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696747.0

(22)申请日 2020.07.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804890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0.23

(73)专利权人 扬州市凯峰达物资有限公司

地址 225000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江阳商

贸城14幢117号

(72)发明人 秦喜顺　

(74)专利代理机构 扬州云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2389

代理人 于长青

(51)Int.Cl.

B22D 27/00(2006.01)

B22D 27/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145126 A,2018.06.12

CN 108326273 A,2018.07.27

CN 101879585 A,2010.11.10

CN 207952531 U,2018.10.12

CN 103962520 A,2014.08.06

CN 204122697 U,2015.01.28

CN 103252480 A,2013.08.21

CN 110238356 A,2019.09.17

CN 101879585 A,2010.11.10

CN 204621067 U,2015.09.09

CN 103192055 A,2013.07.10

CN 109530661 A,2019.03.29

JP H0910903 A,1997.01.14

JP 2002301554 A,2002.10.15

审查员 王振

 

(54)发明名称

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

造设备，包括支撑架、主销轴、若干外护壳、若干

加热组件以及若干倾斜组件，所述支撑架由底支

架以及底支架上两侧的一对侧支架组成，所述主

销轴固定安装于一对所述侧支架之间，所述主销

轴上嵌装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本发明的有益

效果是，该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采用中

频感应熔铸的原理进行物料熔铸，并且设有多组

配套的加热组件和倾斜组件，用于对不同工位的

物料进行熔铸和下料，而设置的中心多工位分流

组件则采用并联的方式为熔铸的加热组件供电，

并且设有单工位的遥控开关和短路保护器，实现

单工位的精确熔铸，不仅操作方便且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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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包括支撑架、主销轴（2）、若干外护壳（3）、若干

加热组件以及若干倾斜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由底支架（101）以及底支架（101）上

两侧的一对侧支架（102）组成，所述主销轴（2）固定安装于一对所述侧支架（102）之间，所述

主销轴（2）上嵌装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所述主销轴（2）上均匀分设有若干工位，若干所

述外护壳（3）套设于主销轴（2）的若干工位上，若干所述加热组件分别安装于若干所述外护

壳（3）内且与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连接，若干所述倾斜组件安装于若干外护壳（3）以及底支

架（101）之间；

所述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包括：轴向槽（4）、安装槽（5）、一对接线端子（6）、电控开关

（7）、短路保护器（8）以及一对接电线（9）；

所述主销轴（2）中心轴向开设有轴向槽（4），所述主销轴（2）上间隔相同间距的距离开

设有若干水平的安装槽（5），每个安装槽（5）上并列安装有一对所述接线端子（6），一对所述

接线端子（6）两侧分别设有电控开关（7）以及短路保护器（8），所述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

一个所述接线端子（6）连接，所述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个接线端子（6）连接，一对

所述接电线（9）嵌装于轴向槽（4）内，所述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一条所述接电线（9）连

