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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用顶级创造为奥运精神添添彩彩
火炬设计大匠高春梅：

设设计计全全国国少少数数民民族族运运动动会会主主火火炬炬

她曾是一个很怕火的女孩， 见到液化气罐还会直打哆嗦， 可是当她分配到燃烧专业工作后， 她居然成为了技术超群的追火能人；
她在北京2008年奥运火炬设计中， 原本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 可是她和团队硬是凭着十分先进的创造性设计成为了绝对主角， 让北
京奥运主火炬成为奥运经典； 她在设计与研究中， 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偏差， 严格和严厉使她带出了一批一流的 “追火” 工匠， 在世界
军人运动会上， 他们的作品再一次点亮世界； 如今， 她和团队正在全力准备竞争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任务， 决心再一次用绝妙的设
计为奥运精神再添光彩 ———她就是全国劳模、 北控集团旗下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春梅。

高春梅 在上海迪士尼做试验 高春梅在2008年奥运会工作中

设计2011年
深圳第26届大学
生运动会主火炬

人们都说 “水火不容”， 因为水和火是两种性质完
全相反的东西， 根本不可能相容。 在2019年举行的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上， 主火炬点火仪式竟然
创造了 “水火交融” 奇思妙想！ 中国八一男篮前名将
刘玉栋手持火炬， 在水中成功点燃了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的圣火！ 这一让人惊叹的奇迹般场景瞬间震惊
了世界。 而创造这一奇迹的正是全国劳模高春梅和她
的团队。

作为北控集团旗下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的高春梅， 实际上已经在燃烧应用技
术领域深耕了30多年。 作为火炬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
她和团队先后担负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
式主火炬设计任务， 还主持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非
洲运动会等重大赛事的火炬设计任务。

高春梅曾先后取得2项国家发明专利、 17项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成果， 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2008奥运会、 残奥会开
幕式优秀个人等众多荣誉。

从从怕怕火火少少女女到到追追火火能能人人

高春梅说，小时候很怕点煤气灶，特别是看到液化
气灶就更害怕，总觉得煤气罐像个大炸弹。记得上小学
时，中午要自己做午饭，当时家里用的人工煤气灶要用
火柴点 ，由于人工煤气容易回火 ，高春梅鼓足勇气
哆哆嗦嗦点火时经常会遇到“嘭”的一声响，好几次吓得
高春梅连忙关上开关，只好饿着肚子跑去上学。

高考报名时高春梅并不了解城市燃气热能供应工
程这个专业 ， 报的是暖通专业 ， 但被偶然调整到
了这个专业。 1987年7月， 高春梅毕业后来到北京市公
用事业科学研究所。 当年高春梅22岁， “以为来科研
所是白领， 没有想到跟着师傅穿着蓝大褂， 开始动手
实验。”

高春梅被安排在研制工业炉燃烧器组， 当时的试
验条件很落后， 条件十分艰苦， 都要自己动手加工 ，
而且经常往工厂跑， 751地铁车辆厂、 化工设备厂、 化
工机械厂、 珐琅厂、 铜厂等各种带有工业加热炉的工
厂高春梅都去过。 高春梅第一个接手的项目是市经委
的一个工业辐射管式加热炉燃烧系统研制课题。 每天
跟着师傅， 笨拙地拿着管钳子拧管， 扳子拧螺栓， 钢
锯截管， 板牙套扣， 动手组装燃烧器， 钻到模拟试验
炉中像铺棉絮一样铺纤维棉， 安装测温件。 每天抬着
重10多公斤的燃烧器搬来搬去， 反复组装、 拆卸、 点

火、 调试。
“在燃烧器里面， 每一个钢丝细到2-3毫米， 都要

套扣。 那时没有切割机， 我们直接用锯条。” 就这样，
高春梅的技术快速提升。

后来， 高春梅又给珐琅厂做燃烧机， 做天然气红
外辐射烤鸭炉。 1993年随着煤改气工程的实施， 高春
梅又做商用灶具、 炒菜灶、 蒸箱等。 逐渐地， 高春梅
就成长起来了。

高春梅接的另一个课题是全自动工业加热燃烧
装置的研发 ， 1993年该项目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

渐渐地， 高春梅从一名怕火少女变成了追火能人。

北北京京奥奥运运火火炬炬设设计计从从跑跑龙龙套套到到唱唱主主角角

“转眼， 离2018年北京奥运会已过了11年， 但被
奥运火炬点亮的夜空和被欢呼声沸腾的鸟巢依然在眼
前清晰可见。” 高春梅回忆说， “2018年8月8日晚， 当
我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在火炬塔下仰望着熊熊燃
烧的圣火时， 我是多么地自豪啊。 在这伟大的时刻 ，
我们团队所有艰辛的付出终于释放出最美丽的色彩 ！
那火炬塔上炙热的火焰就是我们燃气职工最美的化身，
是我们团结、进取、拼搏、奉献火炬精神的最美呈现！”

