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彩车改装制作团队的 47天
■5米长的“作战图”，将8个板块139项具体任务分解到人头
■把艺术创意变成工程施工图，6位工程师画了100多张图纸
■每一种材料都可溯源，主要系统均是双备份，抗风能力达到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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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凌晨1∶07，重庆转运进京任务车
队途经重庆、湖北、河南、河北、北京5个省市，
总行程1947公里、总时长91小时，安全顺利抵
达北京市朝阳体育中心彩车村。

车队进村后，北京指挥部第一时间现场举
行首辆地方彩车进村仪式。同时，北京指挥部
工作人员在彩车村大幅背景板上，率先点亮了
代表重庆彩车的首盏彩灯。

这时，重庆彩车改装制作现场技术负责
人、迪马工业公司技术总工程师杨远义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

“要从创意平面图纸变成实物，短短47天
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庆60周年
时，彩车制作用了近3个月。但这次，重庆彩车
团队做到了！”杨远义说。

挂图作战
139项具体任务全部落实到人头

时间紧，首先就得把计划安排好。
自6月重庆彩车创意方案正式确定，短短

40多天，材料采购、生产制作、艺术呈现等各项
工作同步推进。

从“奋战樵坪”的创意设计阶段，到“转战
迪马”的制作组装阶段，这样的“快节奏”，有增
无减。

在位于迪马工业的集中办公区，一张近5
米长的“作战图”，醒目地贴在墙上。这张“作
战图”——《改装制作阶段工作推进节点表》，
从6月中旬至7月底期间，计划安排了材料采
购、部件制作、改装组装、系统集成、调试检测
等8个板块139项具体任务。

“我们还将任务和责任按时间表落实到单
位、落到人头，确保工作落到实处，责任落到细
处。”国庆70周年重庆彩车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说。

从6月下旬起，国庆70周年重庆彩车领导
小组指导迪马工业公司、四川美术学院、各零
部件生产制作商等10多个生产制作单位，累
计投入近300人实行全天轮班作战，全力抓好
底盘改装、主体安装、组装集成等，高强度、高
标准推进制作工作。

仅迪马工业，就集中抽调技术骨干50余
人，以近20个通宵达旦的集中奋战，为如期完
成在重庆市内改装制作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据重庆市经信委汽车处王含介绍，“时间
紧，再加上彩车项目是一个集机械、汽车、液
压、电控、材料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系统工程，为
增强艺术性、科学性、可靠性，我们集中抽调3
家科研院所、2所高校和7家专业企业的20名
资深专家，组建彩车改装制作专家工作组，重
点围绕彩车的功能性、结构性、安全性等方面，
全程参与彩车创意方案设计、工程化方案研
究、改装工作验收等环节。”

据统计，在改装制作阶段，共召开29次专
家技术讨论会及方案评审会，累计攻克相关技
术难点60余个。

编制方案
6位工程师画了100多张图纸

在《改装制作阶段工作推进节点表》中，大
家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将艺术创意变成工程施
工图，需要编制《彩车制作技术实施方案》。

作为重庆彩车改装制作现场技术负责人，
杨远义就是编制人之一。

“工作量非常大，比如山体要完美展现创
意设计思想，就得用三维建模的方式进行准确
拆分。创意设计虽然指明了山体多高等具体
数据，但要把山体变成工程施工图，就要细化
到山体的倾斜角度、外廊的定位尺寸等。必须
对曲率、角度等指标进行精确的计算，然后再
把这些计算结果标在施工图纸上，工人才能按
图施工。”

这样的施工图，甚至细到每个孔位、螺丝
的安装位置都要画出来。“我们6位工程师先后
画了100多张工程施工图”，这些过程，杨远义
记得清清楚楚。

“标明了尺寸还得有空间分布的详细情
况，空间怎么利用？比如，细到彩车内乘车人
员坐的座位。”杨远义说，“因为要确保‘万’万
无一失，所以会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最严重情
况，那就是车完全不能开行的情况下，车体内
还配有16位推车人员，他们能够以每小时4.2
公里的速度通过推杆来推动车辆前进。他们
的座位怎么分布，才能够尽量快捷地接车推
车，这也是需要先做计算，再画座位的分布图，
以及推杆的位置。”

