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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包括

进料装置、粉碎装置、喷淋装置、搅拌压缩装置、

传送装置和传动调速分配装置，进料装置、粉碎

装置、喷淋装置、搅拌压缩装置和传送装置可分

别与动力源连接，也可通过传动调速分配装置与

动力源进行连接。该装置可有效解决现有的秸秆

回收装置存在的必须依靠电源作为动力源才能

实现粉碎压块操作；同时可以解决现有的秸秆回

收装置中的秸秆粉碎装置和秸秆压块装置为分

开设置，使操作过程变的繁琐的问题和秸秆压块

后容易散架的问题等。该装置可以使用多种动

力，加工回收不同工艺用途的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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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料装置(1)、粉碎装置(2)、喷淋装置

(3)、搅拌压缩装置(4)、传送装置(5)和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所述粉碎装置(2)设置于所

述进料装置(1)一侧，所述搅拌压缩装置(4)设置于所述粉碎装置(2)下部，所述喷淋装置

(3)设置于所述粉碎装置(2)一侧，且设置于所述进料装置(1)下部，所述传送装置(5)设置

于所述粉碎装置(2)和喷淋装置(3)下部，所述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设置于所述粉碎装置

(2)另一侧，所述进料装置(1)、粉碎装置(2)、喷淋装置(3)、搅拌压缩装置(4)和传送装置

(5)通过所述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与动力源连接；

所述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室(21)、旋转轴(22)和甩刀(23)，所述粉碎室(21)上部设置

有进料口(24)，所述粉碎室(21)下部设置有过滤板(25)，所述甩刀(23)与所述旋转轴(22)

可拆卸连接，所述旋转轴(22)设置于所述粉碎室(21)中部；

所述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包括第一输出轴(61)、第二输出轴(62)、第三输出轴(63)、

第四输出轴(64)和第五输出轴(65)，所述第一输出轴(61)、第二输出轴(62)和第三输出轴

(63)之间依次通过齿轮连接，所述第一输出轴(61)与所述传送装置(5)连接，所述传送装置

(5)通过传送带与所述进料装置(1)连接，所述第二输出轴(62)上设置有双向离合器(66)和

安全离合器(67)，所述第二输出轴(62)与所述搅拌压缩装置(4)连接，所述第三输出轴(63)

分别通过齿轮与所述第四输出轴(64)和第五输出轴(65)连接，所述第四输出轴(64)与所述

粉碎装置(2)连接，所述第五输出轴(65)上设置有链传动装置(68)，所述第五输出轴(65)分

别与所述喷淋装置(3)和所述搅拌压缩装置(4)连接，所述第四输出轴(64)上设置有第三传

送带(69)，所述第四输出轴(64)和第二输出轴(62)上均设置有第一手柄(610)和第二手柄

(6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1)包括第一

传送带(11)、第一滚轴(12)和边板(13)，所述第一传送带(11)套接在所述第一滚轴(12)外

部，所述第一传送带(11)设置有水平部和倾斜部，所述水平部的第一传送带(11)上设置有

压缩板(14)，所述压缩板(14)通过弹簧与所述边板(13)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甩刀(23)为Y型甩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压缩装置(4)包括

搅拌室(41)和压缩室(42)，所述压缩室(42)设置于所述搅拌室(41)下部，所述搅拌室(41)

内设置有绞龙(43)，所述压缩室(42)内设置有丝杆螺母(44)，所述搅拌室(41)和所述压缩

室(42)中间设置有活动板(45)，所述活动板(45)上设置有滚轮，所述搅拌室(41)底部设置

有轨道，所述滚轮设置于所述轨道内，所述压缩室底板(46)也通过滚轮与所述压缩室(42)

活动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淋装置(3)包括储液

罐(31)、喷淋泵(32)、调节阀(33)和喷头(34)，所述储液罐(31)设置于所述喷淋泵(32)上

方，所述储液罐(31)上设置有调节阀(33)。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5)包括第二

