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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Innography 总览 

版本更新说明： 

Innography 2019 年度冬季版本全新上线，此次更新包括： 

 关键词预检索和检索历史组合运算 

 新增位置运算符 ADJ 

 自定义词语替代常用检索式 

 新增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原文 

 

1.登录 

地址：http://app.innography.com/  

使用帐号密码登录 

 

2.功能 

提供下面五大功能模块。 

专利检索  公司检索  诉讼检索  商标检索  非专利文献检索 

http://app.innograph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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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模块 

1) 专利检索：支持多字段的专利文献检索、专利号检索、申请号检索和语义检索； 

2) 公司名称检索：公司发现功能，通过不同的检索字段设置关键词和对应的参数，找到相

应的公司；输入公司名称，直接进入公司概览；支持最多 10 家公司的专利竞争力对比； 

3) 诉讼检索：支持多字段对诉讼信息进行检索； 

4) 商标检索：支持多字段对商标信息进行检索； 

5) 非专利文献检索：支持多字段对非专利文献进行检索。 

3.其他 

Innography 还提供了项目管理(Project)、帮助文档、检索历史记录、预警、以及最近活动

(项目或者检索)等导航。 

 

自定义专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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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 Innography 中自定义专利强度的影响因子，Innography 提供了

超过 20 个影响因子供用户选择。 

 

第二部分 专利检索和分析 

Innography 提供专利的关键字、专利公开号、专利申请号、语义检索以及化学结构式检索

功能： 

 

1.关键字检索 

检索支持以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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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式语法： 

 

位置运算符 ADJ，可指定检索词之间的间隔距离以及限定检索词的前后顺序，例如

computer ADJ/4 system，指检索单词 computer 与 system 之间最多有 3 个单词，且

computer 在 前 ， system 在 后 ， 顺 序 不 可 互 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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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运算符可以检索在同一句句子中包含 SENTENCE 运算符前后关键词的专利。  

PARAGRAPH 运算符可以检索在同一段落中包含 PARAGRAPH 运算符前后关键词的专利。 

 

在检索框输入“@”会显示字段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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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会出现范围提示，可选择在诉讼、异议、参考文献中检索： 

 

关键词预检索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得知检索式的专利数量，即便是百万级别的数据量也能在短

时间内显示，通过专利数量用户可以快速掌握检索式是否出现明显的问题，从而进行检索式

的调整。 

专利关键词检索框下新增了“Show History”按键，勾选可显示历史检索式及检索式对应

的专利数量。勾选此按键后，输入检索式点击检索，默认不进入检索结果页面，如需查看检

索式的具体检索结果，需点击检索历史进行查看。如不需要此功能，取消勾选“Show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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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关闭。 

系统支持对检索历史进行组合运算，用户可使用 AND, OR, NOT 逻辑运算符对历史检索式

进行逻辑运算。 

 

支持用户自定义词语来替代常用检索式，并且此词语也可与其他检索式进行组合运算。 

在账号偏好设置的 Query Favorites，用户可自行选择关键词来替代某条检索式，适用于专

利、公司、诉讼及商标检索。 

 

 

高级检索界面如下，可以直接在表格中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提供了很大方便，并且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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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输入检索词后，上方会自动生成检索式： 

 

检索结果界面如下： 

在检索结果浏览上，还有快速预览视图、全附图视图以及图文摘要视图等，用户可根据需要

选择最适合分析需求的浏览视图。 

快速预览视图：相比于原来白底黑字的预览模式，现在点击专利号右侧的“眼睛”图标，预

览界面将会出现在专利号列表的右侧，而不会覆盖检索结果列表；其次，点击专利号列表右

下方的“Top”，可以直接回到列表顶端，预览界面右下方“Jump to”支持输入数字后跳

转到指定编号的专利进行预览，并且预览界面也支持检索词高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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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附图视图：对于半导体、机械等领域的有大量看附图需求的审查员、技术人员而言，将是

