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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106期排列3直

选中奖号码：402，全国中奖注数
2974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
中奖号码：40257，全国中奖注数
20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型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17046期开奖
结果：2516529，一等奖1注，每注
奖额5000000元。二等奖14注，每
注奖额16468元。3316243.35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06期开奖结果：

936，单选805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1967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
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7046期开奖结果：红色
球号码：04、13、26、32、23、14，蓝色
球号码：10。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
7606231元。二等奖95注，单注奖金
205912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
额677946402元。（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

今日
尾号
限行 1 6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 中雨 15.6℃-23℃
南风1-2级

明日 小雨 16.1℃-25.6℃
南风1-2级

雅康高速雅安到泸定段今年年底通车

雅康高速解密
康定过境试验段和雅康高速的设

计思路一脉相承。该段全长约18公里，
起、止点分别设置一处互通式立交，另
外设两座特长隧道穿越跑马山，总长约
16.2 公里，桥隧比高达94﹪。

负责该项目的四川省公路设计院
勘察设计五分院总工程师文丽娜称，这
段路程是目前省内在建（包括设计中)
高速公路中桥隧比最高的项目，也是一
个试验段。

在设计过程中，文丽娜等人引入了
BIM（建筑信息模型或者建筑信息管
理，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
数据作为基础，建立起三维的建筑模
型，通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
有的真实信息）模型，完全三维化、立体
化地展示道路工程设计成果。

“尤其是起点的康定互通服务区
综合体。康定城很小，要在狭窄的空间
内合理布置匝道及场坪，实现互通和
服务区的功能，十分困难。但我们相信
这个互通和服务区综合体建成后，可
俯瞰康定城，将成为康定城一处美丽
的风景。”文丽娜说，“在路线方案选择
中，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论证。最后我们
选择了技术、经济指标均最优的方案
作为推荐方案。”

创新不止于此，考虑到康定过境段
中海拔早已超过了 2000 米雪线，桥隧
比占94%，而在这94%中的97%是隧道，
为全国最高，为了减少安全隐患，在隧
道之间的明线段将采用防雪棚和路面
主动融雪措施等方式，让驾驶人员得到
更多安全保障。

2012年4月28日，雅西高速通车，跨越青衣江、大渡河、安宁河
和12条地震断裂带，穿梭在崇山峻岭之间；今年年底，雅康高速雅安
到泸定段将通车。雅康高速起于雅安市，止于康定市，全长135公里，
途经众多景点，设计时速80公里，明年全部建成通车。届时，成都市到
康定市仅需4小时。作为我省两条进州高速，同时也是两条景观高速，
这两条高速路格外受关注。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雅康高速公路的设计团队——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四川省公路设计
院”）多名工程师，解读雅康高速如何借鉴雅西高速的先例，优化设计，
让驾驶更安全，让景观更入眼。

雅康高速位于四川盆地与青
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四川三大断裂
带的Y字形构造交汇部位，途经天
全河珍稀鱼类保护区、二郎山风景
区、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保
护区等景区，由海拔500多米的雅
安市抬升至海拔2500多米的康定
市，自波状丘陵进入高耸山区，从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雨城”，迈
入“雪域”，前后气候差异明显，具
有垂直变化的山地气候特征。

一说起“三高”，四川省公路设
计院的多名工程师都笑了起来：熟
悉，熟悉得很。

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他们
口中的“三高”，不是高血脂、高血
压、高血糖，而是雅康高速“处于高
山、高海拔、高烈度地震带”的情况。

四川省公路设计院副院长柯
勇介绍，雅康高速公路沿途地形狭
窄陡峻、沟壑纵横，全线几乎“脚不
沾地”，具有工程施工极其困难、地
形条件极其复杂、地质条件极其复
杂、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生态环境
极其脆弱这“五个极其”的鲜明特
点，是目前全国在建桥隧比最高、
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速公路之一。