传送带(51)和第二滚轴(52)，所述第二传送带(51)套接在所述第二滚轴(52)外部，所述第

二滚轴(52)与所述第一输出轴(61)连接，所述第一滚轴(12)与所述第二滚轴(52)之间通过

第四传送带(53)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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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秸秆回收装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小麦，稻谷，油菜等秸秆资源一直较为丰富。以前，农业生产中所产生的各种

秸秆，农民普遍进行焚烧处理，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研发出了秸秆

粉碎处理设备，这些设备一类是将秸秆进行粉碎后直接将秸秆粉末洒在农田间，让其自行

进行降解；另外一类的粉碎装置需要将田地里产生的秸秆进行统一搬运回收后，在有电源

的地方进行粉碎处理，并进行压缩成块，然后将秸秆块用作燃料，既避免了秸秆焚烧造成的

浪费，又能提供一种新形式的秸秆燃料，但是这些机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1)现有的秸秆粉碎装置一般都是以电源作为动力源，必须将收割后的秸秆运到有电源的

地方，才能进行粉碎，增加搬运成本，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使劳动效率降低。(2)普通秸秆粉

碎机和秸秆打包机常常是分成两台机械，秸秆粉碎成粉末后还需要转移到打包机中，容易

影响生产效率。且运输过程中易造成秸秆粉末损失，利用率较低。(3)农用秸秆打包机通常

是利用机械或气压将秸秆强行压缩在一起，但在运输途中若经过碰撞容易散架，或是秸秆

粉末流失。不利于秸秆完全回收利用。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该装置可有效解决现有的秸

秆回收装置存在的必须依靠电源作为动力源才能实现粉碎压块操作；同时可以解决现有的

秸秆回收装置中的秸秆粉碎装置和秸秆压块装置为分开设置，使操作过程变得繁琐的问题

和秸秆压块后容易散架的问题等。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新型秸秆回

收装置，包括进料装置、粉碎装置、喷淋装置、搅拌压缩装置、传送装置和传动调速分配装

置，粉碎装置设置于所述进料装置一侧，搅拌压缩装置设置于粉碎装置下部，喷淋装置设置

于粉碎装置一侧，且设置于进料装置下部，传送装置设置于粉碎装置和喷淋装置下部，传动

调速分配装置设置于粉碎装置另一侧，进料装置、粉碎装置、喷淋装置、搅拌压缩装置和传

送装置可分别与动力源连接或者通过传动调速分配装置与动力源连接；

[0005] 传动调速分配装置包括第一输出轴、第二输出轴、第三输出轴、第四输出轴和第五

输出轴，第一输出轴、第二输出轴和第三输出轴之间依次通过齿轮连接，第二输出轴上设置

有双向离合器和安全离合器，第三输出轴分别通过齿轮与第四输出轴和第五输出轴连接，

第五输出轴上设置有链传动装置，第四输出轴上设置有第三传送带，第四输出轴和第二输

出轴上均设置有第一手柄和第二手柄。

[0006] 进一步地，进料装置包括第一传送带、第一滚轴和边板，第一传送带套接在第一滚

轴外部，第一传送带设置有水平部和倾斜部，水平部的第一传送带上设置有压缩板，压缩板

通过弹簧与边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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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粉碎装置包括粉碎室、旋转轴和甩刀，粉碎室上部设置有进料口，粉碎

