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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空气过滤材料及其制备领域，公

开了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本发明首先将聚氨酯颗粒加入溶剂

中，得聚氨酯溶液，再加入表面活性剂、硝酸银颗

粒，制备得静电纺丝液；然后利用静电喷丝装置

将静电纺丝液喷射覆盖到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

的表面得到一面为纳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

过滤材料；最后经过紫外光辐照，在纳米蛛网纤

维膜中原位产生纳米银。本发明空气过滤材料为

纤维间无粘连且蓬松的三维网状互通结构，包括

基材层与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基材层

为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为二

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

具有过滤效率高、阻力压降低的优良过滤性能，

还具有良好的抗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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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聚氨酯颗粒加入到溶剂中，磁力搅拌，得浓度为5～10wt％的聚氨酯溶液；

S2.向所述聚氨酯溶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磁力搅拌，然后加入硝酸银，继续磁力搅拌2

～6h，获得静电纺丝液；所述静电纺丝液中硝酸银的质量百分比为0.1～0.9％；

S3.将所述静电纺丝液注入到静电喷丝装置中，通过所述静电喷丝装置将所述静电纺

丝液喷射覆盖到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表面得到一面为纳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过滤

材料；

S4 .将步骤S3得到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纳米蛛网纤维膜进行紫外光辐照10～

40min，在所述纳米蛛网纤维膜中原位产生纳米银，得到所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

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溶剂为甲苯、N,N-二甲

基甲酰胺、丙酮、二氯乙烷和醋酸丁酯中的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溶剂为N,N-二甲基甲

酰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磁力搅拌的温度为30

～90℃，时间为10～24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

基磺酸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磁力搅拌的温度为20

～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静电喷丝装置的运行条件为：温

度0～60℃，相对湿度15～80％，静电纺丝液推进速度0.1～10mL/h，纺丝电压15～40kV，接

受距离5～30cm。

8.采用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

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为纤维间无粘连且蓬松的三维网状

互通结构，包括基材层与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所述基材层为聚丙烯熔喷非织造

布，其纤维直径为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所述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为

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所述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具有类似蜘蛛网

的网孔形态，网中纤维的直径为5～50nm，蛛网覆盖率为95～100％；所述一维纳米纤维具有

均匀圆柱形态，纤维平均直径为200～7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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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空气过滤材料及其制备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

滤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工业大量使用的空气过滤材料是基于玻璃纤维或熔喷非织造布进行制

造的，其对尺寸在微米级以上的颗粒物具有较好的过滤效果，但对亚微米甚至纳米级颗粒

物的过滤效率较差，并且存在过滤阻力大、容尘量小、使用寿命短等问题，因此，急需开发一

种新型高效低阻空气过滤材料。

[0003] 静电纺丝技术制备的纳米纤维具有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内部孔隙连通性好等

特点，对1～2μm的颗粒有过滤作用，甚至高效的空气过滤膜能过滤1μm以下的固体颗粒，是

制备高性能滤膜的理想材料。然而常规静电纺丝制得的纤维直径大多分布在100nm～500nm

之间，只属于纳米级纤维，并不是真正的纳米材料，依然存在过滤效率偏低、阻力压降大、使

用寿命短等问题，难以满足精细过滤的需求。纳米级蛛网是通过静电喷网技术获得的一种

新颖纤维结构，其以静电纺纤维为支架，形成了类似于蜘蛛网形态的二维网状纤维膜材料，

网中纤维的平均直径可达50nm以下，比普通静电纺纤维低一个数量级，在空气过滤领域具

有极大的应用潜力。然而，目前纳米级蛛网的成形机制尚未完全清晰，实际纺丝过程中稳定

蛛网结构的形成仍存在较大偶然性。

[0004] 另外，空气过滤膜在使用中，很容易受到悬浮在空中的细菌、真菌、霉菌等微生物

的侵扰，当微生物依附于空气无污染物并沉积到纳米纤维膜上，随即会迅速繁殖，不仅影响

空气净化效果，还会降低纳米纤维膜的使用寿命，因此对于空气过滤膜抗菌性能的提升也

成为重要研究课题，但这方面的现有技术较少。公布号为CN109603915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

一种用于空气净化的光催化抗菌纳米纤维膜的制备方法，通过在静电纺丝液中添加苦参提

取液提高纳米纤维膜的抗菌性能。但是该专利中使用的苦参提取液成本较高，不适用于工

业生产。

[0005] 由上可知，含有蛛网形态纳米纤维、具有抗菌性能、可以低成本生产的复合型空气

过滤材料，在空气过滤领域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本发明提供的空气过滤材料具有过滤效率高、阻力压降低的优良过滤性能，另外，还

