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另一面的风
采；

在刚刚过去的央视春晚上，她代
表中国制造、辽宁精神向全世界华人
拜年，再次点亮华人舞台。

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
动模范，沈阳鼓风集团副总工程师姜
妍。

参加工作至今的22年里，姜妍只
做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压缩机国产
化设计。

打破国际技术垄断
辽宁女子奏响
“大国重器”科技最强音

乙烯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产
品之一，占石化产品的70％以上，世界
上已将乙烯产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石
油化工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套乙烯装置中，需要裂解气压
缩机、丙烯压缩机和乙烯压缩机三套
机组，并称为“乙烯三机”，它们的生
产技术被称为石化装备制造的“珠穆
朗玛峰”。

压缩机是乙烯生产设备的“心
脏”，有着“压缩机一响，黄金万两；压
缩机一停，效益为零”的说法。在西
方跨国垄断巨头的眼里，大型乙烯压
缩机是他们怀里的宝贝，是核心技术
一直秘不外宣。

实现乙烯装置国产化，是国家有
关部门制订的重大装备国产化战略
内容之一，而乙烯压缩机是“乙烯三
机”中沈鼓最后攻克的一块硬骨头。

然而，进口压缩机研发走过的百
年之路，却被一位中国女子用10年时
间彻底走完，成为乙烯压缩机生产跨
国垄断的终结者。

姜妍不仅主导设计了我国第一
台乙烯压缩机，还是我国百万吨乙烯
压缩机设计第一人，使我国成为世界
上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机”
设计制造能力的国家，彻底终结了我
国乙烯压缩机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006年，姜妍带领的团队成为乙
烯压缩机国产化的“急先锋”。

接到研发乙烯压缩机的任务，姜
妍说当时并未感受到压力，就像接到
一个很平常的工作任务一样。然而，
随着工作的开展，各种各样的压力却
接踵而来。

乙烯压缩机技术被国外垄断了
几十年，技术封锁异常严密，相关资
料极度匮乏。

为了查看同类产品的结构和运
行情况，从那年开始姜妍拖着行李箱
从辽宁到福建，从茂名到大庆的各大
炼化厂都被她跑了个遍。各个炼化
厂几十米高的进口乙烯装置台，几乎
都留下过姜妍戴着安全帽爬上爬下
的足迹。

国内没有相关资料，她先是通过
互联网搜寻极为有限的信息，后来直

接去啃厚厚的外文原版资料。

研发路上也坎坷
45万吨级乙烯压缩机
险遭退货

2010 年 1 月 8 日，姜妍设计的 45
万吨乙烯压缩机在华锦集团生产试
车成功，实现了我国乙烯压缩机领域
零的突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
个拥有大型乙烯压缩机设计制造能
力的国家之一，打破了国外企业长达
几十年的垄断局面。

而当年这台45万吨级乙烯压缩机
让姜妍印象深刻，因为这是她承担的头
一项大任务，而且差点“搞砸了”。

试车，失败；修改设计再试，再试
车再失败；再修改，再试。姜妍和研
发团队埋头苦干3年，成品出来了，试
运转也没啥毛病，可一到用户那里实
地运转就“炸了锅”。

用户急得把电话都摔了。投资
上百亿元的乙烯项目，“心脏”停跳了
意味着什么？每天损失数百万元。
停产超过一个月，整个领导班子都得
集体被免职。

用户给沈鼓20天时间整改，整改
不好就退货。那意味着沈鼓代表中
国冲击乙烯三机的研发将告失败。

原来，压缩机组的核心转子，不仅
要保持高速运转，还要适应温度变化，
且要将振幅稳定控制在25微米以内。

压力，能挤出泪珠也能憋出灵
感。姜妍和团队逐一查找技术缺陷，
最终在限期内攻破了超低温运行转
子结构的核心难题，成功保障了国产
第一台乙烯压缩机的稳定运行。姜
妍破涕为笑。

一炮打响后，国家给沈鼓下达了
三个百万吨压缩机组的研制任务。
集团将任务交给了姜妍和她的团
队。经过不断优化，姜妍带领团队陆
续攻克了转子结构等诸多难题，团队
独创出缸内加气法，在性能和效率等
方面都优于国外机组。

2011年 2月 22日，中国首台百万

吨级乙烯压缩机试车成功。信汇、武
汉、燕山、黄冈、镇海等多个大型乙烯项
目有力地跳动着沈鼓制造的“中国芯”。

“只有我们这些一线的科技人员
吃得下苦、把‘冷板凳’坐穿，我们国
家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挺直腰杆。”姜
妍再次激动地流下了自豪的泪水。

沈鼓集团前董事长苏永强说，如
果说沈鼓是我国石化装备制造业与
国外竞争的“国家砝码”，那姜妍就是
不折不扣的“国宝”。

120万吨级
乙烯压缩机通过鉴定
专家说她是亲妈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在
广东惠州组织召开国产首台套“120
万吨/年乙烯装置用离心压缩机组”
产品鉴定会。

在对机组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性能、
实际运行情况等逐项进行审核之后，由
14名流体机械专业和石化行业知名专
家、院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最终作出
评定：沈鼓集团研制的120万吨/年乙烯
装置用压缩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是装
备国产化的重大技术突破，机组整体性
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机
组工况适应能力、操作性等居国际领先
水平。产品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我国实现更大规
模乙烯装置大型压缩机组国产化具有
重要推广意义，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
过鉴定。