室下部设置有过滤板，甩刀与旋转轴可拆卸连接，旋转轴设置于粉碎室中部。

[0008] 进一步地，甩刀为Y型甩刀。

[0009] 进一步地，搅拌压缩装置包括搅拌室和压缩室，压缩室设置于搅拌室下部，搅拌室

内设置有绞龙，压缩室内设置有丝杆螺母，搅拌室和压缩室中间设置有活动板，活动板上设

置有滚轮，搅拌室底部设置有轨道，滚轮设置于轨道内，压缩室底板也通过滚轮与压缩室活

动连接。

[0010] 进一步地，喷淋装置包括储液罐、喷淋泵、调节阀和喷头，储液罐设置于喷淋泵上

方，储液罐上设置有调节阀。

[0011] 进一步地，传送装置包括第二传送带和第二滚轴，第二传送带套接在第二滚轴外

部，第二滚轴与第一输出轴连接，第一滚轴与第二滚轴之间通过第四传送带连接。

[0012] 进一步地，当进料装置、粉碎装置、搅拌压缩装置、喷淋装置和传送装置均分别与

动力源连接时，搅拌压缩装置内的活动板一端连接有第一电磁执行机构，丝杆螺母连接有

第一电机，压缩室底板一端连接有第二电磁执行机构，动力源、第一电磁执行机构、第一电

机和第二电磁执行机构均与控制器连接。

[0013] 进一步地，当进料装置、粉碎装置、搅拌压缩装置、喷淋装置和传送装置均通过传

动调速分配装置与动力源进行连接时，进料装置、粉碎装置、搅拌压缩装置、喷淋装置和传

送装置分别与传动调速分配装置内的输出轴连接。

[0014] 进一步地，控制器为西门子300系列PLC控制器。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该装置集合了粉碎、搅拌、喷淋、压缩和传送等操作，每个装置之间紧密结合，使

用这一个机械装置可同时实现多种操作，有效解决了现有的秸秆粉碎压块机存在的粉碎装

置和压缩装置分开设置造成的操作繁琐，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该装置具有一个机

械，两种动力源的优势，该机械设置有传动调速分配装置，该装置可将拖拉机的一股动力转

换成多股动力，实现为各个装置提供动力的目的；在山区丘陵地带，无法提供电源的情况

下，该机械可使用拖拉机作为其运行的动力源，有效利用了拖拉机的动力，解决了无电源供

应时，装置无法运行的问题，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在有电源的情况下，可使用电动机作

为其动力源，同时可启用已安装的控制器，可大大提高该装置的智能化作用，提高秸秆粉碎

压块的效率。

[0017] 2、该机械中设置有多套喷淋装置，粉碎不同品种的秸秆时，可根据秸秆的特性及

用途，选择不同的喷淋液，以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由于秸秆用途的不同，对喷淋液有一定

要求，所以可根据秸秆的用途更换喷淋装置，例如喷洒带黏性的液体，可有效将秸秆颗粒进

行粘合，避免运输途中出现散块的现象；喷洒助燃剂，可有效解决秸秆作为焚烧燃料时存在

的燃烧不彻底的问题；喷洒食品添加剂可增加动物的食欲，由于作为食用材料的特殊性，需

要单独使用一套喷淋装置，以控制秸秆作为饲料的安全性等，还可根据秸秆的用途，喷洒其

他的液体。

[0018] 3、在有电源的情况下，该设备可通过一个电机带动传动调速分配装置运转，进而

带动整个装置工作；该设备的不同装置也可分别与电机连接，此时设备上还设置有控制器

和电磁执行机构，通过控制器控制电磁执行机构运动，实现机械化生产，可大大降低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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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装置通过传动调速分配装置与动力源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装置分别与动力源连接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通过传动调速分配装置与动力源连接时的传动原理图；

[0022] 图4为压缩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3] 1、进料装置；11、第一传送带；12、第一滚轴；13、边板；14、压缩板；2、粉碎装置；21、

粉碎室；22、旋转轴；23、甩刀；24、进料口；25、过滤板；3、喷淋装置；31、储液罐；32、喷淋泵；

33、调节阀；34、喷头；4、搅拌压缩装置；41、搅拌室；42、压缩室；43、绞龙；44、丝杆螺母；45、

活动板；46、压缩室底板；47、第一电磁执行机构；48、第一电机；49、第二电磁执行机构；5、传

送装置；51、第二传送带；52、第二滚轴；53、第四传送带；6、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1、第一输出

