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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有阿达木单抗和结构保

护剂的药物组合物。本发明选用蔗糖或海藻糖作

为结构保护剂，使得药物组合物的稳定性得到很

大程度的提高，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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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药物组合物，含有阿达木单抗和结构保护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保护剂选自

蔗糖或海藻糖，所述药物组合物不含氯化钠。

2.根据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阿达木单抗的浓度为1-

200mg/ml。

3.根据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阿达木单抗的浓度为10-

100mg/ml。

4.根据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阿达木单抗的浓度为

50mg/ml。

5.根据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蔗糖或海藻糖的浓度

为1-200mg/ml。

6.根据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蔗糖或海藻糖的浓度为

10-100mg/ml。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表

面活性剂，其浓度范围为0.01-10mg/ml。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范围为0.1-

2mg/ml。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的浓度为1mg/ml。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选自聚山梨醇酯

20、聚山梨醇酯21、聚山梨醇酯40、聚山梨醇酯60、聚山梨醇酯61、聚山梨醇酯65、聚山梨醇

酯80、聚山梨醇酯81、聚山梨醇酯85、泊洛沙姆、triton、十二烷基硫酸钠、月桂硫酸钠、辛基

糖苷钠、月桂基-磺基甜菜碱、或它们的混合物。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表面活性剂为聚山梨醇酯

80。

12.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缓

冲液，选自甘氨酸、乙酸/乙酸盐、琥珀酸/琥珀酸盐、柠檬酸/柠檬酸盐、抗坏血酸/抗坏血酸

盐、酒石酸/酒石酸盐、顺丁烯二酸/顺丁烯二酸盐、乳酸/乳酸盐、碳酸/碳酸氢盐、苯甲酸/

苯甲酸盐、组氨酸、磷酸/磷酸盐或tris/tris盐酸盐。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液为柠檬酸/柠檬酸盐

和碳酸/碳酸氢盐的组合。

14.根据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组合物的pH值为

4.0-9.0。

15.根据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组合物的pH值为

4.5-8.0。

16.根据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组合物的pH值为

5.2。

17.一种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含有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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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组合物的pH为5.2。

18.权利要求1或17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在制备用于治疗人类自身免疫相关疾病的药物

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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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有阿达木单抗的药物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有阿达木单抗的药物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以关节滑膜炎为特征的慢性

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滑膜炎持久反复发作，可导致关节内软骨和骨的破坏，关节功能障

碍，甚至残废。血管炎病变累及全身各个器官，故本病又称为类风湿病。约80％患者的发病

年龄在20～45岁，以青壮年为多，男女之比为1∶2～4。全世界光关节炎患者有3.55亿人。在

亚洲地区，每6个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的某个阶段患上关节炎这种世界头号致残性疾病。目

前，估计中国大陆的关节炎病人有1亿以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而目前我国患类风湿

关节炎的人数达600万左右。

[0003]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是一种能够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而对正常细胞无明显毒性的细胞因子。它主要由滑膜巨噬细胞产生，能刺激滑膜成纤维细

胞增生，分泌白细胞介素6(IL-6)，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趋化因子以及

基质金属蛋白酶和前列腺素等效应分子，在RA的发病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TNF-α拮

抗剂是最有效的治疗RA及其他类似疾病的药物，主要有依那西普(etanercept)、英夫利西

单抗(infliximab)和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等。

[0004] 阿达木单抗是通过特异性结合人体内的TNF-α，阻止TNF-α与其细胞表面受体结

合，从而阻断了TNF-α的生物学活性，最终减轻炎症反应并减少破骨细胞激活，达到控制并

缓解症状体征的目的。它的上市不仅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策略，而

且因其对经其它抗类风湿药物治疗无效或不能耐受这些药物治疗的顽固性活动性类风湿

性关节炎及强直性脊柱炎亦有效，并具有显效快、疗效高、安全性和耐受性好等特点，临床

价值甚大，市场前景颇佳。目前市场上的阿达木单抗产品商品为美国雅培公司(Abbott)生

产的 于2002年获得批准上市，其经FDA批准的适应症有：中-重度类风湿性关节

炎、中-重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强制性脊柱炎和中-重度克罗恩氏病等。

[0005] 阿达木单抗属于全人源单抗，“全人源”就是指与人体自身产生的抗体免疫球蛋白

IgG没有什么差别。一般来说，人体会随机产生各种抗体，用来防御各种外来的病原。然而，

既然是随机产生的抗体，也会把自身抗原当作攻击对象的抗体。往往这种会攻击自身的抗

体在具有成熟的功能之前就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消除掉，因此，简单地说，人体内一般产生不

