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338886.8

(22)申请日 2020.07.09

(73)专利权人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

津海事测绘中心

地址 300222 天津市河西区郁江道21号1号

楼106室

(72)发明人 董江　李冬　付兴武　刘雷　

吕文喜　张宁　曹阳　任晓东　

张墨起　毕思凯　王墉成　刘洋　

孟森　钟四红　秦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天津市北洋有限责任专利代

理事务所 12201

代理人 曹玉平

(51)Int.Cl.

B63B 73/20(2020.01)

B63B 73/30(2020.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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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系统的船舶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

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在船体甲板上的吊装装置及

动力装置；还包括从甲板直至船底的多边形通道

结构的湿井，且在湿井相对侧立面上固定安装有

轨道安装结构；还包括由吊装装置牵挂、在轨道

安装结构上滑行的传送装置；传送装置包括设备

安装平台主体、与轨道安装结构匹配的导靴装

置、安装架、配重体；设备安装平台主体下部有与

湿井下部匹配的楔形结构；安装架下端的安装架

下接口连接作业设备；湿井内一侧局部开门，与

甲板船内舱贯通形成维护舱。实用新型涉及一种

船舶，其上布设有作业设备安装系统，使得船用

作业设备装卸更便捷、设备养护操作更安全、设

备安装更稳定，可提高作业设备的作业精准度及

船舶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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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搭建并布设在船体上，用于作业设备(8)的安

装；船体包括数层甲板：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建造在船体上的湿井(3)；所述湿井(3)为从第一船体甲板

(61)向下开通至船底(5)的多边形通道结构；所述多边形通道结构内侧两相对的湿井第一

侧立面(31)上固定安装有竖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33)；

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在第一船体甲板(61)上的吊装装置(2)、为吊装装置

(2)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1)；其中，所述吊装装置(2)布设在所述湿井(3)的边缘；

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传送装置(4)；所述传送装置(4)布设于所述湿井(3)内，包

括连接在所述吊装装置(2)末端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竖直方向对称固定布设于两相

对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第一对侧立面(411)上的导靴装置(43)；所述导靴装置(43)的结构

和安装位置与所述轨道安装结构(33)匹配，二者滑动连接，使得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

(41)沿所述轨道安装结构(33)滑行；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的底部连接有安装架

(44)，用于连接所述作业设备(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井(3)为横

截面是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菱形、圆形、椭圆形中一种的通道结构，所述轨道安装结构

(33)为导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井(3)的通

道结构中沿所述导轨运行的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为轿厢形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井(3)中的

轿厢形结构下部有夹角为α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对应地，所述湿井(3)的下部有

与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匹配的、夹角为β的湿井楔形结构，其中α≤β，所述设备

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下开口外尺寸与所述湿井楔形结构下开口内尺寸一致，使所述作业

设备(8)到达工作位置时，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稳定定位于所述湿井楔形结构中。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井(3)中的

轿厢形结构下部布设有所述安装架(44)；所述安装架(44)下端布设有与所述作业设备(8)

上的接口相匹配的安装架下接口(44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船体甲板

(61  )下部的第二船体甲板(62)上布设有作业设备安装维护舱(7)，位于与所述湿井(3)的

湿井第一侧立面(31)相邻的湿井第二侧立面(32)处，与所述湿井(3)贯通。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吊装装置(2)

包括缆绳(22)、用于盘整缆绳(22)且固设在所述第一船体甲板(61)上的缆绳盘整装置

(21)、将缆绳(22)导入所述湿井(3)中且布设在所述湿井(3)边缘处的缆绳导向装置(23)、

缆绳(22)末端的吊挂装置(24)；所述吊挂装置(24)与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上面的设

备安装平台主体承挂装置(412)挂接。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安装平台

主体(41)上布设有配重体(42)。

9.一种含有作业设备安装系统的船舶，包括船体和设置在船体上的数层甲板；

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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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船体的中部设置有贯穿甲板层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

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湿井(3)；所述湿井(3)为从第一船体甲板(61)向下开通至

船底(5)的多边形通道结构；所述多边形通道结构内侧两相对的湿井第一侧立面(31)上固

定安装有竖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33)；

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在第一船体甲板(61)上的吊装装置(2)、为吊装装置

(2)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1)；其中，所述吊装装置(2)布设在所述湿井(3)的边缘；