轴；62、第二输出轴；63、第三输出轴；64、第四输出轴；65、第五输出轴；66、双向离合器；67、

安全离合器；68、链传动装置；69、第三传送带；610、第一手柄；611、第二手柄；7、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5]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4所示，提供了一种新型秸秆回收装置，包括进料

装置1、粉碎装置2、喷淋装置3、搅拌压缩装置4、传送装置5和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粉碎装置

2设置于进料装置1一侧，搅拌压缩装置4设置于粉碎装置2下部，喷淋装置3设置于粉碎装置

2一侧，且设置于进料装置1下部，传送装置5设置于粉碎装置2和喷淋装置3下部，传动调速

分配装置6设置于粉碎装置2另一侧，进料装置1、粉碎装置2、喷淋装置3、搅拌压缩装置4和

传送装置5可分别与动力源连接或者通过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与动力源连接；

[0026] 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包括第一输出轴61、第二输出轴62、第三输出轴63、第四输出

轴64和第五输出轴65，第一输出轴61、第二输出轴62和第三输出轴63之间依次通过齿轮连

接，第二输出轴62上设置有双向离合器66和安全离合器67，第三输出轴63分别通过齿轮与

第四输出轴64和第五输出轴65连接，第五输出轴65上设置有链传动装置68，第四输出轴64

上设置有第三传送带69，第四输出轴64和第五输出轴65上均设置有第一手柄610和第二手

柄611。

[0027] 优化地，进料装置1包括第一传送带11、第一滚轴12和边板13，第一传送带11套接

在第一滚轴12外部，第一传送带11设置有水平部和倾斜部，水平部的第一传送带11上设置

有压缩板14，压缩板14通过弹簧与边板13连接，秸秆在通过压缩板14时，被压缩板14压平，

便于进入粉碎装置2内进行粉碎，提高粉碎效率。

[0028] 优化地，粉碎装置2包括粉碎室21、旋转轴22和甩刀23，粉碎室21上部设置有进料

口24，粉碎室21下部设置有过滤板25，过滤板25设置有多个不同孔径的，可根据粉碎秸秆的

种类及目的进行更换，甩刀23与旋转轴22可拆卸连接，旋转轴22设置于粉碎室21中部，优化

地，粉碎装置2上部还可以设置有旋风除尘装置，可将粉碎室21内的灰尘除掉，利于环境保

护和人体健康。

[0029] 优化地，甩刀23为Y型甩刀23，Y型甩刀23重心稳定，重心基本平衡在在刀轴的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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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对称性良好，Y型甩刀23的平衡性良好，粉碎时，不受动力源的影响。

