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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

能耗的方法及系统，涉及定位通信技术领域。用

以解决现有的终端定位以及与服务平台通行时，

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题。该方法包括：蓝牙终端

为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

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通信；蓝牙终端

收到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一

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当匹配成功时，

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

置；蓝牙终端发送ID信息，以使所述蓝牙基站将

接收到的所述ID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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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蓝牙终端为安装在可佩戴式

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通信；所述方法包括：

收到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当匹

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

发送ID信息，以使所述蓝牙基站将接收到的所述ID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信息包括所述蓝牙基站的ID号，或

者所述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

所述将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当前所处位置，包

括：

将所述蓝牙基站的ID号与存储的蓝牙基站表进行匹配，当所述ID号与所述信息表内的

某个ID号相匹配，则确认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在所述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或者

根据所述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在所述蓝牙基站的广播

范围内。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基站按照设定的时间发送所述第一

信息；所述蓝牙终端根据设定的时间发送所述ID信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基站将所述ID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

时，还携带有所述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

5.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蓝牙终端为安装在可佩戴式

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的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通信；所述方法包括：

收到所述蓝牙终端发送的ID信息，确认所述蓝牙终端位于所述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

内，向所述服务平台发送所述ID信息；

发送第一信息，以使所述蓝牙终端将接收到的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

配，并在匹配成功时，确认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向所述服务平台发送与所述ID信息时，

还携带有所述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

所述服务平台收到所述DI信息和所述位置信息后，确认所述蓝牙终端位于所述蓝牙基

站的广播范围内。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蓝牙终端按照设定的时间发送所述ID信

息；所述蓝牙基站按照设定的时间发送所述第一信息。

8.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

的蓝牙终端，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通信的蓝牙基站和服务平台；

所述蓝牙终端用于在设定的时间发送ID信息；

所述蓝牙基站用于根据所述ID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位于所述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

内，并向所述服务平台发送所述ID信息；所述蓝牙基站还用于在设定的时间发送第一信息；

所述蓝牙终端用于接收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

表进行匹配，当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

所述服务平台用于根据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所述ID信息，确认所述蓝牙终端位于所述

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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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定位通信技术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  能耗

的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可穿戴式设备，如蓝牙手环、蓝牙手表等，作为  一种可以为

用户和电子设备提供全新交互方式，可以为每个用户提供专属、个  性化服务的电子产品潜

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为人们 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方便。

老人、小孩、宠物、物品等需要跟踪定位。  但如何在保障跟踪信息及时降低设备能耗，延长

设备使用时间一直是研究的方 向之一。

[0003] 现在低功耗防丢设备(手环、手表、衣服鞋帽等上面的设备)主要是通过  低功耗蓝

牙(ble协议、4.0蓝牙、5.0蓝牙等等，不限与具体蓝牙协议)做单 向定位。图1为现有技术中

携带设备与外置设备进行通信的方法，如图1所示， 图1中携带设备作为接收方，接收到外

置设备的广播信号，从而可以得知携带  设备所在的位置后，携带设备上传信息给服务平

台；图2为现有技术中携带设  备与外置设备进行通信的另一种方法，如图2所示，携带设备

作为信号发送方  法广播信号，外置设备接受到广播后得知携带设备在外置设备附近，然后

外置  设备上传信息给服务平台，但携带设备并不确定服务平台是否知晓自己的位  置，所

以要通过其它通信方式接收服务平台的确认信息。

[0004] 上述携带设备要通过其他通信方法与服务平台保持通信或者间断性通信， 以确

保携带设备确定当前位置的同时，服务平台也能确定携带设备的当前位置  信息。

[0005] 综上所述，现有的终端定位以及与服务平台通行时，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及系统，用以解  决现

有的终端定位以及与服务平台通行时，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题。

[000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蓝牙终端为安  装在

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通  信；所述方法包

括：

[0008] 收到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 匹配，

当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

[0009] 发送ID信息，以使所述蓝牙基站将接收到的所述ID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

[0010] 优选地，所述第一信息包括所述蓝牙基站的ID号，或者所述蓝牙基站的  位置信

息；

[0011] 所述将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根据匹配结果，确定当前  所处位

置，包括：

[0012] 将所述蓝牙基站的ID号与存储的蓝牙基站表进行匹配，当所述ID号与所  述信息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09525938 A

3



表内的某个ID号相匹配，则确认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在所述蓝牙基站 的广播范围内；或者

[0013] 根据所述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在所述蓝牙  基站的

广播范围内。

[0014] 优选地，所述蓝牙基站按照设定的时间发送所述第一信息；所述蓝牙终端  根据设

定的时间发送所述ID信息。

[0015] 优选地，所述蓝牙基站将所述ID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时，还携带有所述  蓝牙基站