在工程施工图的绘制中，对设备的精确定
位也需要严密的计算。

“要克服设备之间的相互干扰，同时兼顾
设备的安全。”杨远义说，而这些工作并不是
一绘制完就行了。“因为设计是在不断地修改
和完善，我们的工程施工图就需要做相应的

修改。”
经过一周时间的奋战，6月20日，《彩车制

作技术实施方案》编制完成。

“万”万无一失
彩车底盘2000多个零件全数确认

在彩车团队中，流传着一句略显拗口的
话，却被大家念得无比顺畅——“‘精’精益求
益、‘万’万无一失”。

这句话真真实实落在了每一项工作当中。
6月中旬，“魅力重庆”彩车正式进入制作

组装阶段，设计人员、专家、工作人员全部转入
迪马工业保密车间。

提供了彩车底盘的庆铃汽车，则在10天
前接到了任务。“我们从零部件到总成制造，全
链条全环节一路‘绿灯’，创造了该类底盘从设
计到送达10天的交货纪录”，庆铃汽车集团开
发部部长敖军说。

但这10天，考虑的细节非常多。
“彩车起码的要求是安全性能。所以在

底盘制造过程中，我们从性能、尺寸外观全角
度对构成车辆的2000多个零件进行了全数
确认，对整车底盘进行了200公里的道路试
验评价。”

“为确保‘万’万无一失，我们还对底盘进
行相应的调整。比如气路，考虑到发动机可能
意外熄火导致制动失效和制动锁死的情况，增
加了一个电动打气泵；比如油箱，考虑装发电
机需要，增加两组进回油管；轮胎就更不用说
了，用的是高性能防爆轮胎。”

4月25日接到任务就加入彩车改装团队
的刘达平，是迪马工业的电气工程师。刘达
平回忆，6月中旬，彩车在迪马工业保密车间进
行组装的时候，“窗户、门都是遮挡起来的，组
装还需烧焊、打磨，更是升高了室内温度。车
间太大没办法安装空调，就增加了很多大型风
扇通风，用风扇加水的传统方式给大家降温，
还准备了冰西瓜、冰水，但每天下来还是浑身
湿透。”

方便运输
液压升降9座山体

“魅力重庆”彩车总长15米、高8.8米、宽6
米。其中最大山体长达8.8米，高2.3米。

彩车制作完成后，要从重庆运输到北京，
展演完从北京运回重庆，运输总里程近4000
公里。“这需要满足运输要求和现场快速拆装
要求，要对彩车上装超限的部分进行升降。”

怎么让彩车能够“收折自如”？这大大增
加了彩车机械结构、液压系统、电控系统的复
杂程度。

“比如最大的1号、2号山体，要像扇子旋
转一样来进行升降，3号到9号山体则是垂直
升降。”王含介绍。

这样的调控下，只需按一个控制开关，整
个彩车的高度就会由8.8米降到低于4米。

“如果液压稍有偏失，山体之间相互剐蹭，就会
把手绘的艺术品‘挂花’，再返工的话，时间又

没有了。”王含说，山与山之间的距离仅10厘
米，山体外表由70位艺术家手绘完成。

在展示时，怎么确保山体稳固，不会因任
何原因而“自己”收折起来？也是杨远义所考
虑的问题，“我们就加装了液压锁、手动机械
锁、手动支撑杆以及手动应急阀等装置，确保
山体稳固。”

创新技术
“三翻板”呈波浪状翻动

“魅力重庆”彩车一大亮点，就是动态呈现
了“绿水青山的长江生态屏障”“时尚梦幻的现
代大都市”“待到漫山红叶时的三峡风光”三种
不同画面和色彩效果。要完美展示这样的效
果，并不容易。