接，所述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条所述接电线（9）连接；

所述加热组件包括：感应线圈（10）、若干固定扣（11）、一对连接线（12）、一对接线插头

（13）以及加热槽（14）；

所述感应线圈（10）外部设有若干固定扣（11），若干所述固定扣（11）连接于外护壳（3）

内壁上，所述感应线圈（10）两端分别设有一对连接线（12），一对所述连接线（12）上分别设

有一对接线插头（13），一对所述接线插头（13）分别插装于一对接线端子（6）内，所述外护壳

（3）顶壁中心开设有放置口，所述加热槽（14）安装于外护壳（3）内顶壁上，所述感应线圈

（10）套设于加热槽（14）外；

所述倾斜组件包括：一对固定轴承（15）、滑动架（16）、滑杆（17）、线性模组（18）、滑动块

（19）以及滑套（20）；

所述外护壳（3）底端两侧开设有一对匹配的旋转孔，所述主销轴（2）上且位于若干安装

槽（5）两侧分别开设有若干对环形结构的旋转槽，一对所述旋转孔内嵌装有一对固定轴承

（15），一对所述固定轴承（15）分别套设于安装槽（5）两侧的旋转槽内，所述外护壳（3）一侧

壁面上设有滑杆（17），所述滑动架（16）安装于放置架上，所述滑动架（16）上设有垂直于水

平的线性模组（18），所述滑动块（19）装配于线性模组（18）上，所述滑套（20）套设于滑杆

（17）上且活动安装于滑动块（19）上；

若干所述外护壳（3）上壁面与滑杆（17）对应一侧的对侧上分别开设有若干倾倒口

（21），倾倒口（21）与加热槽（14）连通；

所述支撑架（1）上位于侧支架（102）的外侧设有延伸台（22），所述延伸台（22）上放置有

中频感应器（23），一对所述接电线（9）的端部分别与中频感应器（23）的输出端连接；

主销轴（2）两端分别开设有一对径向通孔，位于一对所述侧支架（102）两侧分别设有一

对安装板（25），一对固定螺栓穿过一对所述通孔螺纹连接于一对所述安装板（25）上，所述

外护壳（3）上且位于滑杆（17）下方设有一对定位板（26），所述底支架（101）上设有放置架，

一对所述定位板（26）搭放于底支架（101）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其特征在于，一对所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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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插头与一对所述连接线（12）连接部位均包裹有绝缘防护层（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

（17）末端设有限位套（27），且所述滑动架（16）安装于放置架上且位于一对定位板（26）之

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套

（27）为橡胶材质的环形套且限位套（27）上开设有防滑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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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控制阀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控制阀是在流体运输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一种开关设备，控制阀在使用

过程中，要保证自身的密封性和结构强度，因而在控制阀的加工过程中壳体很少有使用焊

接连接的，大多都是采用铸造方式成型壳体，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铸造的技术也在发生变

化，诸如低压真空铸造、中频感应熔铸以及离心铸造等先进铸造工艺开始进入国内的铸造

行业；

[0003] 其中中频感应熔铸工艺由于采用向感应器内输入中频或高频交流电，产生交变磁

场在工件中产生出同频率的感应电流，使得工件由内二外快速加热融化，其具有作业环境

好、加热效率高等特点，因而得到广泛使用，而现有的中频感应熔铸设备，通常都只有一个

加热容器，这种方式想要增加工位只能通过增加设备，占地面积较大成本较高，而且当多种

材质的金属分别熔铸时，需要进行清理，工序非常繁琐，鉴于此，针对上述问题深入研究，遂

有本案产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

解决了现有的背景技术问题。

[0005] 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包括支

撑架、主销轴、若干外护壳、若干加热组件以及若干倾斜组件，所述支撑架由底支架以及底

支架上两侧的一对侧支架组成，所述主销轴固定安装于一对所述侧支架之间，所述主销轴

上嵌装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所述主销轴上均匀分设有若干工位，若干所述外护壳套设

于主销轴的若干工位上，若干所述加热组件分别安装于若干所述外护壳内且与中心多工位

分流组件连接，若干所述倾斜组件安装于若干外护壳以及底支架之间；

[0006] 所述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包括：轴向槽、安装槽、一对接线端子、电控开关、短路保

护器以及一对接电线；

[0007] 所述主销轴中心轴向开设有轴向槽，所述主销轴上间隔相同间距的距离开设有若

干水平的安装槽，每个安装槽上并列安装有一对所述接线端子，一对所述接线端子两侧分

别设有电控开关以及短路保护器，所述电控开关与一对其中一个所述接线端子连接，所述

短路保护器与一对其中另一个接线端子连接，一对所述接电线嵌装于轴向槽内，所述电控

开关与一对其中一条所述接电线连接，所述短路保护器与一对其中另一条所述接电线连

接；

[0008] 所述加热组件包括：感应线圈、若干固定扣、一对连接线、一对接线插头以及加热

槽；

[0009] 所述感应线圈外部设有若干固定扣，若干所述固定扣连接于外护壳内壁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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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线圈两端分别设有一对连接线，一对所述连接线上分别设有一对接线插头，一对所述