具有良好的抗菌性能。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将聚氨酯颗粒加入到溶剂中，磁力搅拌，得浓度为5～10wt％的聚氨酯溶液；

[0009] S2.向所述聚氨酯溶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磁力搅拌，然后加入硝酸银，继续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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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2～6h，获得静电纺丝液；所述静电纺丝液中硝酸银的质量百分比为0.1～0.9％；

[0010] S3.将所述静电纺丝液注入到静电喷丝装置中，通过所述静电喷丝装置将所述静

电纺丝液喷射覆盖到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表面得到一面为纳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

过滤材料；

[0011] S4.将步骤S3得到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纳米蛛网纤维膜进行紫外光辐照10～

40min，在所述纳米蛛网纤维膜中原位产生纳米银，得到所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

料。

[0012] 优选的，步骤S1中，所述溶剂为甲苯、N,N-二甲基甲酰胺、丙酮、二氯乙烷和醋酸丁

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3] 优选的，步骤S1中，所述溶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

[0014] 优选的，步骤S1中，所述磁力搅拌的温度为30～90℃，时间为10～24h。

[0015] 优选的，步骤S2中，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磺酸钠。

[0016] 优选的，步骤S2中，所述磁力搅拌的温度为20～50℃。

[0017] 优选的，所述静电喷丝装置的运行条件为：温度0～60℃，相对湿度15～80％，静电

纺丝液推进速度0.1～10mL/h，纺丝电压15～40kV，接受距离5～30cm。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根据上述制备方法制得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

所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为纤维间无粘连且蓬松的三维网状互通结构，包括基

材层与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所述基材层为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其纤维直径为

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所述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为二维超细蛛网纤

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所述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具有类似蜘蛛网的网孔形态，网

中纤维的直径为5～50nm，蛛网覆盖率为95～100％；所述一维纳米纤维具有均匀圆柱形态，

纤维平均直径为200～700nm。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选择对细小微粒具有强粘滞性的聚氨酯为静电纺丝溶

质，并加入硝酸盐代替现有技术中常用的二价无机盐，配制成静电纺丝溶液，并将静电纺丝

液喷射覆盖到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表面得到一面为纳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过滤材

料，一方面，本发明加入的硝酸银可以促使静电纺丝溶液更稳定地形成蛛网型纳米纤维膜

层，另一方面通过较短时间的紫外线辐照在纳米纤维膜层就能原位产生具有杀菌作用的纳

米银，制备得到的空气过滤材料不仅具有过滤效率高、阻力压降低的优良过滤性能，还具有

良好的抗菌性能。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

米蛛网纤维膜层的扫描电镜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提供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

米蛛网纤维膜层的扫描电镜图；

[0022] 图3本发明实施例3提供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米

蛛网纤维膜层的扫描电镜图；

[0023] 图4本发明实施例4提供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米

蛛网纤维膜层的扫描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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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5为本发明对比例提供的空气过滤材料中亚微米纤维膜层的扫描电镜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对比例1提供的空气过滤材料的抗菌效果图；

[0026]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的抗菌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

例，本领域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

保护的范围。

[0028] 本发明所有原料，对其来源没有特别限制，在市场上购买的或按照本领域技术人

员熟知的常规方法制备的即可。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S1.将聚氨酯颗粒加入到溶剂中，磁力搅拌，得浓度为5～10wt％的聚氨酯溶液；

[0031] S2.向所述聚氨酯溶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磁力搅拌，然后加入硝酸银，继续磁力

搅拌2～6h，获得静电纺丝液；所述静电纺丝液中硝酸银的质量百分比为0.1～0.9％；

[0032] S3.将所述静电纺丝液注入到静电喷丝装置中，通过所述静电喷丝装置将所述静

电纺丝液喷射覆盖到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表面得到一面为纳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

过滤材料；

[0033] S4.将步骤S3得到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纳米蛛网纤维膜进行紫外光辐照10～

40min，在所述纳米蛛网纤维膜中原位产生纳米银，得到所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

料。

[0034] 具体的，首先将聚氨酯颗粒加入到溶剂中，采用磁力搅拌均匀后得到聚氨酯溶液，

聚氨酯溶液的浓度为5～10wt％，进一步优选为6～7wt％；在此步骤中，所使用的溶剂优选

选自甲苯、N,N-二甲基甲酰胺、丙酮、二氯乙烷和醋酸丁酯中的一种或多种，更优选为N,N-

二甲基甲酰胺(DMF)，磁力搅拌的温度优选为30～90℃，更优选为50℃，时间优选为10～

24h，更优选为24h。

[0035] 得到聚氨酯溶液后，向聚氨酯溶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剂并采用磁力搅拌，然后加入