杨远义介绍，“每块板翻的顺序不一样，再
加上以前我们看到的‘三翻板’，是一个规整的
长方形或者正方形，而重庆彩车山体的‘三翻
板’，由于山体要降下去，整个‘三翻板’的下沿
是一个斜面，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就对每块板加
了传动装置，这样只要一块板动了，前面的就
会带着后面的板依次翻动。这项技术也是创
新的。”

解决了“三翻板”的翻动问题，然后就是确
定翻动后停留时间，以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因此，就把原来翻一次停8秒，改为翻一次后停
1秒。短短的7秒时间差，呈现的效果就完全
不一样。

即使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动，也需要专家的
几次论证和程序的反复调试。“我们给每座山
加了传感器，不停地调试程序，看到底停留几
秒才能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杨远义说，这样
反反复复测试一周，终于把停留时间卡在了1
秒钟。

除此之外，因为北京的风大，在彩车的制
作要求中，有对抗风能力的规定。规范要求是
抗7级风力。这对一般的车体来说，7级风力
的设计施工要进行仿真计算才能完成这一任
务。而为让“魅力重庆”彩车更稳固，“我们把
对抗风力的要求提高到了8级，也就是说，我们

“魅力重庆”彩车的实际抗风能力达到了8级。”
杨远义告诉记者。

重庆彩车专家组成员、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研究员级高工周安康介绍，由于重庆彩车高
8.8米，而且山体还使用“三翻板”，仿真计算不
仅要考虑车体会不会倾翻，山体能不能承受这
么大的压强，还要考虑“三翻板”在遇到大风
时，翻不翻得动。

“所以在进行仿真计算时，我们就要模拟
当山体升起来，9座山各个角度，风对它的影
响。”周安康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重庆彩
车本身体积太大，运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的
风洞进行试验不太现实，于是他们就建了风阻
模型，用软件来计算抗风能力，仿真风从不同
方向来，计算对整个车体、“三翻板”的影响，运
算量非常大。

“经过仿真计算，重庆彩车完全能够抗8级
风力，而且‘三翻板’也能正常翻动。当然，为
了做到‘万’万无一失，我们还增加了6个支撑

轮，确保车体的稳定。”

消防之严
1.5毫米厚防火涂料涂了一个星期

虽然在最后成型时，王含总结“三翻板”是
“体现了工业之美和艺术之美”。然而重庆彩
车在制作组装过程中，不该保留的，专家也绝
对不留情面，一票否决。

相比国庆60周年，国庆70周年对于彩车
出台了相关的消防规范。“十几页的规范书，很
多指标，全部要达到要求，达不到要求消防绝
对不会签字。”国庆70周年重庆彩车领导小组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在彩车制作、修改和完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提出了合理化修改意见35处。”重庆消防
救援总队防火监督部副部长罗启才介绍，“在
彩车制作组装阶段，严把装饰材料关，坚持拒
绝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通过上百次实验，
用难燃发泡聚苯板、阻燃PVC等先进防火材
料等替代了木板、泡沫板等传统材料。”

由于施工难度高、时间紧，加上湿热的车
间，工作人员在对彩车支撑结构喷涂防火涂料
时，也出现一些不同声音。

“我们就曾和消防部门有争论。”杨远义
说。

当时，迪马工业保密车间内温度高达
40℃，湿度高，在给彩车支撑结构涂防火涂料
时，很不容易干。一般涂防火涂料的环境湿度
在75%左右，而当时的作业车间湿度已经达到
了95%。加上每天涂防火涂料必须在其他工
序完成后，也就是说，至少晚上22点左右才进
行。但由于湿度重，即便到了第二天上午10
点，涂料也干不透。

杨远义说：“本来钢结构就是防火的，再涂
1.5毫米的防火涂料，有人就觉得没多大必要，
还担心影响其他工序的进度。”