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传送装置(4)；所述传送装置(4)布设于所述湿井(3)内，包

括连接在所述吊装装置(2)末端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对称竖直方向固定布设于两相

对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第一对侧立面(411)上的导靴装置(43)；所述导靴装置(43)的结构

和安装位置与所述轨道安装结构(33)匹配，二者滑动连接，使得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

(41)沿所述轨道安装结构(33)滑行；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的底部连接有安装架

(44)，用于连接所述作业设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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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和带有安装系统的船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船体机械传动结构设计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基于船体的作

业设备安装系统和带有作业设备安装系统的船舶。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航海业的发展，海事船舶的用途越来越广泛，比如携带一些海事作业设备，对

包括水文地貌等海况进行测量。海事作业对航海安全和海域开发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其

功能实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3] 目前，海事功能船舶在作业设备的安装、维护等方面，大多还停留在船边布设支架

吊装、船侧释放作业设备入水的阶段。这种功能实现方式下的机械结构较笨重，需要多人完

成安装、拆卸，整个工作过程非常不方便，工作强度较大；同时，需要克服天气、风浪的影响，

作业危险性较大；如果在作业设备工作期间，遭遇包括海中动植物附着、渔网或网绳缠绕、

钩挂等的阻滞等，需拆卸掉支架才能查看海事作业设备情况或清除渔网等缠绕物。

[0004] 另外，每日海事船舶工作需在作业工区和码头之间往返，为了在路途往返中节约

时间，需要船速较快。但是，因海事作业设备不能自动升降，需要在码头将仪器安装固定完

毕后才能驶往作业工区，考虑到海水阻力和仪器安全的因素，导致船速不可以过快。从而大

大降低了作业设备的实际工作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

[0005] 如果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使得作业设备不置于船侧、且在航

行路途中不被置于水中，以保证较快的航行速度，且随时自动升降，把安装、维护工作安排

在航行过程中，就可以降低人力成本、提高海事作业的安全性和工作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带有作业设备的船舶作业效率低、作业设备安装不稳定、维护不安全、作业

设备的作业精准度及船舶作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

系统和带有安装系统的船。

[0007]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搭建并布设在船体上，用于作业设备的安装；

船体包括数层甲板：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建造在船体上的湿井；所述湿井为从第一

船体甲板向下开通至船底的多边形通道结构；所述多边形通道结构内侧两相对的湿井第一

侧立面上固定安装有竖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在第一船

体甲板上的吊装装置、为吊装装置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其中，所述吊装装置布设在所述湿

井的边缘；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传送装置；所述传送装置布设于所述湿井内，包括连

接在所述吊装装置末端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竖直方向对称固定布设于两相对的设备安装

平台主体第一对侧立面上的导靴装置；所述导靴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与所述轨道安装结

构匹配，二者滑动连接，使得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沿所述轨道安装结构滑行；所述设备安

装平台主体的底部连接有安装架，用于连接所述作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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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湿井为横截面是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菱形、圆形、椭圆形中一种的通道结

构，所述轨道安装结构为导轨。

[0010] 所述湿井的通道结构中沿所述导轨运行的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为轿厢形结构。

[0011] 所述湿井中的轿厢形结构下部有夹角为α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对应地，

所述湿井的下部有与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匹配的、夹角为β的湿井楔形结构，其

中α≤β，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下开口外尺寸与所述湿井楔形结构下开口内尺寸

一致，使所述作业设备到达工作位置时，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稳定定位于所述湿井楔形

结构中。

[0012] 所述湿井中的轿厢形结构下部布设有所述安装架；所述安装架下端布设有与所述

作业设备上的接口相匹配的安装架下接口。

[0013] 所述第一船体甲板下部的第二船体甲板上布设有作业设备安装维护舱，位于与所

述湿井第一侧立面相邻的第二侧立面处，与所述湿井贯通。

[0014] 所述吊装装置包括缆绳、用于盘整缆绳且固设在所述第一船体甲板上的缆绳盘整

装置、将缆绳导入所述湿井中且布设在所述湿井边缘处的缆绳导向装置、缆绳末端的吊挂

装置；所述吊挂装置与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上面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承挂装置挂接。