个福音。 

 

图文摘要视图：可以快速查看附图、摘要以及一些著录目录项目的检索结果浏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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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以下筛选： 

同族去重标准筛选，审查国家/组织的筛选，不但可以限定专利国家/组织，还可以实现专利

申请/授权的分离。 

同族去重标准筛选： 

可按照 EPO 简单同族去重、INPADOC 扩展同族去重，去重保留的专利是按照 setting 中

自定义设置的原则进行保留的。或者只保留同一申请号中最新公开文本的原则进行去重。 

 

审查国家/组织的筛选： 

 

筛选选项，可对专利的法律状态进行筛选，需注意该法律状态主要是对美国专利的法律状态

进行了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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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筛选，可以查看全部专利权人并选择 1 个或多个专利权人的专利： 

 

 

检索结果的列表显示字段用户可以通过齿轮键选择各自感兴趣的字段进行显示，其中包括了

标题、相关性、申请号、公开号、法律状态、专利权人、CPC、IPC、US 分类、优先权年、

公开年、申请年、失效年份、发明人、发明人地区、审查国家/组织、专利强度、最新法律

状态原因、诉讼数量等众多可自由选择显示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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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列表结果显示界面可以通过字段旁边的上下箭头对显示结果进行排序。 

 

除了对检索进行简单的列表显示之外，还可以对专利权人、CPC、IPC、USP 分类、优先权

年、公开年、申请年、失效年份、发明人、发明人地区、审查国家/组织、标签、专利强度

等统计指标进行可视化显示。 

可视化显示可以选择 Custom 4D 图、树图(Tree)、热力图(Heat)、气泡图(Bubble)、饼

图(Pie)、线性图(Line)、柱状图(Bar)、世界地图(World)、列表(Grouped)、雷达图(Radar)、

圆形装填视图（Circle Packing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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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查信息图表中的按申请成功率分组（Success Rate）的柱状图，可以选择专利权人，

发明人，CPC 分类三种维度，查看不同维度下的申请成功率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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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形装填视图中，点击其中的圆形可以显示该圆形的下一级分类号，而“Shift+单击”可

以显示该圆形对应的专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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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视图用于分析专利分类号的发展趋势，可以读懂按 CPC、IPC 或 USP 分类号归类的专

利量变化，并且可以根据分析角度自定义图表统计的日期类型和选择 top5, 10 或 20 的专

利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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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 4D 热力图（heatmap） 

 

横坐标 X 轴和纵坐标 Y 轴，有些可以选择相同的坐标，这在有些分析中是别有用处的。 

例如，X 轴和 Y 轴均选择发明人标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不同发明人互相合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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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气泡图（Bubble（Market）） 

 

IPC 分类热力图（Tree） 

 

专利申请国别世界地图（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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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利申请国别的分析可统计出 EPO 专利生效国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经各个国家官方

信息核实过的生效信息。以便我们真实了解到 EPO 专利究竟在哪些国家是有效保护的，并

方便的在世界地图上予以显示。 

勾选 designated states，可在地图上显示 EPO 专利指定国。 

 

勾选 nationalized only，可以统计 EPO 专利的生效国，并在地图上显示。 

 

检索结果分析(Analyze)：选择检索结果，点击 Analyze，Innography 支持最大 100,000

篇的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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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析界面：可以对选择的 1 篇或者多篇专利进行文本聚类、专利图景、分类号扩展、

前后 1 级引证分析、简单同族扩增、扩展同族扩增，并且可以对结果进行二次检索。 

如使用二次检索结果中的诉讼或者异议专利，在检索框内输入“+”就会显示相应提示，可

以直接使用如“+litigation”或者“+opposition”等筛选检索结果中的诉讼或异议专利： 

 

点击专利号可以查看单篇专利详细信息，关于单篇专利详细信息的描述见下一节内容(专利

号检索)。检索结果可以导出(Export)为 CSV 格式，除了常规著录项信息外，还可以导出摘

要、全部权利要求、预计过期日期、前后引用量、专利强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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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聚类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提炼技术点，分析上限为 100,000 篇。并且可在 setting