了抗人抗原的抗体。所以，早期的治疗用抗体往往是在鼠体内产生的，因蛋白来源的属种差

异，在人体内存在的时间缩短，疗效也受到影响，且有一定过敏风险。现在虽然可以通过与

人的抗体部分组合而减少鼠来源成分的比例，但是鼠源蛋白的影响并不能完全消除。而美

国雅培公司通过噬菌体表达技术，将来自健康的人类捐献者的B细胞中随机生成的抗体前

体进行筛选，找出了一种由人类B细胞生成的人类抗体，但是能特异性地结合TNF-α，也就是

换句话说， 是绕过人体自身审查消除机制而搜寻到的全人源TNF-α抗体，

不仅能够有效拮抗人类的TNF-α，而且极大地减少了免疫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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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目前已上市的阿达木单抗制剂 为水针制剂，含有阿达木单抗50mg/mL，氯

化钠6.16mg/mL，枸橼酸钠0.35mg/mL，枸橼酸1.3mg/mL，二水磷酸二氢钠0.86mg/mL，二水磷

酸氢二钠1.53mg/mL，甘露醇12mg/mL，聚山梨醇酯801mg/mL，溶液pH5.2。其中，阿达木单抗

为有效成分，氯化钠为等渗剂，枸橼酸盐和磷酸盐为缓冲剂，甘露醇为结构稳定性，聚山梨

醇酯80为表面活性剂。

[0007] 我们发现已上市的 制剂较不稳定，在长期和加速试验条件下有显著的降

解，特别是产生较多的杂质如多聚体(aggregates)及不溶性微粒(insoluble  particles)。

而多聚体及不溶性微粒被认为是生物制药安全性非常重要的质量参数(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CQA)，直接影响到阿达木单抗的用药安全，特别是它们的免疫原性，这对于长期

用药的产品如阿达木单抗尤为重要。

[0008] CN201080030083.9公开了一种不含氯化钠而含有高浓度(＞20mg/ml)多元醇如甘

露醇的阿达木单抗药物制剂，该制剂相比已上市的 制剂在高温条件下具有更高的

稳定性。

[0009] 和大多数蛋白分子一样，阿达木单抗具有不稳定性，会经历多种化学和物理降解。

和传统合成的小分子药物相比，生物分子具有复杂的结构，如一级、二级、三级等高级结构。

而蛋白质的结构，特别是高级结构非常脆弱，容易发生结  构变化，如变性(denaturation)，

聚集(aggregation)和沉淀(precipitation)。保持抗体的高级结构是发挥它们生物学活性

的最基本要求。这些降解的产物会对生物制药的安全性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一些蛋白

聚集物会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轻者会降低生物药物的疗效，重者甚至会造成病人的死亡。

抗体药物不仅仅需要在生产的时候能得到高纯度的产品，还要在运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

保持结构稳定。

[0010] 本发明人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惊喜的发现，在含有阿达木单抗的药物组合物中，

使用蔗糖或海藻糖作为阿达木单抗的结构保护剂，可大大提高药物组合物的稳定性，具有

非常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有阿达木单抗的药物组合物，该组合物在较长的时间内仍能

维持药物组合物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并且具有非常适合于皮下施用的粘度。

[0012] 具体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药物组合物，其含有阿达木单抗及结构保护剂。其中，

所述组合物中阿达木单抗的浓度为1-200mg/ml，优选10-100mg/ml，更优选50mg/ml。所述结

构保护剂选自蔗糖或海藻糖，优选蔗糖，所述结构保护剂的浓度为1-200mg/ml，优选10-

100mg/ml。本发明人惊讶的发现，选用蔗糖或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所得组合物的物理和

化学稳定性相比现有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0013] 进一步的，本发明所述的药物组合物不含氯化钠。本发明人惊讶的发现，选用蔗糖

或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后，不含氯化钠的阿达木单抗制剂的稳定性显著高于含有氯化钠