[0015] 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上布设有配重体。

[0016] 一种含有作业设备安装系统的船舶，包括船体和设置在船体上的数层甲板；所述

船体的中部设置有贯穿甲板层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湿井；所

述湿井为从第一船体甲板向下开通至船底的多边形通道结构；所述多边形通道结构内侧两

相对的湿井第一侧立面上固定安装有竖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

括安装在第一船体甲板上的吊装装置、为吊装装置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其中，所述吊装装

置布设在所述湿井的边缘；所述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传送装置；所述传送装置布设于所

述湿井内，包括连接在所述吊装装置末端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对称竖直方向固定布设于

两相对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第一对侧立面上的导靴装置；所述导靴装置的结构和安装位置

与所述轨道安装结构匹配，二者滑动连接，使得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沿所述轨道安装结

构滑行；所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的底部连接有安装架，用于连接所述作业设备。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的优点和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实用新型的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实现了吊装作业设备的自动控制，

可以使作业设备的安装和拆卸都非常便捷，省工、省力、提高了工作安全性和作业设备的工

作效率。

[0019] 2、本实用新型基于船体建造湿井装置，使得作业设备工作在船体内部，安全、稳

定，并且对船的航行速度没有影响。

[0020] 3、作业设备安装系统中的楔形机构使得作业设备稳定在工作区间，提高了作业设

备工作精准度，也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效率。

[0021] 4、船的内舱向湿井开有通道，形成维护舱，当作业设备被提升到维护舱位置时，可

以人工进行作业设备的维护或更换，从而便于航行过程中对作业设备进行操作，降低了劳

动强度，提高了作业船舶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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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带有安装系统的船整体结构正视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实用新型带有安装系统的船整体结构俯视示意图

[0024] 图3是图2中A-A截面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是图2中C处的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1中B-B截面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动力装置  2-吊装装置  21-缆绳盘整装置  22-缆绳  23-缆绳导向装置  3-

湿井  31-湿井第一侧立面  32-湿井第二侧立面  33-轨道安装结构  34-调整块  4-传送装置 

41-设备安装平台主体  411-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第一对侧立面  412-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承挂

装置  42-配重体  43-导靴装置  44-安装架  441-安装架下接口  5-船底  6-船舶  61-第一船

体甲板  62-第二船体甲板  7-作业设备安装维护舱  8-作业设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1～5，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29] 一种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搭建并布设在船体上，用于作业设备8的安

装；船体包括数层甲板：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建造在船体上的湿井3；湿井3为从第一船体

甲板61向下开通至船底5的多边形通道结构；多边形通道结构内侧两相对的湿井第一侧立

面31上固定安装有竖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33；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在第一船体甲

板61上的吊装装置2、为吊装装置2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1；其中，吊装装置2布设在湿井3的

边缘；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传送装置4；传送装置4布设于湿井3内，包括连接在吊装装置2

末端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竖直方向对称固定布设于两相对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第一对

侧立面411上的导靴装置43；导靴装置43的结构和安装位置与轨道安装结构33匹配，二者滑

动连接，使得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沿轨道安装结构33滑行；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的底部连

接有安装架44，用于连接作业设备8。

[0030] 湿井3为横截面是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菱形、圆形、椭圆形中一种的通道结构，

所述轨道安装结构(33)为导轨。

[0031] 湿井3的通道结构中沿导轨运行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为轿厢形结构。

[0032] 湿井3中的轿厢形结构下部有夹角为α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对应地，湿

井3的下部有与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匹配的、夹角为β的湿井楔形结构，其中α≤β，所

述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下开口外尺寸与所述湿井楔形结构下开口内尺寸一致，使作

业设备8到达工作位置时，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稳定定位于湿井楔形结构中。

[0033] 湿井3中的轿厢形结构下部布设有安装架44；安装架44下端布设有与作业设备8上

的接口相匹配的安装架下接口441。

[0034] 第一船体甲板61下部的第二船体甲板62上布设有作业设备安装维护舱7，位于与

湿井3的湿井第一侧立面31相邻的湿井第二侧立面32处，与湿井3贯通。

[0035] 吊装装置2包括缆绳22、用于盘整缆绳22且固设在所述第一船体甲板61上的缆绳

盘整装置21、将缆绳22导入湿井3中且布设在湿井3边缘处的缆绳导向装置23、缆绳22末端

的吊挂装置24；吊挂装置24与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上面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承挂装置412