中 将 不 相 关 的 词 语 设 置 为 停 词 ， 从 而 对 文 本 聚 类 的 结 果 进 行 调 整 。 比 如 我 们 认 为

two-dimension codes 为噪音词，想将这个词从聚类中去除。 

 

可在个人设置中将该词设置为停词，重新对文本进行聚类后，发现这个词消失了，同样的可

以设置优先显示的词，或将同义词进行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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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聚类中除设置停词之外，还可通过用鼠标单击想隐藏的文本聚类的条目，同时按住 Alt

键，即可对该条目进行隐藏。如果想恢复隐藏的条目，只需要在页面上显示的隐藏条目列表

后面点击恢复，就立即在聚类图上恢复显示。 

 

地形图运用了文本聚类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分析大量专利数据，获取专利集的主要技

术主题。 

 

在地形图中，专利文献被划分为不同的小组，由不同的颜色表示，属于同一小组的专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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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最多三个共同的技术点。每篇专利文献有一个主要技术点，主要技术点一致的专利文献

分布在地形图上的同一区域，区域上标有主要技术点，区域中山峰的海拔高度代表特定技术

点专利文献的密度大小，密度越大，海拔越高。 

 

专利图景（PatentScape）结合 Innography 的文本聚类功能，可以快速挖掘分析目标的技

术重点，同时还可以结合专利权人、专利分类、申请地区、授权/申请对比等衍生多种形象

的图形化显示。 

 

通过“专利图景语义”功能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原本已经非常强大的专利图

景分析功能上进行更多的概念分析。现在通过语义检索，可将专利文本和主题进行准确定位，

反馈给用户们更加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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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号检索 

 

专利号格式如上所示，“US6611583” 或者 “US6611583 B1“，多个专利号中间用竖线

“ | ”或者分号“ ; ”间隔,最多支持 100 个专利号码检索。如果多个专利号检索，会显示

结果列表界面。如果只有一个号码符合，会直接跳转到专利详细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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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专利页面提供以下内容：专利号、标题、摘要、权利要求、说明书首页图、CPC/IPC/USP

分类、①项目信息、②参考文献、③著录信息、④权利要求、⑤引证图、⑥专利说明书、⑦

专利家族、⑧法律状态、⑨审查信息。提供链接至全文下载。 

单篇专利可以进行单篇⑩专利分析以及生成单篇⑪专利报告 

扩展检索至：简单同族专利、诉讼信息、相关商标。 

 

①项目信息是指该专利如果被用户加入一个或多个 project，会显示相关项目名称和标签，

并提供链接至项目。 

②参考文献是指本专利涉及的科技文献、国际诉讼、标准、药物文献，点击查看相关内容。 

③著录信息包括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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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状态 

失效原因 

 

 

期末放弃 

链接 

PDF 下载 

申请号 

优先权日期 

公开日 

当前专利权人 

原始专利权人 

所在地区 

发明人 

权利要求数量 

审查时间 

前后引用数量 

专利强度 

④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对比：可了解专利从申请到授权过程中权利要求的变化，对于了解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确定专利的创新点，非常有帮助。 

权利要求层级显示：独立权利要求和从属权利要求一目了然，并且鼠标可快速定位某一权利

要求，方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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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引证图包括专利权人统计、引证时间和 CPC 分布和非专利引文信息。 

 

⑥专利说明书包括专利相关申请、发明技术领域、技术背景、发明内容、附图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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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专利家族指的是扩展同族，可以进行可视化显示，查看专利家族成员的申请时间、有效时

间以及失效时间。快速辨别同族专利家族中的优先权专利，审查中专利和有效专利。 

 

⑧法律状态包括专利授权、转让、维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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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审查信息 

可以查看专利的审查通过率以及审查时间等信息。 

 