“我们以抗灾为主线，增强地质排
查与预判，加强地质勘察，采取‘避
重就轻’的方式，提升工程的抗灾
能力。”四川省公路设计院副总工
程师余明说。

何为避重就轻？如何减少山洪、
泥石流带来的影响？“通俗地说，就
是在雅康高速的红线范围内，能避
开地质灾害隐患点就避开，实在不
能避开，则增设隧道、桥梁等。”余明
介绍，山洪和泥石流主要分布在二
郎山东侧多雨的天全县境内，在设
计时，除了加强区域地质分析、判
识，绕避大型不良地质体外，设计团
队还优化了路线布置，让雅康高速
远离陡斜坡面，增设隧道、大跨桥
梁，避免山洪、泥石流危害。此外，设
计团队还加强了地质排查、水文分
析计算等工作，完善排导、防撞设
施，避免或减少气象灾害对高速公
路建设和营运的影响。

鉴于此，四川省公路设计院
在对雅康高速公路的设计中，抽
调了全院所有技术骨干进行技术
攻坚。初步设计，专家们就花了 3
年的时间。

道路道路“避重就轻”减少隐患

全长135公里的雅康高速，桥
隧比高达82%，高速路的一半都是
隧道。

余明坦言，在地形、地质等方
面，雅康高速都与已经通车5年的
雅西高速类似。所以，雅康高速在
规划设计时，在很多方面都借鉴了
雅西高速和国内外其他高速在设
计、建设中的成功经验。雅康高速
上的二郎山特长隧道，长 13.4 公
里，是全国第三长的隧道，也是全
线的控制性工程。

和雅西高速大相岭隧道一样，
考虑到通风和逃生，二郎山特长隧
道也设计了两个“鼻孔”--斜竖井，
斜竖井的底端装有大功率风机，可
以不断为隧道里输送新鲜空气。

此外，二郎山特长隧道中左右
线均设计有一条交通转换带，配有
人造景观。行车至此，隧洞顶上蓝
天白云，旁边风景秀丽，再配上点
音乐，驾车心情会更好。

雅西高速通车后，每到冬春季

节，受冰雪极端天气影响，拖乌山路
段要进行冬季交通管制。四川省公路
设计院勘察设计三分院总工程师张
官福等人在前期设计时发现，雅康高
速冬春季节降雪主要分布在二郎山
东侧海拔1500米以上，及通过泸定
县以后海拔2000米以上的路段。

“最初的大渡河大桥方案，要比
现在的设计标高低110米左右；二
郎山特长隧道的标高，比现在设计
的要高230米左右。”张官福说，“鉴
于雅西高速的情况，我们把二郎山
特长隧道的标高降低到雪线以下，
把大渡河大桥的标高往上升，过了
泸定又沿大渡河西岸山腰展线升
坡，采取约30公里长的隧道群的方
式，这样一来，不但减小了泸定县至
康定纵坡的长度，避免了双螺旋隧
道，还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路面暴露
在外，减小了冰雪灾害对路面的影
响。因此雅康高速的这一路段不容
易出现冬管限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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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高山位于高山、、高海拔高海拔、、
高烈度地震带高烈度地震带，，全线海全线海
拔高差达拔高差达19001900米左右米左右，，
地形狭窄陡峻地形狭窄陡峻、、沟壑纵沟壑纵
横横，，穿越众多景区穿越众多景区。。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人员表示，雅西
高速坡度长，纵坡大，多冰雪，有先天不足。
在管理方面，也有问题。

“雅西高速如果当时在石棉县就把海拔
升上去的话，纵坡就会小一点，可能安全隐
患就没有那么大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他
坦言，高速公路的设计，是一个不断总结，不
断完善的过程。

匡成刚 胡栋才 周燕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环保环保
给大熊猫让路

雅康高速路跨越许多景区，在设计
上，除了以安全为灵魂，还处处体现环
保意识。

二郎山隧道方案设计之初，采取的
是绕行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区的方案。也
就是说，从天全县新沟村往西南方向继
续修道路，然后在老二郎山隧道附近再
建设一条新的隧道到达泸定县境内。