[0030] 优化地，搅拌压缩装置4包括搅拌室41和压缩室42，搅拌室41下部设置有压缩室

42，搅拌室41内设置有绞龙43，绞龙43的螺旋形结构上设置有搅拌杆，可以提高搅拌效果，

使搅拌更加均匀；压缩室42内设置有丝杆螺母44，搅拌室41和压缩室42中间设置有活动板

45，活动板45上设置有滚轮，搅拌室41底部设置有轨道，滚轮设置于轨道内，压缩室底板46

也通过滚轮与压缩室42活动连接；活动板45和压缩室底板46上均设置有滚轮，方便进行开

关。

[0031] 优化地，喷淋装置3包括储液罐31、喷淋泵32、调节阀33和喷头34，储液罐31设置于

喷淋泵32上方，储液罐31上设置有调节阀33，可根据秸秆颗粒的大小、用途以及喷淋液体的

种类，通过调整调节阀33控制液体喷出的流量，优化地，储液罐32内设置有保温层，避免在

较低温度下工作时出现喷淋不顺利的情况，其中内部设置有磁铁搅拌器，对于一些黏性较

大或者固含物较多，容易产生沉淀的液体，在储液罐外32部用磁铁吸附，通过移动外部磁

铁，可带动储液罐32内部的磁铁搅拌器转动，达到搅拌的目的。

[0032] 优化地，传送装置5包括第二传送带51和第二滚轴52，第二传送带51套接在第二滚

轴52外部，第二滚轴52与第一输出轴61连接，第一滚轴12与第二滚轴52之间通过第四传送

带53连接。

[0033] 优化地，该装置的动力源可以为电动机、拖拉机和其他动力源。

[0034] 当进料装置1、粉碎装置2、搅拌压缩装置4、喷淋装置3和传送装置5均通过传动调

速分配装置6与动力源进行连接时，动力源可为拖拉机、电机或者其他方式；进料装置1、粉

碎装置2、搅拌压缩装置4、喷淋装置3和传送装置5分别与传动调速分配装置6内的输出轴连

接，优化地，第二滚轴52与第一输出轴61连接，丝杆螺母44与第二输出轴62连接，旋转轴22

通过第三传送带69与第四输出轴64连接，绞龙43与第五输出轴65连接；

[0035] 此时该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拖拉机通过联轴器与第一输出轴61相连接，将拖拉

机的动力传输给第一输出轴61，第一输出轴61带动第二滚轴52转动，进而带动传送装置5工

作，第二滚轴52通过第四传送带53与第一滚轴12连接，传送装置5工作的同时，将动力传送

给第一滚轴12，第一滚轴12带动第一传送带11转动，进料装置1也开始工作；

[0036] 第一输出轴61、第二输出轴62、第三输出轴63、第四输出轴64、第五输出轴65上均

固定连接有齿轮，其中第三输出轴63上设置有四个大小不同的齿轮，第四输出轴64上设置

有一个三联齿轮，第一输出轴61上的齿轮与第二输出轴62上的齿轮相互咬合，第一输出轴

61在转动的同时，将动力通过齿轮传送给第二输出轴62，带动第二输出轴62转动，第二输出

轴62前端连接有丝杆螺母44，第二输出轴62上还设置有双向离合器66和安全离合器67，通

过扳动第二手柄611，可控制丝杆螺母44的运行方向，进而实现将颗粒进行压缩的工作；第

二输出轴62上还设置有安全离合器67，严重过载时，实现将丝杆螺母44和第二输出轴62的

离合；

[0037] 第二输出轴62上还设置有一个齿轮，这个齿轮与第三输出轴63上的其中一个齿轮

相互咬合，带动第三输出轴63转动，第三输出轴63一侧设置有三个大小不同的齿轮，这三个

齿轮可分别与第四输出轴64上的三联齿轮相咬合，带动第四输64出轴转动，第四输出轴64

外端设置有第三传送带69，第四输出轴64转动的同时通过第三传送带69将动力传送给旋转

轴22，实现带动粉碎装置2工作的目的，第四输出轴64上设置有三联齿轮，可根据粉碎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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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通过扳动第一手柄610，调整第三输出轴63上的齿轮与第四输出轴64上的三联齿轮