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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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上布设有配重体42。

[0037] 一种含有作业设备安装系统的船舶6，包括船体和设置在船体上的数层甲板；船体

的中部设置有贯穿甲板层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湿井3；湿井3为从

第一船体甲板61向下开通至船底5的多边形通道结构；多边形通道结构内侧两相对的湿井

第一侧立面31上固定安装有竖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33；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安装在第

一船体甲板61上的吊装装置2、为吊装装置2提供动力的动力装置1；其中，吊装装置2布设在

湿井3的边缘；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包括传送装置4；传送装置4布设于湿井3内，包括连接在吊

装装置2末端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对称竖直方向固定布设于两相对的设备安装平台主

体第一对侧立面411上的导靴装置43；导靴装置43的结构和安装位置与轨道安装结构33匹

配，二者滑动连接，使得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沿轨道安装结构33滑行；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

的底部连接有安装架44，用于连接所述作业设备8。

[0038] 下面以优选具体实施例，结合附图1～5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

细说明:

[0039] 本优选具体实施例中，船舶6为海事测量船，搭载的作业设备8为多波束换能器。湿

井3为船舶6上从第一船体甲板61向下至船底5开的一个正方形通道结构。正方形通道结构

的下部为湿井楔形结构。实际应用中，该结构可以是四面楔形，也可以是相对的两面的楔

形，湿井楔形结构的内夹角为β。本优选实施例采用了四面楔形。该湿井楔形结构可以与湿

井3竖直结构一体制作，也可以单独制作，然后和湿井竖直结构密封固定安装成一体，只是

湿井3整体结构需要和船舶6配做。湿井3的四壁中相对的湿井第一侧立面31上固定安装竖

直方向的轨道安装结构33。本优选具体实施例选用两根焊接至少四组调整块34(每个调整

块34由两个相对的楔形块组成，可通过二者的相对移动改变调整块34的尺寸，以调整轨道

安装结构33的位置)的316L矩形钢管，通过可调整高度的调整块34分别固定安装在湿井第

一侧立面31上，形成湿井3侧壁上的导轨，即轨道安装结构33，直至快要接近湿井楔形结构

上边缘。在第一船体甲板61下面的第二船体甲板62处(本优选具体实施例为第一船体甲板

61下的一层)，把湿井3在湿井第二侧立面32上打方形通槽。这样，在第二船体甲板62处的内

舱就成为了与湿井3相贯通的作业设备安装维护舱7；本优选具体实施例中为单侧贯通，这

样有利于湿井3整体结构的稳定。当作业设备8在湿井3中被缆绳22拖拽经过作业设备安装

维护舱7时，工作人员就可以直接、或借助有固定保护的踏板，对作业设备8(本优选具体实

施例为多波束换能器)进行维护或更换。湿井3中的海水平面即是船舶6的吃水深度。

[0040] 需要指出的是：圆形或是椭圆形也可以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多边形。如果湿井3采

用圆形或椭圆形，则轨道安装结构33布设在湿井3的两条相对母线的侧壁上，设备安装维护

舱7与湿井3的贯通位置在改母线旋转900的湿井3侧壁处。

[0041] 本优选具体实施例中传送装置4中最大的主体结构为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采用

横截面为正方形的轿厢结构。轿厢的整体结构配合湿井3的内通道制作。在设备安装平台主

体41的设备安装主体第一对侧立面411(与湿井3的湿井第一侧立面31相对)上，安装导靴装

置43，本优选具体实施例选用U型钢骨架里衬聚四氟乙烯作为导靴装置。导靴装置43在316L

矩形钢管的轨道安装结构33上滑动，带动作为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的轿厢结构在湿井3中

上下移动。轿厢结构下部有外侧与湿井楔形结构内侧基本相匹配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

结构，该楔形的外夹角为α。实际应用中，角度α略小于湿井楔形结构的内夹角为β，为的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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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厢能比较顺利下到最底部，并稳固卡定在湿井楔形结构内。本优选具体实施里湿井楔形