接线插头分别插装于一对接线端子内，所述外护壳顶壁中心开设有放置口，所述加热槽安

装于外护壳内顶壁上，所述感应线圈套设于加热槽外；

[0010] 所述倾斜组件包括：一对固定轴承、滑动架、滑杆、线性模组、滑动块以及滑套；

[0011] 所述外护壳底端两侧开设有一对匹配的旋转孔，所述主销轴上且位于若干安装槽

两侧分别开设有若干对环形结构的旋转槽，一对所述旋转孔内嵌装有一对固定轴承，一对

所述固定轴承分别套设于安装槽两侧的旋转槽内，所述外护壳一侧壁面上设有滑杆，所述

滑动架安装于放置架上，所述滑动架上设有垂直于水平的线性模组，所述滑动块装配于线

性模组上，所述滑套套设于滑杆上且活动安装于滑动块上；

[0012] 若干所述外护壳上壁面与滑杆对应一侧的对侧上分别开设有若干倾倒口，倾倒口

与加热槽连通；

[0013] 所述支撑架上位于侧支架的外侧设有延伸台，所述延伸台上放置有中频感应器，

一对所述接电线的端部分别与中频感应器的输出端连接；

[0014] 主销轴两端分别开设有一对径向通孔，位于一对所述侧支架两侧分别设有一对安

装板，一对固定螺栓穿过一对所述通孔螺纹连接于一对所述安装板上，所述外护壳上且位

于滑杆下方设有一对定位板，所述底支架上设有放置架，一对所述定位板搭放于底支架上。

[0015] 一对所述接线插头与一对所述连接线连接部位均包裹有绝缘防护层。

[0016] 所述滑杆末端设有限位套，且所述滑动架安装于放置架上且位于一对定位板之

间。

[0017] 所述限位套为橡胶材质的环形套且限位套上开设有防滑纹。

[0018]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采用中频感应熔铸

的原理进行物料熔铸，并且设有多组配套的加热组件和倾斜组件，用于对不同工位的物料

进行熔铸和下料，而设置的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则采用并联的方式为熔铸的加热组件供

电，并且设有单工位的遥控开关和短路保护器，实现单工位的精确熔铸，不仅操作方便且效

率提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的主视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的侧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的局部剖视侧视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6为本发明所述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的局部剖视主视结构示意

图。

[0025] 图中：1、支撑架；2、主销轴；3、外护壳；101、底支架；102、侧支架；4、轴向槽；5、安装

槽；6、接线端子；7、电控开关；8、短路保护器；9、接电线；10、感应线圈；11、固定扣；12、连接

线；13、接线插头；14、加热槽；15、固定轴承；16、滑动架；17、滑杆；18、线性模组；19、滑动块；

20、滑套；21、倾倒口；22、延伸台；23、中频感应器；24、绝缘防护层；25、安装板；26、定位板；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11804890 B

5



27、限位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6所示，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

造设备，包括支撑架1、主销轴2、若干外护壳3、若干加热组件以及若干倾斜组件，所述支撑

架1由底支架101以及底支架101上两侧的一对侧支架102组成，所述主销轴2固定安装于一

对所述侧支架102之间，所述主销轴2上嵌装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所述主销轴2上均匀分

设有若干工位，若干所述外护壳3套设于主销轴2的若干工位上，若干所述加热组件分别安

装于若干所述外护壳3内且与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连接，若干所述倾斜组件安装于若干外

护壳3以及底支架101之间；所述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包括：轴向槽4、安装槽5、一对接线端

子6、电控开关7、短路保护器8以及一对接电线9；所述主销轴2中心轴向开设有轴向槽4，所

述主销轴2上间隔相同间距的距离开设有若干水平的安装槽5，每个安装槽5上并列安装有

一对所述接线端子6，一对所述接线端子6两侧分别设有电控开关7以及短路保护器8，所述

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一个所述接线端子6连接，所述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个接线

端子6连接，一对所述接电线9嵌装于轴向槽4内，所述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一条所述接电

线9连接，所述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条所述接电线9连接；所述加热组件包括：感应