怎能忘记， 设计过程中为使火炬达到尽善尽美 ，
对每一个细节的深思熟虑、 冥思苦想。 怎能忘记， 一
个小小的改动， 带来大量图纸的反复修改。 怎能忘记，
为使方案更加优化， 多少次半夜醒来想出一个方案 ，
爬起来伴着月光写在纸上。 怎能忘记， 面对从未遇到
的问题时的困惑与焦虑。 怎能忘记， 一次次面对消防、
雷电、 安全、 电控、 燃气、 机械、 结构、 监理等各路
专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准确应答。 怎能忘记， 试验过程
中， 头顶烈日、 面对火烤的辛劳与困苦。 但这都没有
难倒他们这支有着智慧与激情、 训练有素的奥运火炬
团队。 最终高春梅团队不辱使命， 交上了一份令世界
瞩目的完美答卷。

在多次专家组审核讨论会上， 高春梅把方案优势
作了汇报和解答， 如： 如何节能、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
污染、 如何确保点火100%成功、 如何抗10级以上狂风，
以及如何抵抗特大暴雨、 雷击等。 最终团队的方案和
实物都得到专家和导演组的一致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奥组委当时还邀请了国际著名的火
炬团队。 当奥组委负责人问高春梅用不用聘请外方专家
时，高春梅坚定地回答“不需要”。 因为，高春梅坚信在中

国的土地上，中国人一定可以点燃自己研制的火炬。 高
春梅，也真正地从火炬任务的跑龙套变成了唱主角。

紧接着困难就来了。 高春梅第一次登上60米高的
高空， 要沿着宽一米的钢梁行走 ， 几乎不敢站起来 。
这可怎么办呀？ “我不能让这个困难阻碍接下来的任
务。”高春梅暗下决心一定要战胜自己，并在多次尝试后
战胜了恐高心理，之后几乎天天都穿梭在鸟巢顶部两层
隔膜之间不足半米宽的蜿蜒曲折的数百米马道上穿行，
在鸟巢上部不足一米宽的钢梁上行走犹如走在平衡木
上，然后再攀上十多米高的直梯达到鸟巢顶部。 而当时
在鸟巢顶部工作的人员中， 高春梅是唯一的女性。

在北京2008年奥运火炬设计两年多的时间里， 经
历了从创意设计到制作安装， 从无数次的试验论证到
样机的制作调试， 从反复试验模拟抗风抗雨、 测试温
度场到最终方案确定， 从设计制图到操作指令和手把
手的指导操作， 再从反复调试到正式点火， 直至最终
的运行保障， 历尽了千辛万苦， 攻克了道道难关， 度
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作为主设计人员， 高春梅深知责任重大。 高春梅
怀着奉献奥运的责任心， 一心扑在了火炬研制工作中，
常常忘了吃饭， 甚至忘了睡觉。 当时的时间是以分秒
计算的， 家里的事情完全无暇顾及。 在奥运主火炬设
计研制最紧张的阶段， 80多岁的父亲急性胆囊炎发作，
四次被送进医院。 作为女儿， 高春梅疼在心里， 可是
为了不耽误火炬工作进度， 硬是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请
医生先行保守治疗。 一次， 上小学的女儿打来电话哭
着说： “妈妈你赶快回来！ 姥爷又犯病了， 疼得受不
了了。” 心急如焚的高春梅却不能放下工作， 只好让女
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在高春梅和研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圆满完成了
奥运主火炬燃烧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研制与运行保障
等各项任务， 将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主火炬中， 使各
项技术指标与性能均达到和超过奥组委的要求， 同时
还节省了40%的燃气， 最大限度降低了污染， 受到国际
奥组委充分肯定。

火火孔孔缝缝隙隙一一毫毫米米之之差差要要重重新新设设计计

2008年奥运会后 ， 高春梅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
2009年， 为适应国家节能减排、 改善民生的需求， 高
春梅带领团队承接了国家科技部的节能低碳项目和北
京市科委的双十计划项目。

高春梅带领团队研发节能低污染灶具及燃烧器 ，

在实验室里一呆就是几个月， 做了上百次的实验和测
试， 反复修改方案和模具， 为了达到极致， 火孔的缝
隙一毫米之差也要重新修改设计， 而为了这一毫米设
计甚至要修改十几张图纸，烟气要降低1ppm要做几十次
的试验。 徒弟耐不住了对高春梅说：“师傅验收都已经通
过了，这样完全可以了。 ”高春梅对他说：“我们的目的
不单纯为了一项科研成果 ， 重要的是 要对用户负
责， 要培养一个严谨治学的态度， 一颗有责任的心。”

经过不懈的努力， 高春梅带领团队最终研发出了
多种节能低污染燃烧技术和装置。 该成果取得了5项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并很快转化为
产品得到推广应用。 受到监理单位与用户的好评， 用
户送来了多面锦旗。 为企业赢得了荣誉， 创造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 为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 更
引领了节能环保燃烧新技术。 该成果在2011年获得了
北京市发改委颁发的 “北京市重点节能技术” 证书。