⑩专利分析 

单篇专利提供分类分析、引证挖掘(前后 3 级引用专利)、引证分析、无效分析(前 3 级被引

专利)和侵权分析(后 3 级施引专利)。滑动相似度进行结果匹配，获得最为相似的专利。同

时可以进行二次检索以及专利权人、时间、专利强度等著录项的筛选。显示界面可视化选项

与其他功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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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专利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专利基本信息、竞争对手气泡图、专利摘要文本、权利要求分析、引证分析、

诉讼分析、专利权人分析、发明人分析等。可以下载并保存为 word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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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英语国家的专利，其标题、摘要、权利要求、说明书可双语显示，只需点击页面上方

的语言切换按钮，便可查看该件专利的原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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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义检索 

输入一个专利号码或者一组文本信息（例如专利摘要，一项特别的权利要求）进行相近专利

的检索，检索范围可以是全部专利、公司或者已保存的项目。Innography 就会自动对文本

进行估值，确定最有价值的单词和概念，然后自动检索出 1,000 篇最相关的专利。所有专

利选项中提供 7 个专利国别进行选择，每选择一个国别，系统会返回 1,000*N 个语义相关

度最高的专利集。 

 

或者输入一段文字： 

 

另外，我们可以输入其他国家的语言，点击检索框下方“Translate”选项即可帮助用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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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翻译成英文，进而实现语义检索功能。 

 

 

语义检索有检索权重调节栏，用户可以根据检索需求，自定义检索侧重点，包括标题、摘要

和权利要求，拖动调节栏即可完成检索权重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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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检索结果显示如下，可以对结果进行引证扩展、同族整理、二次检索、分析和导出，以

及可视化显示，当使用分类扩展时，refine 会出现相似度滑动条，可以进行相似度匹配： 

 

4.化学结构式检索 

化学物质的名称复杂多变，很难用若干关键词进行充分描述；很多新合成或者新发现的化学

物质必须以化学结构的方式进行描述；很多化学物质亦存在着同分异构现象……，导致常规

的文字信息检索方式不能满足化学专利文献检索对查全率的要求。此时，化学结构信息检索

作为文字信息检索的重要补充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可根据检索需求，在作图区域绘制出化学结构或上传已保存过的结构或直接输入某化学

物质的 CAS 号进行检索，并且检索类型分为三类：Exact、Substructure、Partial，即实现

精确检索、子结构检索或部分检索，还可设置检索范围以及检索化学物质的分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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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点击“小齿轮”，设置结构式显示方式，如：是否显示孤对电子，以及是以键线式还是以

球棍式等方式显示，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自定义设置。 

 

第三部分 公司检索 

1.公司发现 

公司发现功能（Discover），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知道目标公司的名称时，通过设置对应的参

数，以找到一组符合设定特征的公司。可供设置的参数包括：公司年度收入，公司市场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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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规模，专利数量和诉讼案件数量。从检索结果中可以通过点击公司名称继续挖掘该公司

的其他信息。 

 

 

通过公司发现功能找到一系列公司后，可按年度收入指标对目标公司进行分析并得到年度收

入柱状图，点击图中的柱子可得到相应的公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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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检索 

Innography 的公司检索是输入公司名称或者从系统匹配结果中选择，点击 Search 按钮进

入该公司信息界面： 

 

Innography 公司信息包括公司名称、子母公司关系、股票、市值、雇员人数等信息，这些

信息来自邓白氏商业数据或者证券交易委员会，另外还提供专利、诉讼、商标统计，并可以

链接至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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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引证分析（citations）对公司所有前引和后引专利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可视化呈现，

还可支持统计数据和图表的导出，有助于快速了解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 

 

Innography 的公司分析是基于专利分析进行的，提供了相似技术扩展分析、专利转进/转

出分析、隐藏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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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以直接生成简单公司报告，内容包括公司基本信息、近 10 年专利、诉讼和商标趋势