相互咬合的位置，达到调整旋转轴22转速的目的，进而达到调整粉碎秸秆颗粒大小的目的；

[0038] 第三输出轴63上的剩余的一个齿轮与第五输出轴65上的齿轮相互咬合，将动力传

送给第五输出轴65，第五输出轴65前端连接有绞龙43，第五输出轴65转动，进而带动绞龙43

运转，将粉碎装置2粉碎后的颗粒进行输送、搅拌操作；第五输出轴65上还连接有链传动装

置68，该装置另一端与喷淋泵32连接，第五输出轴65的动力通过链传动装置68传送给喷淋

泵32，带动喷淋泵32转动，实现将液体喷出的目的。

[0039] 该装置的工作流程如下：启动拖拉机或者电动机，整个装置开始运转，操作者加工

秸秆放在第一传送带11上，通过压缩板14进行压缩后，秸秆进入粉碎装置2内，在多组甩刀

23的作用下，秸秆被粉碎成小颗粒落下，通过过滤板25的过滤作用，符合要求的秸秆颗粒掉

到搅拌室41内，操作者可根据需要，扳动第一手柄610，调整旋转轴22的转速，进而调整秸秆

颗粒的大小，也可通过调整甩刀23之间距离，实现调整秸秆颗粒大小的目的；秸秆颗粒在掉

落的同时，被喷洒上具有不同作用的液体，搅拌室41内，粘附有液体的秸秆颗粒在绞龙43的

作用下被搅拌均匀，操作者根据观察到的搅拌室41内的颗粒量，手动打开搅拌室41和压缩

室42之间的活动板45，秸秆颗粒被传送到压缩室42内，操作者根据观察到的压缩室42内的

颗粒量，可以进行一次压缩时，关闭活动板45，通过踩压安全离合器67，使第二输出轴62与

丝杆螺母44连接，第二输出轴62带动丝杆螺母44对颗粒进行压缩，压缩结束后，扳动第二手

柄611，丝杆螺母44被拉回，实现一次压缩操作，压缩结束后，拉动压缩室底板46，秸秆块在

重力的作用下掉落在第二传送带51上，关闭压缩室底板46，等待下一次压缩操作。

[0040] 当进料装置1、粉碎装置2、搅拌压缩装置4、喷淋装置3和传送装置5均分别与动力

源连接时，旋转轴22、绞龙43、喷淋泵32、丝杆螺母44和第二滚轴52分别与电机进行连接，由

多台电机为其提供动力；搅拌压缩装置4内的活动板45一端连接有第一电磁执行机构47，丝

杆螺母44连接有第一电机48，压缩室底板46一端连接有第二电磁执行机构49，动力源、第一

电磁执行机构47、第一电机48和第二电磁执行机构49均与控制器7连接，动力源可为电机；

[0041] 此时，搅拌压缩装置4包括搅拌室41和压缩室42，搅拌室41内设置有绞龙43，搅拌

室41底部设置有轨道，搅拌室41和压缩室42之间设置有活动板45，活动板45上设置有滚轮，

该滚轮设置于轨道内，活动板45一端固定连接有第一电磁执行机构47；压缩室42内设置有

丝杆螺母44，丝杆螺母44与第一电机48连接，压缩室42底部设置有轨道，压缩室底板46上设

置有滚轮，滚轮设置于轨道内，压缩室底板46与第二电磁执行机构49连接，第一电磁执行机

构47、第一电机48、第二电磁执行机构49和电机均与控制器7连接。优化地，控制器7为西门

子300系列PLC控制器。

[0042] 此时该装置的工作流程如下：开启电源，启动各个装置，将秸秆放入进料装置1上，

通过压缩板14进行压平后进入粉碎装置2内进行粉碎，粉碎后的秸秆颗粒掉入搅拌压缩装

置4内，掉落的同时被喷洒上液体，掉进搅拌室41内，在绞龙43的作用下被搅拌均匀，事先在

控制器7内设置好操作程序，粉碎一定时间后，秸秆颗粒达到一定量，第一电磁执行机构47

在控制器7的作用下被拉动，活动板45打开，秸秆颗粒掉入压缩室42内，达到设定时间后，控

制器7控制第一电磁执行机构47伸缩，将活动板45复位，该操作执行3-4次以后，控制器7控

制第一电机48带动丝杆螺母44进行伸缩，第一电机48与离合器连接，离合器控制第一电机

48的正反转，实现压缩操作，将掉在压缩室42内的秸秆颗粒进行压缩，压缩结束后，控制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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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第一电机48回收，将丝杆螺母44复位，同时控制第二电磁执行机构49将压缩室底板46

回收，压缩后的秸秆块掉在传送装置5上，被传送走，然后控制器7控制第二电磁执行机构49

带动压缩室底板46复位，一次粉碎压块工序结束。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09105011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09105011 B

9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10

CN 109105011 B

10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4 页

11

CN 109105011 B

11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2

CN 109105011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