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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士成 　 化纤工程设计与技术管理专
家 。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 。
１９５７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 。 中国石化仪征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顾问 。 长期从
事化工 、化纤工程的设计及技术开发 、技术管理
工作 。 作为主要设计总负责人 ，规划了我国最
大的化纤基地 ——— 仪征化纤工程 ，全面负责设
计 、施工 、安装 、生产等方面的技术管理工作 ，为
仪化一 、二 、三 、四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和生产 、技
术管理 、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工作 ，做出
了突出贡献 。 主持聚酯八单元 ３０ ％ 增容技术
改造 ，开发出了国产化大容量聚酯技术 ，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成套技术和装
备开发 ，年产 １０ 万吨国产化聚酯装置已在仪化
全面建成投产 ，开创了聚酯装置建设国产化的
道路 。 获建设部设计金奖和特奖各 １ 项 ，中国
纺织总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 项 ，中石化集团
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 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
项 ，并获光华科技工程奖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 。

光荣与梦想

自小我就喜爱化学的千变万化 ，立志做一
个化学工程师 ，在 １９５３ 年经过全国统考 ，如我
的志愿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 ，学习有机合成 、染

料中间体专业 。 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受到了
学校精心教育和培养 ，经过化工基础课程 、专业
课程教育以及到专业对口的工厂生产实习和化

学工程的模拟毕业设计锻炼 ，为我终生从事化
工 、化纤工程设计与技术开发工作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 １９５７ 年我以各门课程全部优良的成
绩毕业 。 经过国家统一分配至北京化工部有机
化工设计院 ，并有幸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加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吉林化学工程的设计和建

设 ，迈开了社会实践的第一步 。 以后 ，因工作的
需要服从国家的调配 ，先后在武汉化工部第四
设计院 、吉林化工部第九设计院 、贵州化工部第
九化建设计院 、北京纺织工业部设计院 、江苏仪
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 、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 ，开始了创业之路 ，逐步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 。

４０多年来 ，我主要在工程设计部门和技术
管理部门为发展我国的化纤原料及化纤工业作

出了突出的贡献 。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２年即担任国家大型工程贵州

有机化工厂和广西维尼纶厂设计总负责人 ，在
醋酸乙烯和聚乙烯醇装置的工程设计上 ，消化
吸收从日本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装备 ，创出了国
产化的新路 。 以后又在全国九套维尼纶装置上
推广 ，为解决我国人民穿衣问题作出了一定
贡献 。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６年 ，参加了我国特大型石油化
纤联合企业 ——— 辽阳石油化纤总厂的设计及建
设工作 ，承担乙烯 、汽油加氢 、重整 、芳烃抽提等
装置的设计负责人工作 ，为辽化的建设以及进
一步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作出贡献 。

从 １９７７ 年起 ，我参加了中国最大的化纤原
料和化纤基地仪征化纤工程的总体规划 ，承担
了这个国家重点项目 ——— 世界级的特大型项目
的设计总负责人工作 。 以后又受纺织部委派至
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兼任副总工程师及总工

程师之职 。这 ２０ 多年是我技术创新 、事业有成
的重要的阶段 。 我参与并主持了总体规划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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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方案的编制 、对外技术交流 、国外技术考察 、
可行性研究 、总体设计 、合同谈判签约 、设计联
络 、国外设计审查 、国内设计编制 、工程施工建
设 、生产准备 、投料试车 、考核验收 、生产技术管
理等全过程工作 ，并全面负责技术工作 ，为仪化
的工程建设 、生产及技术管理 、技术开发等方面
作出了突出贡献 。

在仪化总体规划中 ，我充分发挥了工艺专
业的主导作用 ，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及世界技
术的发展 ，规划了世界最大工厂规模（５０ 万吨／
年）和最大单线产能（２００ 吨／天）的聚酯装置 。
在工艺路线选择上不照搬 ７０ 年代上海石化 、辽
化 、天津石化引进的 DMT 酯交换法成熟经验 。
通过比较 ，正确选择了刚开始发展但又具有潜
在优势的 PTA 直接酯化连续缩聚工艺 。 该工
艺近二十年来仍属世界先进水平首选的工艺路

线 。 同样 ，在涤纶短纤维装置上 ，规划的 ２４ 万
吨／年 、单线产能 ５０ 吨／日也属世界先进规模 ，
并采取世界先进的直接纺工艺路线 。 在设备制
造上采取技贸结合方式 ，国内攻关制造 ，节约了
投资 。 在聚酯装置生产控制上 ，首次选用先进
的 TDC２０００ 集散型控制系统 。 由于正确地采
用了世界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 ，规模经济合
理 ，使仪化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奠定了持续发
展的基础 ，也为满足人民需求和发展我国化纤
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