的位置信息。

[001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蓝牙终端为安  装在

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的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  通信；所述方法

包括：

[0017] 收到所述蓝牙终端发送的ID信息，确认所述蓝牙终端位于所述蓝牙基站  的广播

范围内，向所述服务平台发送所述ID信息；

[0018] 发送第一信息，以使所述蓝牙终端将接收到的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  表进

行匹配，并在匹配成功时，确认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

[0019] 优选地，所述向所述服务平台发送与所述ID信息时，还携带有所述蓝牙  基站的位

置信息。

[0020] 所述服务平台收到所述DI信息和所述位置信息后，确认所述蓝牙终端位  于所述

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

[0021] 优选地，所述蓝牙终端按照设定的时间发送所述ID信息；所述蓝牙基站  按照设定

的时间发送所述第一信息。

[002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还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系统，其特征在  于，包括

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终端，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牙终端进行  通信的蓝牙基站和

服务平台；

[0023] 所述蓝牙终端用于在设定的时间发送ID信息；

[0024] 所述蓝牙基站用于根据所述ID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位于所述蓝牙基  站的广

播范围内，并向所述服务平台发送所述ID信息；所述蓝牙基站还用于  在设定的时间发送第

一信息；

[0025] 所述蓝牙终端用于接收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一信息与  存储

的信息表进行匹配，当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 当前的位置；

[0026] 所述服务平台用于根据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所述ID信息，确认所述蓝牙  终端位

于所述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

[002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及系统，蓝牙终  端为

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牙终端  进行通信；所述

方法包括：收到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一信  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

配，当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蓝牙  终端当前的位置；发送ID信息，以使所

述蓝牙基站将接收到的所述ID信息发  送至服务平台。该方法中当蓝牙基站发送第一信息

之后，蓝牙终端根据第一信  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从而可以确定蓝牙终端当前的位

置信息，再者，  蓝牙终端发送ID信息给蓝牙基站，蓝牙基站将接收到的ID信息发送至服务

平 台。该方法中，蓝牙基站可以将蓝牙终端的位置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避免了  蓝牙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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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与服务平台进行定位通信，从而降低了蓝牙终端与服务平台之间  需要频繁进行定位

通信存在通信能耗较高的问题；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法有  效的降低了蓝牙终端的通信

能耗，解决了现有的终端定位以及与服务平台通行 时，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  例或

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 中的附图仅仅是

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

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为现有技术中携带设备与外置设备通过蓝牙进行通信的方法流程示意 图；

[0030] 图2为现有技术中携带设备与外置设备通过蓝牙进行通信的另一种方法流  程示

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通过蓝牙降低通信能耗的方法流程示意 图。

[0032]

[0033]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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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  性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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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在该方法 中，蓝牙

终端为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位置  与蓝牙终端进行通

信。

[0036] 其中，可穿戴式设备为便于用户佩戴的、可安装蓝牙的蓝牙设备。当然，  可穿戴式

设备还具备其他的功能，本发明实施例不再一一列举。

[0037] 示例性的，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可穿戴式设备可以为蓝牙手表、蓝牙手环和  蓝牙头

箍等具备蓝牙功能的电子设备中的任意一个。

[0038] 蓝牙基站是按照周期向辐射范围内发生信号和接收蓝牙设备信号的一种  设备，

示例性的，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蓝牙基站可以是iBeacon蓝牙4.0基站，  iBeacon蓝牙4.0基站

是基于低功耗蓝牙4 .0技术(BLE)的一种硬件，可以通  过特定接口与用户实现互动，

IBeacon只起到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iBeacon  是基于当前最新的蓝牙低功耗4.0技术的，

可以用它来打造一个信号基站，当  用户持有蓝牙手环进入该区域时，就会得到获得该基站

的推送信息。

[0039] 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的执行主体为蓝牙终端，在该方法中，蓝牙终端作  为执行

主体主要执行以下两项任务：

[0040] 第一项任务为：蓝牙终端接收蓝牙基站按照设定的周期向外发送第一信  息，蓝牙

终端接收到第一信息时，需要对第一信息进行解析，即蓝牙终端需要  确定第一信息包括的

内容是蓝牙基站的ID号还是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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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蓝牙终端内存储有一个信息表，在该信息表内存储  有多个

蓝牙基站的ID号信息，比如，存储的ID号信息为ABC，DEF，GHI  等，其中，ABC是第一个蓝牙基

站的ID号，DEF是第二个蓝牙基站的ID号，  GHI是第三个蓝牙基站的ID号。

[0042] 当蓝牙终端接收到的第一信息为蓝牙基站的ID号时，则将该ID号与存储  在信息

表内的蓝牙基站ID号进行匹配，若匹配不成功，则蓝牙终端忽略该蓝  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