分析、专利参数、近期申请专利、诉讼信息和商标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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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对比 

Innography 最多支持 10 家公司同时进行对比，对比内容包括专利权人气泡图、专利申请

地域分布、申请时间、专利强度和专利分类情况等。 

 

 

公司对比气泡图（Bubbl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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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比柱状图(Histogram)： 

 

公司对比线性图(Application Filing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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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比雷达图(Radar(Strength Factors))： 

 

公司对比旋风图(Tornado 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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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诉讼信息检索 

Innography 提供发生在美国的专利诉讼案例检索，支持以下检索字段： 

 

检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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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界面如下： 

 

例如检索专利 US7663607 的诉讼信息，结果显示案件编号、标题、法院、诉讼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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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诉讼编号查看详细信息，包括诉讼标题和本案涉案专利、诉讼时间、类型、州法院、原

被告等信息，同时支持诉讼过程文件的全文下载。在案件概况和法院归档记录都提供了美国

法院电子记录的外链接： 

 

任何诉讼案件都可以添加至项目，也可以点击 generate report 生成普通报告。报告内容包

括原被告诉讼统计热力图、涉案专利和法院归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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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检索结果显示，可以按照原告、被告、法院、IPC、US 分类、涉案专利、起诉时间等

筛选，并且可以选择案件终止时间或者是否已经终止。检索结果可以按照以上字段进行分组

聚类，结果可以按照热力图、饼状图、列表等形式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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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可以导出为 CSV 格式，字段内容包括：案件编号、标题、原告、被告、起诉时间、

案件终止时间、法官、法院、案件类型。 

 

第五部分 商标检索 

Innography 商标信息检索包括以下字段： 

 

检索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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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界面如下： 

 

商标详细信息显示如下，包括商标描述、图片、ITC 分类，以及对应的 IPC 分类，并且提供

相关商标和专利的进一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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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graphy 将商标与专利进行关联，可以通过商标来检索相应的专利。是通过 ITC 和 IPC

的对应来实现，并且加上商标描述作为关键词同时检索。 

 

第六部分 非专利文献（NPL） 

Innography 收录了超过 2200 万件的非专利文献信息，支持关键字检索和语义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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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信息显示如下： 

 

Innography 中收录的非专利文献内容包括公开时间、作者、标题、摘要、引用信息等，提

供原文的下载连接，同时还可以查找相似的专利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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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项目管理(Project) 

Innography 提供了项目功能，用户可以保存特定的专利，公司信息，诉讼案件和商标信息；

有关公司信息，专利，诉讼信息和商标的检索式；并可以上传自己的文档，和其他

Innography 用户分享信息。项目页面提供了所有的项目列表信息，按照创建时间顺序排列。

点击 Items 栏旁边有个齿轮键，可以对所选项目进行多种操作，包括项目文件管理、专利

上传、项目分享、重命名、增加标签等。点击 Create Project 可以创建新项目，点击 Advanced 

Search 可以实现不同项目之间不同 label 的交叉检索分析。 

 

下图是Items栏旁边齿轮键可进行的操作。 

 

Items 旁齿轮键中包括的项目操作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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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Patents(专利分析）：分析项目中所保存的专利。 

Manage Labels (标签管理):可以增加或删除所选项目中的标签数，并可以从项目中移除不

需要的专利。 

Create（创建子项目）：通过创建功能，可以在一个 Project 下面设置多个子 Project，帮助

用户对专利进行分类。 

Rename(重命名)：对现有的项目名称重新命名。 

Import Patents(导入专利)：添加新的专利到现有的项目中，详细信息请参考导入内容专题。 

Clone（复制）：对现有的项目进行复制 

Share（分享）：可以将现有的项目分享给其他 Innography 用户。 

Transfer(转移)：可以将现有的项目转移至其他人，自己账号中将不存在该项目。 

PatentIQ(智能仪表盘)：可以对当前选中的项目进行智能仪表盘分析。 

Upload(上传文件)：可以选择已经存储在电脑上的文档上传至当前的项目中。 

Move to trash(移至垃圾桶)；就是删除当前选中的项目。 

Archive(存档)：对当前选中的项目进行存档处理。 

Clone to Users（复制给其他用户）：对当前选中的项目进行复制并发送给其他用户 

① 以下是选中的某项目中的Manage Labels (标签管理)界面。 

 