在仪化工程建设中 ，首次采用了计划协调
技术 ，为高速度建成仪化二期工程提供了指导
意见 ，也为今后加强建设管理 ，加快建设速度积
累了经验 。

在仪化工程生产准备工作中 ，抓住开车总
体方案编制和生产准备大纲二个关键环节 ，狠
抓思想 、组织 、技术 、物资 、人员培训等方面准备
工作 ，为一次投料试车获得成功创造了条件 ，收
到了实效 。

１９８５年完成仪化一期工程任务后 ，我仍回
纺织部设计院负责全院生产技术工作及全面质

量管理 、技术开发业务建设工作 。 在以化纤为

主体的设计业务开拓上 ，在消化 、吸收引进技
术 ，实现国产化（腈纶 、聚酯 、涤纶）等方面做了
大量的工作 ，使设计质量大幅提高 。 １９８６ 年以
来到我调任仪化 ，院里先后获国家级优秀工程
勘察 、设计奖 ５ 项 ，国家科技进一步奖 ３ 项 ，部
（省）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 １７ 项 ，部（省）科技
进步奖 ９ 项 。 同时我作为仪化二期 、三期工程
设计总负责人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技术管理

工作 ，为仪化二期工程 、三期工程的建成投产做
出了重要贡献 。

１９９２ 年 ，经纺织部党组任命调任仪化联合
公司 ，负责全面技术管理 、科技开发以及三期工
程建设的指挥工作 ，着重抓了三个方面工作 ，取
得显著成效 。

首先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 。完成了涤纶
一 、二 、三厂第一至第七单元聚酯及纺丝增容
１０ ％ 改造项目 。 其中聚酯增容 １０ ％ 改造项目
获中国纺织总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纺丝增容
１０ ％ 改造项目获中国纺织总会科技进步二等奖
及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特别是涤纶三厂聚酯
八单元 ３０ ％ 增容是纺织部的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由我作为第一研制人 ，直接牵头组织科技攻
关实施 ，采取以仪化为主体 ，与母校华东理工大
学 、纺织工业部设计院 、南化公司机械厂相结合
的产 、学 、研联合攻关方式 ，使大型聚酯装置部
分国产化的工作得以实施 ，打破了国外对我国
聚酯技术和装备的垄断 ，形成我国的技术秘密
和工艺 。 通过技改 ，提高了装置技术水平和产
品质量 ，保证了高产 、稳产 。 目前该装置已达
３３０吨／天产能 ，达到增容 ６５ ％ 的效果 ，１９９６ 年
通过纺织总会技术签订和验收 。 该项目获
１９９７ 年度中国纺织总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并在
仪化三 、六 、七 、九单元推广 。 该项目得到中国
纺织总会领导及国家经贸委有关领导高度赞

扬 ，建议在全国推广 。 此外 ，在组织消化吸收引
进 ４ ０００ 吨／年切片纺三维卷曲中空纤维技术
后 ，成功地开发了 １２ ０００ 吨／年熔体直纺三维
卷曲中空纤维生产线 。 该项目通过纺织总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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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鉴定及国家经贸委技术装备司的技术经济评

价 ，获中国石化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 主持实施的仪化 PTA 增容 ４０ ％ 项
目 ，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 ，通过试验
研究 、技术开发 ，完全依靠公司的自有技术和
国内协作实施 。 目前已完成 ，产能从 ２５ 万吨／
年增容至 ３５ 万吨／年 。 还有主持规划的全国
最大规模（９ 万吨／年加 ７ ．５ 万吨／年）直接纺
长丝结构调整项目 ，采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
国内与国外设备嫁接的方式 ，极大地节约了
投资 ，现已顺利建成投产 ，均已成为仪化新的
效益增长点 。

其次 ，是加大科技开发力度 ，加快科研成
果的转化 ，大量的成果直接用于生产 ，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 ，如萤光增白切片 、阳离子可染
切片 ，短纤油剂国产化 、聚酯切片 、涤纶短纤 、
涤纶中空纤维 、涤纶长丝系列品种 ，超细复合
长丝 ，等等 。 此外 ，进行工艺流程优化及软件
开发 ，使大装置高产 、低耗 、优质并带来了显著
效益 。

第三 ，健全产品生产的质量保证和管理体
系 。 仪化于 １９９５ 年全公司生产通过法国
BVQI 及上海质量审核中心的双认证 ，取得
ISO９００２ 证书 ，保持了产品高品质 ，满足了国内
外用户的要求 。

仪化公司目前的聚酯产能已达 １７０ 万吨／
年 ，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五位的聚酯巨子企业 。
聚酯工业一直是我国化纤工业发展的重点 ，其
发展速度十分迅猛 ，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００ 年产能
平均增长率达 １６畅９ ％ ，从 １９９８ 年开始聚酯产
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 ，到 ２０００ 年聚酯产能已达
５７５ 万吨／年 ，但中国聚酯工业主要是采取从国
外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建设模式发展起来