线圈10、若干固定扣11、一对连接线12、一对接线插头13以及加热槽14；所述感应线圈10外

部设有若干固定扣11，若干所述固定扣11连接于外护壳3内壁上，所述感应线圈10两端分别

设有一对连接线12，一对所述连接线12上分别设有一对接线插头13，一对所述接线插头13

分别插装于一对接线端子6内，所述外护壳3顶壁中心开设有放置口，所述加热槽14安装于

外护壳3内顶壁上，所述感应线圈10套设于加热槽14外；所述倾斜组件包括：一对固定轴承

15、滑动架16、滑杆17、线性模组18、滑动块19以及滑套20；所述外护壳3底端两侧开设有一

对匹配的旋转孔，所述主销轴2上且位于若干安装槽5两侧分别开设有若干对环形结构的旋

转槽，一对所述旋转孔内嵌装有一对固定轴承15，一对所述固定轴承15分别套设于安装槽5

两侧的旋转槽内，所述外护壳3一侧壁面上设有滑杆17，所述滑动架16安装于放置架上，所

述滑动架16上设有垂直于水平的线性模组18，所述滑动块19装配于线性模组18上，所述滑

套20套设于滑杆17上且活动安装于滑动块19上；若干所述外护壳3上壁面与滑杆17对应一

侧的对侧上分别开设有若干倾倒口21，倾倒口21与加热槽14连通；所述支撑架1上位于侧支

架102的外侧设有延伸台22，所述延伸台22上放置有中频感应器23，一对所述接电线9的端

部分别与中频感应器23的输出端连接；主销轴2两端分别开设有一对径向通孔，位于一对所

述侧支架102两侧分别设有一对安装板25，一对固定螺栓穿过一对所述通孔螺纹连接于一

对所述安装板25上，所述外护壳3上且位于滑杆17下方设有一对定位板26，所述底支架101

上设有放置架，一对所述定位板26搭放于底支架101上。一对所述接线插头13与一对所述连

接线12连接部位均包裹有绝缘防护层24。所述滑杆17末端设有限位套，且所述滑动架16安

装于放置架上且位于一对定位板26之间。所述限位套为橡胶材质的环形套且限位套上开设

有防滑纹。

[0027]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包括支撑架1、主销轴2、若干外护壳3、若干加热组件以及若

干倾斜组件，支撑架1由底支架101以及底支架101上两侧的一对侧支架102组成，主销轴2固

定安装于一对侧支架102之间，主销轴2上嵌装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主销轴2上均匀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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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若干工位，若干外护壳3套设于主销轴2的若干工位上，若干加热组件分别安装于若干外

护壳3内且与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连接，若干倾斜组件安装于若干外护壳3以及底支架101

之间；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包括：轴向槽4、安装槽5、一对接线端子6、电控开关7、短路保护

器8以及一对接电线9；主销轴2中心轴向开设有轴向槽4，主销轴2上间隔相同间距的距离开

设有若干水平的安装槽5，每个安装槽5上并列安装有一对接线端子6，一对接线端子6两侧

分别设有电控开关7以及短路保护器8，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一个接线端子6连接，短路保

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个接线端子6连接，一对接电线9嵌装于轴向槽4内，电控开关7与一对

其中一条接电线9连接，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条接电线9连接；加热组件包括：感应

线圈10、若干固定扣11、一对连接线12、一对接线插头13以及加热槽14；该控制阀加工用多

工位铸造设备采用中频感应熔铸的原理进行物料熔铸，并且设有多组配套的加热组件和倾

斜组件，用于对不同工位的物料进行熔铸和下料，而设置的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则采用并

联的方式为熔铸的加热组件供电，并且设有单工位的遥控开关和短路保护器，实现单工位

的精确熔铸，不仅操作方便且效率提高。

[0028] 通过本领域人员，将本案中所有电气件与其适配的电源通过导线进行连接，并且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控制器，以满足控制需求，具体连接以及控制顺序，应参考

下述工作原理中，各电气件之间先后工作顺序完成电性连接，其详细连接手段，为本领域公

知技术，下述主要介绍工作原理以及过程，不在对电气控制做说明。

[0029] 实施例：根据说明书附图1‑6，本案为一种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包括支

撑架1、主销轴2、若干外护壳3、若干加热组件以及若干倾斜组件，支撑架1由底支架101以及

底支架101上两侧的一对侧支架102组成，主销轴2固定安装于一对侧支架102之间，主销轴2

内嵌装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主销轴2上均匀分设有若干工位，若干外护壳3套设于主销

轴2的若干工位上，若干加热组件分别安装于若干外护壳3内且与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连

接，若干倾斜组件安装于若干外护壳3以及底支架101之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支撑架1由

底支架101以及侧支架102构成，其中底支架101放置于地面上，用以固定侧支架102，侧支架

102对主销轴2固定，若干外护壳3可在主销轴2上旋转，并且多个外护壳3内设有多个工位，

用以进行不同材料或者多组相同材料的共同熔铸，其中主销轴2内设有中心多工位分流组

件，将各个外护壳3内的加热组件进行并联，可分别控制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熔铸；

[0030] 根据说明书附图1‑6，上述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包括：轴向槽4、安装槽5、一对接线

端子6、电控开关7、短路保护器8以及一对接电线9，其连接关系以及位置关系如下；

[0031] 主销轴2中心轴向开设有轴向槽4，主销轴2上间隔相同间距的距离开设有若干水

平的安装槽5，一对接线端子6并列安装于安装槽5上，一对接线端子6两侧分别设有电控开

关7以及短路保护器8，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一个接线端子6连接，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