的阿达木单抗制剂的稳定性。

[0014]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表面活性剂，包括但不限于聚山梨醇酯类，如聚

山梨醇酯20、聚山梨醇酯21、聚山梨醇酯40、聚山梨醇酯60、聚山梨醇酯61、聚山梨醇酯65、

聚山梨醇酯80、聚山梨醇酯81、聚山梨醇酯85或其混合物，泊洛沙姆，triton，十二烷基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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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月桂硫酸钠，辛基糖苷钠，月桂基-磺基甜菜碱，聚乙二醇，聚丙二醇，或它们的混合物，

优选聚山梨醇酯80。所述表面活性剂的浓度为0.01-10mg/ml，优选0.1-2mg/ml，更优选1mg/

ml。

[0015]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缓冲液，包括但不限于甘氨酸、乙酸/乙酸  盐、琥

珀酸/琥珀酸盐、柠檬酸/柠檬酸盐、抗坏血酸/抗坏血酸盐、酒石酸/酒石酸盐、顺丁烯二酸/

顺丁烯二酸盐、乳酸/乳酸盐、碳酸/碳酸氢盐、苯甲酸/苯甲酸盐、组氨酸、磷酸/磷酸盐或

tris/tris盐酸盐，优选柠檬酸/柠檬酸盐和碳酸/碳酸氢盐的组合。其中加入的缓冲液使得

本发明组合物的pH值为4.0-9.0，优选4.5-8.0，更优选5.2。

[0016]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药学上可接受量的抗氧化剂，包括但不限于抗坏

血酸、色氨酸、蛋氨酸、谷胱甘肽、硫代硫酸钠或过氧化氢酶。

[0017]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药学上可接受量的螯合剂，包括但不限于氨基多

羧酸、羟基氨基羧酸、N-取代甘氨酸、柠檬酸、烟酰胺、去铁胺和去氧胆酸盐及其混合物，如

乙二胺四乙酸(EDTA)、二乙三胺五乙酸(DTPA)、次氮基三乙酸(NTA)及它们的盐。本发明中

使用的螯合剂可以化合物的游离酸或者游离碱或者盐的形式存在，也可以化合物或者相应

盐的无水合物、水合物或者其它溶剂化物的形式存在。

[0018]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进一步含有药学上可接受量的防腐剂，包括但不限于间甲

酚、苯酚、苯甲醇、苯扎氯铵、苯氧乙醇或对羟基苯甲酸甲酯。

[0019] 本发明药物组合物中的阿达木单抗在较宽的pH值范围内可以保持溶解和稳定性，

适合的pH值为4.0-9.0，优选4.5-8.0，更优选5.2。

[0020]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含有如下的成分：

[0021]

[0022] 其中所述组合物的pH为5.2。

[0023]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可以是水针制剂、冻干制剂、或者由冻干粉末和注射用水通

过双腔卡氏瓶(dual-chamber  cartridge)配制得到的制剂形式，可以通过皮下注射(s.c)、

静脉注射(i.v.)、肌肉注射(i.m.)或其它非肠胃(parenteral)形式给药。

[0024]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可用于制备治疗人类自身免疫相关疾病的药物，这些疾病包

括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银屑病(psoriasis)、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克罗恩氏

病(Crohn’s  disease)、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斑块状银屑病(pl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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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oriasis)等。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6] 本发明通过选用蔗糖或海藻糖作为阿达木单抗的结构保护剂，大大提高了药物组

合物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冻融实验、高温和光照破坏时，显示出更高的稳定性，因此具有非

常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说明。必须指出，这些实施例是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实施例1稳定性研究(一)

[0029] 生物制药在生产、运输、储备和使用过程中会经历各种破坏条件，如高温、光照和

冻融。为了确保安全，它们必须能够保持结构的完整，特别是高级结构的完整。生物药物的

多聚体(aggregates)以及不溶性微粒(particles)是引起生物药物免疫反应的非常关键的

因素。生物药物的外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各国药典规定生物药物必须不含可见异

物，因为生物药物中微粒的存在与否以及含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生物药物的安全性，它们

被认为是造成生物药物免疫反应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0030] SEC-HPLC是一种利用凝胶孔隙的孔径大小与分析样品的尺寸大小的相对关系而

进行分离的分析方法。样品中分子量较大的分子由于不能进入凝胶孔洞而完全被排阻，只

能沿多孔凝胶粒子之间的空隙通过色谱柱，因此最先从柱中被流动相洗脱出来。而分子量

较小的分子可以进入凝胶孔洞，在柱中受到更强的滞留  (retention)，不易被洗脱出来，从

而达到不同大小的溶质分子的分离。对于生物药的分析主要用于测量多聚体(aggregates)