硝酸银颗粒并保持磁力搅拌2～6h，优选为4h，获得静电纺丝液，本步骤获得的静电纺丝液

中硝酸银的质量百分比为0.1～0.9％，进一步优选为0.5％；在本发明中，表面活性剂必须

与前面步骤中使用的溶剂相容，优选采用十二烷基磺酸钠(SLS)，加入表面活性剂后和加入

硝酸银颗粒后进行磁力搅拌的温度优选为20～50℃，更优选为50℃。

[0036] 然后，将制备得到的静电纺丝液注入到静电喷丝装置中，通过静电喷丝装置将静

电纺丝液喷射覆盖到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表面得到一面为纳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

过滤材料。本发明中，静电喷丝装置的运行条件优选为：温度0～60℃，相对湿度15～80％，

静电纺丝液推进速度0.1～10mL/h，纺丝电压15～40kV，接受距离5～30cm。更优选的静电喷

丝装置的运行条件优选为：温度35℃，相对湿度25～30％，静电纺丝液推进速度1mL/h，纺丝

电压25～30kV，接受距离15cm。本发明优选实施例中所采用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均购自南

通丽洋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克重为20g/㎡，这只是对优选实施例中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

来源做一个解释，实际上本发明对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的来源不做限定，选购自其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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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按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熟知的方法制备的即可。

[0037] 最后，将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纳米蛛网纤维膜进行紫外光辐照10～40min，进一

步优选为紫外光辐照30min，在纳米蛛网纤维膜中原位产生纳米银，得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

空气过滤材料。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根据上述制备方法制得的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

该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为纤维间无粘连且蓬松的三维网状互通结构，包括基材

层与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基材层为聚丙烯熔喷非织造布，其纤维直径为0.5～15

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为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

纤维相互复合形成；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具有类似蜘蛛网的网孔形态，网中纤维的直径为5～

50nm，蛛网覆盖率为90～100％；一维纳米纤维具有均匀圆柱形态，纤维平均直径为200～

700nm。

[0039] 实施例1

[0040] 将1.43g聚氨酯聚合物颗粒加入到18.95g  DMF溶剂中，在50℃下磁力搅拌24h，得

浓度为7wt％聚氨酯溶液，向聚氨酯溶液中加入0.030g的表面活性剂SLS，再加入0.101g硝

酸银颗粒继续搅拌4h，得到静电纺丝溶液。将纤维直径为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

的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料粘贴到静电喷丝装置的接收板上，设置纺丝电压为25kV，接收距

离为15cm，纺丝速度为1mL/h，温度为35℃，相对湿度为25％，进行静电喷丝，得到一面为纳

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取下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并采用紫外光对复合空气过

滤材料中具有纳米蛛网纤维膜的一面辐照30min，得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

[0041] 由图1可知，本实施例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

纤维膜层由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其中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在含

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中的分布呈现类似蜘蛛网的网孔形态，覆盖率为100％，纤维直

径为5～50nm，一维纳米纤维具有均匀圆柱形态，纤维平均直径为200～700nm。

[0042] 实施例2

[0043] 将1.33g聚氨酯聚合物颗粒加入到17.67g  DMF溶剂中，在50℃下磁力搅拌24h，得

浓度为7wt％聚氨酯溶液，向聚氨酯溶液中加入0.029g的表面活性剂SLS，再加入0.098g硝

酸银颗粒继续搅拌4h，得到静电纺丝溶液。将纤维直径为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

的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料粘贴到静电喷丝装置的接收板上，设置纺丝电压为30kV，接收距

离为15cm，纺丝速度为1mL/h，温度为35℃，相对湿度为26％，进行静电喷丝，得到一面为纳

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取下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并采用紫外光对复合空气过

滤材料中具有纳米蛛网纤维膜的一面辐照30min，得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

[0044] 由图2可知，本实施例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

纤维膜层由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其中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在含

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中的分布呈现类似蜘蛛网的网孔形态，覆盖率接近100％，纤维