但是，消防属于一票否决，还得严格执行。
解决的办法就是，第二天即使没干透，其他

工序也照常施工，防火涂料花了就再补。就这
样，1.5毫米厚的防火涂料，足足涂了一个星期。

除此之外，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包括信号
线、网线在内的弱电系统可以直接穿软管，但
这次专门出台的消防规范要求穿金属软管。
因此，又全部重新更换。

经过严格把关，重庆彩车完全符合相关技
术标准要求，国家彩车办消防验收一次性通过。

准备之足
主要系统双备份

从准备材料到最终“魅力重庆”彩车成型，
每一种材料都要能够溯源，甚至小到灯带里的
小灯泡。这样“抠细节”，也体现在系统的“双
备份”上。

刘达平说，因为彩车是一个集多学科为一
体的工程，万一某个系统出现故障，如何来进行
补救是个问题。

“我们在设计时就想到了热备份。重庆彩
车各个子系统比较多，各系统之间需相互协调

且独立，彩车工作时须保证每个系统都处在最
佳状态。所以彩车的主要系统都采用了双系
统进行‘1+1’热备份。同时，部分重要系统还
备份了手动应急模式，当系统或者某个部件出
现问题后，能够快速切换到手动应急模式进行
操作。”

刘达平说，备份的系统包括供配电、发电
机组、液压系统以及控制回路等。

除此之外，为保证LED屏的播放，彩车的
电脑系统还使用了UPS不间断电源，即使备份
的电路出现问题，UPS也能够保证电脑主机不
会死机。“这样一来，即便LED屏断电了，电源
再合上时，画面马上出现，不会有延迟。”

曾遇故障
“微缩版”轻轨车头“追尾”车身

就在“魅力重庆”彩车进驻彩车村后的一
次测试中，在彩车周围小轨道上运行的“微缩
版”轻轨，出现了“追尾”事件。

由于轻轨壳体对重量和强度要求比较苛
刻，材料既要轻质，又要强度高，且易于加工成
型。于是，制作过程中，在兼顾经济性和可行
性的前提下，采用光敏树脂材料，利用3D打印
技术进行制作。

然而，3D打印强度不够，在测试中，轻轨
车头和车身突然“脱节”，车头一直开行，车身
原地不动。车头在开行一圈后，撞在了车身
上，发生了“追尾”事件。

“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彩车内，车上15
个摄像头把这一情况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
前。”杨远义说。

原来，轻轨车厢的连接件使用的是螺帽，
没有锁紧装置，螺帽一弹出来，连接片落了，造
成车厢“脱节”。“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车厢
内加钢筋，并把铁板粘到3D模型内，加强加
固。”

除此之外，轻轨之前使用的锂电池，由于
消防原因被禁止了。后来又改为镍锌电池，加
之群众游行现场信号可能被屏蔽或减弱，轻轨
的控制电路又改为车内“一键控制”。

9月27日，重新制作的轻轨车厢调试成
功。

9月29日18时左右，“魅力重庆”彩车通
过专家组的行前检查。

“虽然加固了，而且多次测试都没问题，但
我们仍然很担心，整个团队压力非常大”，国庆
70周年重庆彩车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
坦言，直到10月1日，“魅力重庆”彩车完美亮
相天安门，轻轨列车在央视的直播镜头里飞快
奔跑，并重现李子坝轻轨穿楼、从大桥中穿行
跨越两江，“我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真正
落地，这才可以说我们很好地展现了重庆彩车
的特点。”

“我们严格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紧紧围绕
‘自由、生动、欢愉、活泼’的总体要求，突出时
代特征、重庆特色，呈现‘大气’和‘隽美’的要
求，狠抓关键环节，努力出精品、展形象，以实
际行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这位负责
人自豪地表示。

9月2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车组人员正在彩车内部进行操作测试。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10月1日，“魅力重庆”彩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图为彩车局
部。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10月3日，“魅力重庆”彩车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展出受到
游客热情追捧。 记者 戴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