结构最小端内沿与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最小端外沿尺寸一致，即设备安装平台主体

楔形结构下开口外尺寸与湿井楔形结构下开口内尺寸一致，确保轿厢下沉到湿井3最下端。

该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楔形结构可以与轿厢结构一体制作，也可以单独制作，然后和轿厢结

构密封固定安装成一体。

[0042]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湿井3的结构非正方形，轿厢结构可以是正方形，也可以和湿

井3的横截面形状配做。不论是哪种结构，α和β均为相应结构的中心线夹角；设备安装平台

主体楔形结构下开口外尺寸也可以与湿井楔形结构接近下开口的某一横截面的内尺寸一

致，只要保证作业设备8的多波束换能器(至少是有效工作部分)能完全置于船底5的下面。

[0043] 另外，为使多波束换能器(作业设备8)能稳定在船底5位置，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

的轿厢上需要增加配重体42。本优选具体实施例中，在轿厢上焊接了钢板作为配重体42。如

果考虑不同的作业设备8需要不同重量的配重体42，配重体42可以单独配做，与设备安装平

台主体41可拆卸固定连接，以便更换。如果船的用途比较单一,也可以把轿箱本身重量做到

足够,不再需要配重体42。在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的底部，连接有安装架44，其下端有与作

业设备8上的接口相匹配的安装架下接口441。本优选具体实施例由于用途比较单一，选择

将安装架44直接焊接在轿厢下部，正好伸到船底5的位置。安装架下接口441为内螺纹结构，

与多波束换能器(作业设备8)上端固设的紧固螺栓配合使用。实际应用中，还会增加其它可

拆卸紧固件，比如骑缝螺钉，保证多波束换能器安装牢固。为实现可多作业设备的搭载，可

考虑把安装架44做成固定在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底部的法兰盘作为安装架下接口441，对

作业设备8实施紧固连接。该法兰盘可以作为通用接口，以实现不同作业设备8与设备安装

平台主体41可拆卸稳固连接。

[0044] 本优选具体实施例中选用电动葫芦。电动葫芦集成了动力装置1和吊装装置2中的

缆绳盘整装置21，其中的钢丝绳即作为缆绳22。缆绳导向装置23为滑轮，安装在湿井3边缘

处的支架上；钢丝绳经由电动葫芦的转盘释放，经过滑轮导入湿井3中，通过末端的吊挂装

置24(本优选具体实施例选用钢勾)，吊挂在设备安装平台主体41上面的设备安装平台主体

承挂装置412(本优选具体实施例选用焊接在轿厢结构上面的钢环)上。在实际应用中，动力

装置1和吊装装置2可以用本领域的公知装置替换。

[0045] 吊挂装置24和设备安装平台主体承挂装置412之间的挂接可以改用工程机械领域

任何可配对使用的工装结构件，只要能互相吊钩连接牢靠并与各自主体结构连接牢固就

行。

[0046] 电动葫芦的钢丝绳通过滑轮吊着湿井中的轿厢上下运动，当轿厢下降到湿井3底

部时，安装于轿厢底部的多波束换能器可进行正常作业。

[0047] 当多波束换能器工作结束，电动葫芦启动，钢丝绳通过滑轮吊着湿井中的轿厢向

上运动，当轿厢提升超过作业设备安装维护舱7，多波束换能器正好进入设备安装维护舱7

里工作人员的视野。工作人员就可以借助踏板等接近多波束换能器，去清除多波束换能器

探头上诸如渔网、网绳、海藻等缠绕物，亦或是更换设备。

[0048] 这种基于船体的作业设备安装系统是很多海事船舶非常需要的，不同的作业设

备，只需简单更换作业设备安装系统中的安装架44、配重体42等简单的可拆卸零部件，就能

实现作业功能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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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带有作业设备安装系统的船舶6，其作业设备安装系统基于船体建造，所有对作业

设备的操作都在船甲板上或舱内完成，不仅降低了人员的劳动强度需，提高了作业的安全

性、稳定性，而且有利于提高船舶的航行速度，提高工作效率。

[0050]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所述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

优选实施例，不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实用新型申请范围所作

的本领域等同技术变化变换、替代和简单改进等，均属于本实用新型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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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4

CN 212685871 U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