水水火火交交融融火火炬炬点点燃燃世世界界军军人人运运动动会会

俗话说： “水火不相容。” 前几年， 高春梅率领研
发小组研发的 “水火交融” 艺术燃火项目却让水、 气、
电交织在一起， 配合灯光、 音乐等艺术效果， 水中燃
火与水中喷火绘成一幅美丽壮观的画面， 成为景区的
一大亮点， 适应了当前科技发展带来的人们对艺术审
美的需求。 由于该项目难度很大， 经过认真仔细的钻
研， 高春梅攻克了技术难关， 解决了水火交融、 抗风

抗雨等诸多问题。 研发了多种创新技术，实现了水火交
融、水柱顶火、水中传火、水中喷火等艺术燃火特效，液
化石油气混空气水中燃烧等技术突破。在云南“希夷之
大理”、常州“淹城水景秀”、三亚“千古情”、丽江 “千古
情”与杭州“千古情” 等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2019年10月18日晚，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式在武汉体育场召开。 该项目于2018年底就开始进行
了筹划以及前期与活动举办方的沟通接洽， 当时， 项
目的执行导演联系了高春梅， 基于对北京奥运会的合
作与认可， 导演组决定聘请高春梅担任火炬与燃火特
效的首席设计。 2019年2月， 高春梅多次参加与导演组
和设计团队的方案研讨会， 同时与活动举办方进行多
轮沟通， 进行技术对接与协调， 与总包方进行技术与
商务洽谈等前期工作。

高春梅与导演组经过多次商讨， 最终确定了点火
创意方案， 同时高春梅推荐了 “水柱顶火” 专利技术。
该专利技术是由高春梅作为主设计人并带领火炬团队
于2015年取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技术。 在此基础上团队
将技术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提升， 实现了开幕式上水火
交融的艺术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继2015年全国
青年运动会设计点火方案后的第二次进行以真火实现
点火创意的方案设计。 以往只设计主火炬， 点火创意
大都是烟花来实现。

2019年3月至6月， 高春梅作为设计负责人设计了
运动会主火炬与点火创意的方案设计与计算 ， 配合
“全军运动会主体育场火炬塔改造及建设项目总体设计

方案”， 负责编写了燃气与燃火系统以及点火系统的设
计方案。 并指导团队技术人员进行深化设计与试验 ，
督导项目进程。 此次运动会主火炬塔是利用原来的塔
状建筑结构基础上改造搭建的， 火炬塔也采用了多项
创新方案， 一是在火炬顶部撑起一个球状的地图图案，
需用多个液压缸支撑， 为确保安全就需要为钢结构和
液压设计提供火炬及周围温度场，高春梅率领团队进行
了温度场的仿真模拟计算， 为结构设计提供了参考依
据。 同时火炬是又隐蔽状态在开幕式时升起。 与火炬
连接的燃气管道采用金属软管连接， 便于火炬的升降。

全全力力竞竞争争22002222冬冬奥奥会会火火炬炬研研制制

“我先后带了7个徒弟，几乎全是学机械专业，没有
一个是学燃气燃烧的。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几乎是从零
起步，但他们当中有些如今已成为了技术骨干，甚至能
独立设计项目了。 ”高春梅说。作为“火炬创新工作室”首
席专家， 高春梅充分发挥劳模专家的示范带动作用，带
领奥运火炬团队在技术上不断创新、拓展和提高，她传
授技艺、分享经验、言传身教示范作风，培养了多名年轻
技术骨干，提升了团队整体素质和水平。

高春梅毫无保留地把专业技术传授给他们， 从燃
烧的基本原理， 计算方法到经验公式， 有些甚至是自
己总结出来的修正系数及公式， 告诉徒弟在火炬设计
中如何从火焰高度反推燃气流量等 。 在高春梅眼里 ，
每一个火炬都是个性化的， 不能照搬原来的。

在她的带领下， 火炬团队研发了多项创新与环保
技术，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获得了北京市发明创
新大赛银奖， 全国职工 “五小” 创新二等奖、 北京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于此同时， 她梳理多年来积累的
火炬技术与经验， 带领团队编写 《燃气艺术炬与燃火
特效技术规程行业标准》 和 《室内燃火特效风险评估
标准》。 此两项标准包含了专题研究， 涉及的专业及内
容较多， 技术难度较大， 均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前者
规范了火炬领域的技术与产品， 属行业领先水平。 后
者对加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
安全监管部门提供宝贵的依据。 她作为主编克服团队
人员年轻、 经验不足、 专业不对口等困难， 做到在编
写和讨论过程中不断引导和传授 、 分享技术与经验 ，
使团队做到边学习、 边交流、 边锻炼、 边提高。

在高春梅的示范带动下 ， 火炬团队正在为争取
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的研制任务， 争分夺秒开展预
研工作， 力争2022年冬奥会主火炬由来自北京的技术
团队研制。 高春梅说： 我们希望再次为北京、 为中国
增光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