息；若匹配成功，则蓝牙终端根据该蓝牙基站的ID号，  确认蓝牙终端的当前位置在该ID号

对应的蓝牙基站的附近。

[0043]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应用中，蓝牙基站的附近可以是以蓝牙基站为中心，  向外

辐射介于0m～300m之间的距离，因此，当蓝牙终端根据接的蓝牙基站发  送的第一信息之

后，若蓝牙终端确认当前位置在蓝牙基站的附近时，则可以进  一步地确定蓝牙终端与蓝牙

基站之间的距离介于0m～300m之间。

[0044] 当蓝牙终端接收到的第一信息为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时，则蓝牙终端直接  根据

该位置信息，确认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在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即蓝牙  终端与蓝牙基站

之间的距离介于0m～300m之间。

[0045] 第二项任务：蓝牙终端按照设定的的周期向外发送发生ID信息，当蓝牙  基站接收

到蓝牙终端发送的ID信息之后，一种情况是蓝牙基站之间将该ID信  息发送至服务平台；另

一种情况是蓝牙基站在发送ID信息的同时，还增加上  蓝牙基站自己的位置信息，将ID信息

和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服务平台。

[0046]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平台接收到蓝牙基站发送的ID信息或者ID信息  和位置

信息之后，可以根据上述信息，确认蓝牙终端位于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 内。

[0047] 在该方法中，蓝牙终端根据接收到的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可以确定  蓝牙终

端当前的位置信息，再者，蓝牙终端向蓝牙基站发送ID信息，蓝牙基  站将该ID信息发送至

服务平台。避免了现有技术中，蓝牙终端接收到蓝牙基  站发送的第一信息时，还需要向服

务平台告知已经接收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  信息的消息，以及服务平台接收到ID信息之

后还需要通过广播告知蓝牙终端 已经接收到蓝牙终端的ID信息的问题，从而解决了蓝牙

终端需要经常与服务  平台之间需要保持通信，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题。

[0048]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在该方法 中，蓝

牙终端为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位置  与蓝牙终端进行

通信。

[0049] 需要说明的是，该方法的执行主体为蓝牙基站，在该方法中，蓝牙基站作  为执行

主体主要执行以下两项任务：

[0050] 第一项任务为：蓝牙基站接收到蓝牙终端按照设定的周期向外发送蓝牙终  端的

ID信息，蓝牙基站接收到蓝牙终端发送的ID信息时，根据蓝牙终端的ID  信息，确定蓝牙终

端位于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

[0051] 进一步地，蓝牙接收到蓝牙终端发送的ID信息之后，蓝牙基站确认蓝牙  终端位于

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之后，一种情况是蓝牙基站之间将该ID信息 发送至服务平台；另一

种情况是蓝牙基站在发送ID信息的同时，还增加上蓝  牙基站自己的位置信息，将ID信息和

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发送给服务平台。

[0052]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服务平台接收到蓝牙基站发送的ID信息或者ID信息  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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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之后，可以根据上述信息，确认蓝牙终端位于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 内。

[0053] 在实际应用中，蓝牙终端的ID信息可以包括(BluetoothDevice  Address，  BDA)，

BDA一个48位的地址，所有的蓝牙设备皆有一个唯一的48位的BDA。  具体的，BDA可以划分成

三段：24位低地址段(Lower  Address  Part，LAP)、  8位高地址段(Upper  Address  Part，

UAP)和16位未定义地址段(Non-significant  Address  Part，NAP)。其中，蓝牙设备的寻址

空间由8位UAP24位LAP合在  一起形成，而16位NAP和8位UAP合在一起形成的24位地址，则可

用作蓝  牙设备生产厂商的唯一标识码，由蓝牙权威部门分配给不同的蓝牙设备生产厂 

商。

[0054] 第二项任务为：蓝牙基站按照设定的周期向外发送第一信息，当蓝牙终端  接收到

第一信息时，需要对第一信息进行解析，即蓝牙终端需要确定第一信息  包括的内容是蓝牙

基站的ID号还是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

[0055]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在蓝牙终端内存储有一个信息表，在该信息表内存储  有多个

蓝牙基站的ID号信息，比如，存储的ID号信息为ABC，DEF，GHI  等，其中，ABC是第一个蓝牙基

站的ID号，DEF是第二个蓝牙基站的ID号，  GHI是第三个蓝牙基站的ID号。

[0056] 当蓝牙终端接收到的第一信息为蓝牙基站的ID号时，则将该ID号与存储  在信息

表内的蓝牙基站ID号进行匹配，若匹配不成功，则蓝牙终端忽略该蓝  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