直径为5～50nm，一维纳米纤维具有均匀圆柱形态，纤维平均直径为200～700nm。

[0045] 实施例3

[0046] 将1.29g聚氨酯聚合物颗粒加入到20.21g  DMF溶剂中，在50℃下磁力搅拌24h，得

浓度为6wt％聚氨酯溶液，向聚氨酯溶液中加入0.032g的表面活性剂SLS，再加入0.118g硝

酸银颗粒继续搅拌4h，得到静电纺丝溶液。将纤维直径为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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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料粘贴到静电喷丝装置的接收板上，设置纺丝电压为25kV，接收距

离为15cm，纺丝速度为1mL/h，温度为35℃，相对湿度为28％，进行静电喷丝，得到一面为纳

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取下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并采用紫外光对复合空气过

滤材料中具有纳米蛛网纤维膜的一面辐照30min，得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

[0047] 由图3可知，本实施例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

纤维膜层由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其中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在含

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中的分布呈现类似蜘蛛网的网孔形态，覆盖率为100％，纤维直

径为5～50nm，一维纳米纤维具有均匀圆柱形态，纤维平均直径为200～700nm。

[0048] 实施例4

[0049] 将1.40g聚氨酯聚合物颗粒加入到18.60g  DMF溶剂中，在50℃下磁力搅拌24h，得

浓度为7wt％聚氨酯溶液，向聚氨酯溶液中加入0.027g的表面活性剂SLS，再加入0.106g硝

酸银颗粒继续搅拌4h，得到静电纺丝溶液。将纤维直径为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

的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料粘贴到静电喷丝装置的接收板上，设置纺丝电压为25kV，接收距

离为15cm，纺丝速度为1mL/h，温度为35℃，相对湿度为30％，进行静电喷丝，得到一面为纳

米蛛网纤维膜的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取下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并采用紫外光对复合空气过

滤材料中具有纳米蛛网纤维膜的一面辐照30min，得到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

[0050] 由图4可知，本实施例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中的含纳米银的纳米蛛网

纤维膜层由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和一维纳米纤维相互复合形成，其中二维超细蛛网纤维在含

纳米银的纳米蛛网纤维膜层中的分布呈现类似蜘蛛网的网孔形态，覆盖率接近100％，纤维

直径为5～50nm，一维纳米纤维具有均匀圆柱形态，纤维平均直径为200～700nm。

[0051] 对比例

[0052] 将1.43g聚氨酯聚合物颗粒加入到18.95g  DMF溶剂中，在50℃下磁力搅拌24h，得

浓度为7wt％的聚氨酯溶液，向聚氨酯溶液中加入0.03g的表面活性剂SLS，得到静电纺丝溶

液。将纤维直径为0.5～15μm，孔径尺寸为0.2～20μm的聚丙烯熔喷非织造材料粘贴到静电

喷丝装置的接收板上，设置纺丝电压为30kV，接收距离为15cm，纺丝速度为1mL/h，温度为35

℃，相对湿度为25％的条件下，进行静电喷丝，得到空气过滤材料。

[0053] 由图5可知，本对比例空气过滤材料的纤维细度在200～700nm，没有生成纳米蛛网

纤维，这是因为没有添加硝酸银的聚氨酯静电纺丝液，在静电纺丝时只生产细度均匀的亚

微米纤维。

[0054] 测试例

[0055] (1)过滤性能：选取实施例1-4和对比例制备的空气过滤材料，采用Topas  AFC-

131-德国Topas  AFC-131滤料测试台测试其对气溶胶的过滤效率、过滤阻力，数据分别如表

1和表2所示。

[0056] 表1过滤效率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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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0059] 表2过滤阻力测试结果

[0060]

[0061] 分别由表1和表2可知，本发明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相比于未形成纳米

蛛网纤维的空气过滤材料，在保证过滤阻力符合国家标准《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GB/

T  32610-2016)和《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GB  2626-2019)的前提下，过滤

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本发明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滤材料对粒径为0.2～0.6μm的气溶胶

颗粒有较高的过滤效率，当气溶胶颗粒粒径达到0.6-3μm时，过滤效率达到100％。

[0062] (2)抑菌率：以大肠杆菌为试验菌种，采用烧瓶震荡法测试实施例1和对比例制得

的空气过滤材料的抑菌效果，对比例的空气过滤材料的抑菌效果如图6所示，实施例1制得

的空气过滤材料的抑菌效果如图7所示。由图6可知，对比例1中不含纳米银的空气过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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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抑制能力较弱，表面皿上长满了细菌。由图7可知，实施例1中纳米蛛网抗菌复合空气过

滤材料能显著提高抗菌性，表面皿上几乎无细菌生长，抑菌率接近100％。

[006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理解在

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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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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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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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2

CN 111514659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