作为亲自设计者姜妍在鉴定评
审当日向组委会做出近半个小时的
产品介绍，并对专家组提出的问题一
一详细解答。

在答复了全部问题后，所有的专
家对姜妍竖起来大拇指，“只有亲历
设计过程的人，才能了解这台机器的
每一个细节。”

在当日下午的参观中，14个外请
专家及其他二三十名参会者之中，姜
妍被唯一允许进入警戒线靠近这台

世界巅峰级的乙烯压缩机，因为“姜
妍是这台机器的亲妈。”

“的确，从设计图纸到车间生产、
试车、安装运行，就像看着自己的孩
子一点点长大。”从一名普通的技术
员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打破技术
垄断到步入世界前沿，从担当企业责
任到肩负国家使命，姜妍用执着和激
情书写着精彩人生。

她代表辽宁精神
走上央视春晚

2019 年 2 月 4 号 11 点 50 分央视
春晚舞台上，姜妍和四位全国道德模
范一起向全球华人拜年。

收到了省文明办的通知后，姜妍
第一时间和女儿分享，“我女儿说太
好了，是不是也能带我一起去。”

回忆起参加央视春晚的经历，姜
妍总结说有饥饿、有收获也有遗憾。

从除夕当天中午 11 时午饭后出
发去央视参加晚会，第二天一早 7 点
航班飞回沈阳，等到了家已经是大年
初一下午2点多，“真的是饿坏了。”

“虽然央视春晚只是短短的一
天，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是一辈子的
回忆。”然而虽然辛苦、饥饿，姜妍
说比起收获，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姜妍代表的是全国优秀的科技工作
者，也是辽宁唯一的一位代表，全
国只有5名道德模范能够有幸参加央
视春晚。

姜妍觉得，“将中国制造和辽宁
精神带到了央视春晚，又通过春晚表
达给全球华人，这份责任和机会非常
的难得。”

而姜妍感受的遗憾，主要来自对
女儿的亏欠，因为平日工作繁忙的姜
妍很少能陪在女儿身边，对姜妍来说
陪伴女儿和家人一起过年，也是弥足
珍贵的。

多年来，只有两件事会刺激她的
泪腺，一个是项目，一个是女儿，姜妍
说，这两个都是她的孩子，不一样的
是，对项目，她无怨无悔，对女儿，却
只有亏欠。

姜妍曾说，女儿希望她能够时常
陪在身边，哪怕听她讲一讲鸡毛蒜皮
的小事也是一种幸福。但更多的时
候，姜妍不是在研发室，就是在研发
的路上。

在央视春晚现场，姜妍收到女儿
发来的一张图片，内容是全家丰盛的
年夜饭餐桌。在满桌美味佳肴中，有
4道菜被圈了起来。

女儿告诉妈妈，这 4 道菜是替妈
妈做的。

“女儿读高二，平时学习忙，哪学
过做菜。”姜妍说，后来才知道，女儿
的 4 道菜是网上查菜谱自学的，而且
是第一次做。

姜妍：
辽宁人的“长子情怀”
就是永不退缩

“我们从 45万吨到 80万吨，又到
120万吨，应该说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正好也赶上了我们中国创新发展的五
年。”十九大期间，大会新闻中心在人
民大会堂开设“党代表通道”，作为唯
一在“党代表通道”上亮相的辽宁代表，
姜妍与其他两名代表一同神采奕奕地
走上通道，自信地站定在采访话筒前，
简练的话语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令
人产生无限感慨。

在回答国外媒体关于有人质疑
中国制造业流程的质量问题和生产
过程中带来的污染等问题时，姜妍有
理有据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表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是一个发展的历程，中国的经济发
展是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我
们的压缩机技术也是一步步地在进
步。目前，我国的压缩机应该说跟
国际上知名企业的产品水平相当，
甚至部分技术指标已经超过了国际
水平。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我
们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我们的生态
环境。中国的制造业有严格的标
准，也有严格的监管。举个数据来
说，我们和世界上所有的压缩机厂
家执行的标准是一样的，噪音都不
会超过85分贝。

在姜妍看来，辽宁人的“长子情
怀”就是要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新
时代里继续超越自我。

姜妍说，在最初到厂参加工作
时，每天跟着师傅实习，学到的就是
国企工人身上的优秀品质——朴实、
踏实，“继承了这样的品质，我们才能
不断自我突破。”

我们不只要对自己忠诚和担当，更
加要对我们的客户忠诚，有担当。因为
我们进行的是一条探索的道路，客户选
择相信我们，我们必将不负重托；同时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创新、实干更加
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没有取巧，只
有沉下来、静下来才能真正的拿出新产
品，有所创新，有所超越。

姜妍表示，自己始终坚持珍惜荣
誉、务实低调、爱岗敬业的准则和态
度，本色做人、角色做事。她强调，每
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都会扮演不同
的角色，不管哪个角色都应该承担起
自己应尽的责任。她鼓励大家勇于
担当、不辱使命，为辽宁老工业基地
新一轮振兴贡献力量！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 吕洋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沈阳鼓风集团副总工程师姜妍代表辽宁精神点亮春晚舞台

22年只做一件事：“妍”制“中国芯”

沈鼓集团副总工程师姜妍，为了事业放弃了很多，一心把工作干好。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