的 ，全国先后从九个国家及地区十四家公司重
点引进了 ８４ 条生产线 ，其中包括日本的东丽 、
帝人 、钟纺 ，法国的隆波利 、德国的吉玛 、瑞士的
伊文达以及美国的杜邦等工艺技术和设备 ，集
世界之大成 。 但国内的聚酯工程技术开发工

作 ，还仅仅停留在小规模批量生产的装置上 ，大
型聚酯装置尚属空白 ，急待开发 。 否则长期受
制于人 ，由国外垄断技术的状况会极大地限制
我国化纤工业发展 。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我决心克服面临的风险和压力 ，向
国外垄断技术挑战 。 １９９６ 年 ，在仪化聚酯八单
元技改成功的基础上 ，提出了开发 １０ 万吨／年
（３００ 吨／天）聚酯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设想 ，得到
了仪化公司 、纺织总会 、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
的支持 ，１９９７ 年列入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
关项目 ，也纳入中国石化“十条龙”管理体系 。
我仍以第一研制人身份 ，继续以仪化公司为
主体组织母校华东理工大学 、中国纺织工业
设计院 ，南化公司机械厂进一步联合攻关 ，并
抓住四个环节 。 首先 ，以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为核心 ，院校科研力量为主体 ，并有设计单位
生产工程技术人员参与 ，根据工程技术开发
的要求 ，对聚酯的工艺技术 ，按酯化 、预缩聚
及终缩聚三个主要过程开展基础理论及工程

技术研究 ，突破了技术难点和技术关键 ，掌握
了聚酯生产的反应过程规律 ，建立了相应的
数学模型 ，提出反应器适宜的结构及相关的
参数 ，开发了聚酯仿真系统 ，为工程技术开发
形成聚酯工艺技术软件包和基础设计提供了

必要的条件 。
其次 ，以工程技术开展工作为核心 ，设计单

位为主体 ，并有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工程技术人
员参与 ，在科研工作基础上提出工艺流程 、工
艺条件 、控制方案 、物料平衡 、热平衡 、原料规
格及消耗定额 、产品质量指标 、公用工程规格
及消耗定额等工艺软件 ，对酯化 、预缩聚 、终
缩聚五个主反应器的结构 、材质以及制造 、检
验和安装提出技术规定 ，完成全流程配套的
设备选型等 ，形成 １０ 万吨／年聚酯国产化成套
技术基础设计 ，使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

第三 ，以五个主反应器技术攻关工作为核
心 ，由设计单位和机械制造厂为主体 ，生产厂工
·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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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人员参与 ，根据工艺技术确定的反应器
结构方案及设计条件 ，研究解决不锈钢复合钢
板采用 ；反应器壳体强度 、刚度 、稳定性的计算 ，
反应器加热系统 ；缩聚反应器主轴及转子等关
键技术问题 。 制订制造 、检验和安装技术规定
等 ，形成大型聚酯装置主要设备国产化制造
能力 。

最后一环是以生产企业为主体 ，采用自主
开发的技术软件包和国产化设备建设一条正常

生产时间不低于 ８ ０００ 小时 ，产量为 １０ 万吨／
年的国产化成套聚酯装置 ，并开发出相应生产
运行 、维修 、安全 、质量控制等一系列生产技术
和管理软件 。

经过各参与单位共同努力 ，仪化国产化聚
酯装置已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一次投料开车成
功 ，并通过达标考核及中国石化的技术鉴定 。
各类考核指标达到当前世界先进水平 ，成功地
把开发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实现了我多年
的梦想 。本项目也在 ２００１ 年度被中国石化评
为科技进步一等奖 ，以及 ２００２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

仪化的国产化聚酯装置在 ２００１ 年生产产
品 １３畅 ２６ 万吨 ，产品质量优良 ，其中部分出口
欧洲 ，目前生产负荷已达 ４５０ 吨／天 。 在十一
单元之后 ，仪化与中纺院合作 ，进一步开发建
设产能为 ５５０ 吨／天 （１２ 单元）和 ６００ 吨／天
（１４ 单元）系列化的大型聚酯装置 ，现均已建
成投产 。 应用国内开发的大规模聚酯成套技
术在国内已有 ５０ 余套装置建成投产 ，形成生
产能力约 １ ０００ 万吨／年 。 这为我国聚酯和化
纤工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为繁荣民
族纺织工业作出卓越贡献 。

由于我 ４０ 多年来在化工化纤工程设计和
技术管理 、技术开发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获得了中国
工程科学界最高荣誉称号 ，这是国家对我的
工作的一份肯定 。 我最自豪的是我们没有把
国外对我国化纤业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垄断带

入 ２１ 世纪 。
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化纤大国 ，坚信经过

全国的努力 ，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个化纤强
国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不仅仅是一个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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