另一个接线端子6连接，一对接电线9嵌装于轴向槽4内，电控开关7与一对其中一条接电线9

连接，短路保护器8与一对其中另一条接电线9连接；

[0032] 根据说明书附图1‑6，上述加热组件包括：感应线圈10、若干固定扣11、一对连接线

12、一对接线插头13以及加热槽14，其连接关系以及位置关系如下；

[0033] 感应线圈10外部设有若干固定扣11，若干固定扣11连接于外护壳3内壁上，感应线

圈10两端分别设有一对连接线12，一对连接线12上分别设有一对接线插头13，一对接线插

头13分别插装于一对接线端子6内，外护壳3顶壁中心开设有放置口，加热槽14安装于外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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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3内顶壁上，感应线圈10套设于加热槽14外，若干外护壳3上壁面与滑杆17对应一侧分别

开设有若干倾倒口21，倾倒口21与加热槽14连通，一对插线接头与一对连接线12连接部位

均包裹有绝缘防护层24；

[0034]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销轴2与侧支架102固定连接，每个安装槽5对应一个工位，

安装槽5上具有结构相同的电线连接的组件，支撑架1且位于一侧的侧支架102外侧设有延

伸台22，延伸台22上放置有中频感应器23，一对接电线9的端部分别与中频感应器23的输出

端连接，一对接电线9末端通过电阻器连接从而构成主回路，使用时向不同的加热槽14内注

入物料后，启动中频感应器23，并且启动对应工位内的电控开关7，电控开关7的开启，使得

对应工位的电路接通，电流分别经过电控开关7‑第一个接线端子6‑一侧接线插头13‑一侧

接电线9‑感应线圈10‑另一侧接电线9‑另一侧接线插头13‑另一个接线端子6‑短路保护器8

形成完整回路，产生强力磁场，对加热槽14内部的物料进行磁力感应，使其产生涡流，进而

快速加热物料使其融化，而后回到主回路内，电控开关7采用遥控控制，不仅方便，而且切换

快速绝缘防护层24用以防护连接线12和接线插头13的连接部位，避免操作者触电，不仅加

热的熔炉数量可控，且可单独工位的加热组件可以单独开关，从而实现对不同加热时间要

求的物料进行共同加热；

[0035] 根据说明书附图1‑6，上述倾斜组件包括：一对固定轴承15、滑动架16、滑杆17、线

性模组18、滑动块19以及滑套20，其连接关系以及位置关系如下；

[0036] 外护壳3底端两侧开设有一对匹配的旋转孔，主销轴2上且位于若干安装槽5两侧

分别开设有若干对环形结构的旋转槽，一对旋转孔内嵌装有一对固定轴承15，一对固定轴

承15分别套设于安装槽5两侧的旋转槽内，外护壳3一侧壁面上设有滑杆17，滑动架16安装

于支撑架1上，滑动架16上设有垂直于水平的线性模组18，滑动块19装配于线性模组18上，

滑套20套设于滑杆17上且活动安装于滑动块19上；

[0037]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外护壳3上且位于滑杆17下方设有一对定位板26，底支架101

上设有放置架，一对定位板26搭放于底支架101上，当物料熔铸完成后，对应工位的线性模

组18带动滑动块19滑动，进而带动滑套20上下位移，滑杆17在滑套20内滑动的同时，其带动

外护壳3的一侧以主销轴2为中心旋转，进而使物料从倾倒口21滑出，滑杆17末端设有限位

套27，倾倒完成后，外护壳3在线性模组18的驱动下回位，在滑杆17下方两侧分别设有一对

定位板26，定位板26落下后刚好卡住放置架，避免出现加热槽14倾斜的问题，且滑动架16安

装于放置架上且位于一对定位板26之间，限位套27为橡胶材质的环形套且限位套27上开设

有防滑纹；

[0038] 综上所述总体可知，该控制阀加工用多工位铸造设备采用中频感应熔铸的原理进

行物料熔铸，并且设有多组配套的加热组件和倾斜组件，用于对不同工位的物料进行熔铸

和下料，而设置的中心多工位分流组件则采用并联的方式为熔铸的加热组件供电，并且设

有单工位的遥控开关和短路保护器8，实现单工位的精确熔铸，不仅操作方便且效率提高。

[0039]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1804890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111804890 B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0

CN 111804890 B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1

CN 111804890 B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2

CN 111804890 B

12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3

CN 111804890 B

13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4

CN 111804890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