的含量，主要体现在单体含量的损失和多聚体含量的增加。

[0031] 我们设计了几个制剂处方1-4(见表1)。其中制剂1为上市产品 制剂；制剂2

为含有高浓度甘露醇而不含氯化钠的制剂；制剂3为使用等摩尔渗透压的蔗糖代替制剂1的

甘露醇所配制的制剂；制剂4为使用等摩尔渗透压的蔗糖代替制剂2的甘露醇所配制的制

剂。

[0032] 表1各个制剂中所含组分的量(阿达木单抗浓度为50mg/ml)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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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按照表1中各制剂组分的浓度配制得到0.85ml/syringe的制剂1-4进行稳定性研

究。0时外观和SEC-HPLC纯度检测结果见表2。

[0035] 表2处方检测结果(0时)

[0036]

[0037] 注：SEC-HPLC纯度(％)的值为平均值±标准偏差，下同。

[0038] 影响因素试验方案(制剂1-4)

[0039] 将根据表1制备得到的制剂1-4各3组样品分别进行高温、光照以及冻融破坏试验，

试验条件如下：

[0040] 高温试验：将样品放置于40℃恒温箱中，于2周，4周后检测。

[0041] 光照试验：25℃、600W/m2(相当于110000Lx)放置4小时后检测。

[0042] 冻融试验：-20℃冻存5小时、4℃融化10小时，反复冻融8次检测。

[0043] 将经过上述影响因素试验的样品进行外观可见异物和SEC-HPLC纯度检测(检测仪

器：Agilent1200液相色谱仪；色谱柱：日本TOSOH公司的TSK-GELG3000SWXL，7.8×300mm；流

动相：0.2M氯化钠，0.02M磷酸钠缓冲液，pH7 .4；流速：0.5ml/min；柱温：25℃；运行时间：

30min；波长：280nm)。

[0044] 影响因素试验结果

[0045] 高温试验

[0046] 将根据表1制备得到的制剂1-4各3组样品置于40℃恒温箱中，于2周、4周进行外观

和SEC-HPLC纯度检测，结果见表3。

[0047] 表3处方检测结果(40℃，2周，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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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肉眼观察高温试验后各制剂样品的外观与可见异物。高温试验2周后，制剂1和制

剂3出现少量可见异物，而制剂2和制剂4无变化；高温试验4周后，制  剂1和制剂3出现大量

白点，而制剂2和制剂4在4周后分别仅有1支出现少量白点。以上实验数据表明，使用结构保

护剂代替氯化钠能显著提高阿达木单抗制剂在高温条件下的稳定性，而且，含有蔗糖作为

结构保护剂的制剂(制剂4)的稳定性显著高于含有甘露醇作为结构保护剂的制剂(制剂2)。

[0050] 光照试验

[0051] 将根据表1制备得到的制剂1-4各3组样品于25℃、600W/m2下光照4小时后，进行外

观和SEC-HPLC检测。结果见表4。

[0052] 表4处方检测结果(25℃、600W/m2，4小时)

[0053]

[0054] 所有制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白点，但制剂4的三个样品中仅有1个出现疑似白点，

明显优于其他制剂，制剂2有2个样品出现疑似白点，制剂1和制剂3最差，三个样品中都出现

了白点。SEC-HPLC纯度的趋势也较一致，上市 制剂(制剂1)最差，纯度只有约

75.88％，制剂3用等渗的蔗糖代替甘露醇后，其纯度上升至约78.23％；不含氯化钠的制剂2

的SEC-HPLC纯度为81.86％，而不含氯化钠的制剂4使用等渗的蔗糖代替甘露醇后，其稳定

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SEC-HPLC纯度达到86.12％。以上实验数据表明，无论阿达木单抗

制剂中是否含有氯化钠，使用蔗糖代替甘露醇都能增加阿达木单抗制剂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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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冻融试验

[0056] 将根据表1制备得到的制剂1-4各3组样品于-20℃冻存5小时、4℃融化10小时，反

复冻融8次破坏后，进行外观和SEC-HPLC检测，结果见表5。

[0057] 表5处方检测结果(-20℃冻存5小时、4℃融化10小时，反复冻融8次)

[0058]

[0059] 结果显示，经过8次冻融破坏后，制剂4的外观和SEC-HPLC纯度均优于制剂1和3，而

制剂2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产生了可见悬浮物，乳光现象比较严重，SEC-HPLC纯度下降