息；若匹配成功，则蓝牙终端根据该蓝牙基站的ID号，  确认蓝牙终端的当前位置在该ID号

对应的蓝牙基站的附近。

[0057]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应用中，蓝牙基站的附近可以是以蓝牙基站为中心，  向外

辐射介于0m～300m之间的距离，因此，当蓝牙终端根据接的蓝牙基站发  送的第一信息之

后，若蓝牙终端确认当前位置在蓝牙基站的附近时，则可以进  一步地确定蓝牙终端与蓝牙

基站之间的距离介于0m～300m之间。

[0058] 当蓝牙终端接收到的第一信息为蓝牙基站的位置信息时，则蓝牙终端直接  根据

该位置信息，确认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在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即蓝牙  终端与蓝牙基站

之间的距离介于0m～300m之间。

[0059] 在该方法中，蓝牙基站可以直接与服务平台之间进行通信，当蓝牙基站接 收到蓝

牙终端发送的蓝牙终端的ID信息之后，会将蓝牙终端的ID信息或者ID  信息和蓝牙基站的

位置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再者，蓝牙基站会定期发送第一  信息，当蓝牙终端接收到第一

信息之后，根据第一信息确认蓝牙终端是否在蓝  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避免了现有技术中

蓝牙基站将蓝牙终端的ID信息告知  服务平台之后，服务平台还需要通过广播告知蓝牙终

端已经接收到蓝牙终端的  ID信息，以及蓝牙终端接收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时，还需

要向服务平台  告知已经接收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的消息的问题。解决了蓝牙终端

需要 一直与服务平台之间需要保持通信，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题。

[0060]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  的系

统，由于该系统解决技术问题的原理与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  方法相似，因此

该系统的实施可以参见方法的实施，重复之处不再赘述。

[0061]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系统结构示  意图。

如图3所述，该系统主要包括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终端301，  设置在固定位置与蓝

牙终端301进行通信的蓝牙基站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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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具体地，所述蓝牙终端301用于在设定的时间发送ID信息；

[0063] 所述蓝牙基站302用于根据所述ID信息，确定所述蓝牙终端301位于所  述蓝牙基

站302的广播范围内，并向所述服务平台303发送所述ID信息；所  述蓝牙基站302还用于在

设定的时间发送第一信息；

[0064] 所述蓝牙终端301用于接收所述蓝牙基站302发送的第一信息，将所述第  一信息

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当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定所述  蓝牙终端301当前

的位置；

[0065] 所述服务平台303用于根据所述蓝牙基站302发送的所述ID信息，确认  所述蓝牙

终端301位于所述蓝牙基站302的广播范围内。

[0066]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系统中，蓝牙基站302向蓝牙终端301发送第一位置  信息，当

蓝牙终端301接收到第一信息之后，解析该第一信息，根据第一信息  包括的内容，确认蓝牙

终端301当前的位置是否在蓝牙基站的广播范围内；再  者，蓝牙终端301向蓝牙基站302发

送蓝牙终端301的ID信息，当蓝牙基站  302接收到ID信息之后，将蓝牙终端301发送到的ID

信息或者ID信息和蓝  牙基站302自身的位置发送至服务平台303。

[0067]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蓝牙降低定位通信能耗的方法及系  统，蓝

牙终端为安装在可佩戴式设备上的蓝牙设备，蓝牙基站设置在固定位置  与蓝牙终端进行

通信；所述方法包括：收到所述蓝牙基站发送的第一信息，将  所述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

表进行匹配，当匹配成功时，根据所述第一信息确  定所述蓝牙终端当前的位置；发送ID信

息，以使所述蓝牙基站将接收到的所  述ID信息发送至服务平台。该方法中当蓝牙基站发送

第一信息之后，蓝牙终  端根据第一信息与存储的信息表进行匹配，从而可以确定蓝牙终端

当前的位置  信息，再者，蓝牙终端发送ID信息给蓝牙基站，蓝牙基站将接收到的ID信息 发

送至服务平台。该方法中，蓝牙基站可以将蓝牙终端的位置信息发送至服务  平台，避免了

蓝牙终端经常与服务平台进行定位通信，从而降低了蓝牙终端与  服务平台之间需要频繁

进行定位通信存在通信能耗较高的问题；本发明实施例  提供的方法有效的降低了蓝牙终

端的通信能耗，解决了现有的终端定位以及与 服务平台通行时，存在能耗比较高的问题。

[0068] 尽管已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  本创

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  求意欲解释为包

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发明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

[0069]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发  明的

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发明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及  其等同技术的范

围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09525938 A

8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09525938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