“但这个方案存在高速公路新建里
程长、积雪冰冻严重等问题，而且对大
熊猫保护区有影响。”余明说，为了给大
熊猫让路，四川省公路设计院的方案采
取“截弯取直”的模式，从新沟处提前钻
洞，通过13.4公里的二郎山隧道与泸定
县相连，二郎山特长隧道的进出口，均
设置在保护区外。

经过四川省世界遗产办公室的评
估，最终四川省公路设计院设计的新方
案通过了。新的方案在二郎山大熊猫保
护区外围，减少了近 8 公里的道路里
程，避免对大熊猫栖息地造成破坏，。

除了给大熊猫让路，雅康高速在设
计时，还先后为茶马古道、跑马山等景
点让路。在新沟段，原方案是雅康高速
过桥，跨越 400 米的茶马古道，但修桥
必将对茶马古道产生影响，为了减小对
茶马古道的破坏，就改用了隧道。

高速公路的设计
要不断总结不断完善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半口全口缺
牙老人在缺牙后会选择活动假牙进行
修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异物感、不
易清洁、咀嚼无力、牙龈发炎疼痛等弊
端日益凸显，还伴随着牙槽骨吸收、基
托及卡环变形松动的问题。

目前，越来越多的缺牙者选择种
植牙。有种经济实惠修复方式，还能解
决缺牙者的舒适、咀嚼、美观、固位问
题，市民可拨028-69982575咨询！

缺牙修复，优选种植牙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解决老年
人牙齿缺失的技术方法也越来越多。
其中，“种植牙”稳固、耐用、舒适，一次
种植，还能质保终生，是牙修复的优选
方式。

全口缺牙，只需种植4颗

如缺牙颗数少，可选单颗种植，不伤
邻牙。全口或半口缺失可选部分种植修
复，只需植入2颗恢复半口，4颗恢复全
口牙齿，种植牙包干价包含了植体、基
台、牙冠在内的费用，也节省一大笔费
用。其次，微创种植，痛苦小。种植牙使用
寿命长，世界上第一位和第二位种植牙
者，牙齿都用了40年以上甚至更长。

电话预约，免费检查和术前洁牙

本 报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 特邀口腔医生在线解
答“少花钱又舒适地修复半口全口缺
牙”，市民可拨电话咨询。

针对本报读者，提前电话预约，可
享免费拍片检查、免费制定镶牙种牙
方案、免费术前洁牙等福利！

为迎接第17个世界知识产权日，
成都市种子管理站于3月15日对龙舟
路和五块石种子市场进行了检查，4
月20日至26日陆续对大春市场种子
抽检，召开新种子法配套培训及农作
物品种权保护现场咨询培训会。

今年以来，成都市认真开展大春
种子市场抽检工作，抽取了杂交水稻
样品 238 个进行田间纯度鉴定，同时
承担了省种子站委托鉴定的样品201
个，基本覆盖目前大田生产使用的杂
交水稻品种。4月18日，439个杂交水
稻样品在新都区军屯镇白碾村完成了
播种工作。早前，成都市种子管理站面
向省内外征集了30个水稻新品种（品
种数同比增加25%）、21个玉米新品种
（品种数同比增加50%），分别安排在
温江区、新都区、崇州市、简阳市、金堂
县、蒲江县、大邑县进行大春农作物新
品种试验示范种植。近期，站内工作小
组实地查看了各区（市）县的大春农作
物新品种试验示范情况。

稻田综合种养优质水稻筛选工作
也在同步推进中。3月底，征集到的10
个稻田综合种养优质水稻新品种，已安
排在崇州市和邛崃市进行试验示范种
植，截至目前，水稻育苗工作已完成。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2017年放心农资
下乡进村工作开展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
提醒：

缺牙？
多数人优选种植牙

有关有关
部门部门

雅康高速公路泸定立交效果图 雅康高速公司供图

▶ 关 注 景 观 高 速 系 列 报 道 ◀

驾驶更安全 景观更入眼

雅康高速公路大渡河大桥效果图 胡栋才供图

雅康高速公路设计团队野外作业勘测
胡栋才供图

雅康高速公路折多山隧道效果图
雅康高速公司供图

工作人员正在野外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