也非常明显。这说明制剂2使用甘露醇代替氯化钠后不但不能保护阿达木单抗免受冻融破

坏，反而会促进其降解。制剂4选用蔗糖作为结构保护剂，其冻融试验结果明显优于甘露醇。

[0060] 实施例2稳定性研究(二)

[0061] 我们设计了几个制剂处方5-9，同时结合实施例1中制剂2和制剂4的实验结果，比

较了在不同阿达木单抗浓度下，甘露醇，蔗糖和海藻糖对制剂冻融稳定性的影响，其中这些

制剂都不含氯化钠，制剂中其它组分为：0.35mg/ml枸橼酸钠，1.3mg/ml枸橼酸，0.86mg/ml

磷酸二氢钠，1.53mg/ml磷酸氢二钠，1mg/ml聚山梨醇酯80，溶液pH值为5.2。将这些制剂处

方于-20℃冻存5小时、4℃融化10小时，反复冻融8次后进行SEC-HPLC检测。结果见表6。

[0062] 表6不同阿达木单抗浓度下甘露醇，蔗糖和海藻糖对制剂冻融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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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0064] 根据表6的结果可知，无论是高浓度(50mg/ml)的阿达木单抗制剂还是低浓度

(10mg/ml)的阿达木单抗制剂，选用蔗糖或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在冻融试验的稳定性方

面均明显优于甘露醇。其中，含甘露醇作为结构保护剂的高浓度(50mg/ml)阿达木单抗制剂

2在冻融破坏后SEC-HPLC纯度甚至低于不含任何结构保护剂的制剂9。

[0065] 实施例3：蔗糖和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的低浓度(1mg/ml)和高浓度(100mg/ml)

阿达木单抗制剂的制备

[0066] 我们设计并配制了制剂处方10-13，分别含有低浓度(1mg/ml)和高浓度(100mg/

ml)阿达木单抗的制剂(表7)，用于验证蔗糖和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能够配制低浓度和高

浓度的阿达木单抗制剂。这些制剂都不含氯化钠，其它组分为：0.35mg/ml枸橼酸钠，1.3mg/

ml枸橼酸，0.86mg/ml磷酸二氢钠，1.53mg/ml磷酸氢二钠，1mg/ml聚山梨醇酯80，溶液pH值

为5.2。

[0067] 表7蔗糖和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的含有高浓度和低浓度阿达木单抗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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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实施例4：蔗糖和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的不同pH值的阿达木单抗制剂的制备

[0070] 我们设计并配制了制剂处方14-27，分别含有不同pH值的阿达木单抗制剂(pH4.5-

8.0，表8)。其中这些制剂都不含氯化钠，其它组分为：50mg/ml阿达木单抗，0.35mg/ml枸橼

酸钠，1.3mg/ml枸橼酸，0.86mg/ml磷酸二氢钠，1.53mg/ml磷酸氢二钠，1mg/ml聚山梨醇酯

80。

[0071] 表8蔗糖和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的不同pH的阿达木单抗浓度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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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实施例5：不同蔗糖和海藻糖浓度的阿达木单抗制剂的制备

[0074] 我们设计并配制了不同浓度的蔗糖或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的阿达木单抗制剂

28-33(表9)。其中这些制剂都不含氯化钠，制剂中其它组分为：50mg/ml阿达木单抗，

0.35mg/ml枸橼酸钠，1.3mg/ml枸橼酸，0.86mg/ml磷酸二氢钠，1.53mg/ml磷酸氢二钠，1mg/

ml聚山梨醇酯80。

[0075] 表9不同浓度蔗糖或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的阿达木单抗浓度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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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0077] 实施例5：蔗糖或海藻糖作为结构保护剂不同聚山梨醇酯80含量的阿达木单抗制

剂的制备

[0078] 我们设计并配制了制剂处方34-43，分别含有不同浓度的聚山梨醇酯80的阿达木

单抗制剂(表10)。其中这些制剂都不含氯化钠，制剂中其它组分为：50mg/ml阿达木单抗，

0.35mg/ml枸橼酸钠，1.3mg/ml枸橼酸，0.86mg/ml磷酸二氢钠，1.53mg/ml磷酸氢二钠，

pH5.2。

[0079] 表10不同浓度的聚山梨醇酯80的含蔗糖或海藻糖的阿达木单抗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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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说　明　书 12/12 页

15

CN 104707146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ES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