② 导入专利(Import Patents)，在Project中导入专利有2种方式，一是直接导入带有申请

号或者是公开号的文件，二是直接粘贴专利号进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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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添加内容到项目 

1) 添加条目 

有三种方法可以把条目添加进项目： 

#1  点击图标上方的Save标签，保存现在选定的专利、诉讼信息或者商标信息。 

#2  光标悬停在条目标题上，通过Add to Project标签添加。 

#3  点击Save Search保存检索结果(或者本次检索生成的可视化视图)。 

 

操作标签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同，例如是否添加特定的文献或者检索结果、添加进多少

个内容，添加进去一个现存的项目或者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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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入专利号码 

Innography支持导入专利列表进行Innography分析。支持XLS、XLSX或者CSV格式导入，

最多一次上传10,000篇专利。可以自动诊断出上传专利公开号存在的问题。同时导入用户

标签和标签级别。支持多个标签，可以对同一个专利添加多个标签(例如licensed、 litigated、 

priority等)，每个标签必须新起一行。 

专利导入模板如下： 

 

说明： 

Identifier是导入专利可供系统识别的的特殊形式和名字。可以是专利号、公司名、诉讼案

件编号等等。接受值：专利号(所有的非字母数字字符都被排除——必须是格式

CCNNNNNNN*，CC是国家代码，NNNNNNN*是任何数字或者字母)国家代码和号码之

间的任何间隔都会导致识别错误。 

User label用户标签，导入用户提供的标签和注释。默认导入空字符。 

右斜线(/)被认为是分级符号。例如：home/joe/testing是自动创立一个三级分类。另外一

个含有/home/joe的字符的条目将会自动归入joe文件夹。 

3) 向项目上传文件 

Innography 项目支持把表格、说明或者其他的帮助文档上传倒相关项目。在项目概览页面

中可以找到文件上传的操作标签。 

注意：上传单个文件最大为 10M，没有对文件总量规模的限制。 但是如果上传过多的大文

件，可能会造成 Innography 运行速度变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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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标签 

通过标签，可以实现对项目的高效管理。 

如下图所示，当保存信息到项目之后，可以通过添加标签来管理。Innography根据项目历

史，提供了自动完成项目标签功能。标签不得超过255个字符。 

 

提示1：如果和别人分享同一个文件夹，可以对自己添加的标签做特别标注。例如：如果Stacy

和Andrew在一个项目上合作工作，他们可以共同的项目平台上展开检索，添加自己的名字

Stacy或者Andrew作为标签标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标签来筛选自己或别人的内容，但是

他们的内容还是存在于一个平台之上。 

提示2：Innography标签不支持中文输入，如果输入中文会以“？”显示。 

第八部分 专利仪表盘(PatentIQ) 

Innography 提供了专利仪表盘 PatentIQ 功能，可进行专利可视化分析。 

1.创建仪表盘 

可从 PatentIQ 选项卡（通过导航栏访问）创建和管理仪表板（还可以从搜索结果或项目

创建）。点击新建仪表板按钮启动创建对话框，您可以再次命名新的仪表板并可选择模板。

在该对话框中，您将有四种不同创建仪表板的选项：新建公司数据集、新建检索数据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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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数据集与现有数据集。 

 

 

2.结果显示 

专利仪表盘提供了九个统计模块进行结果显示，包括：Summary、Activity、Source 

Jurisdiction、Market、Trademarks、Patent Strength、Classification、Litigation 以及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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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仪表盘上特定的统计模块之外，Innography 中一些其他的分析图表，都支持发送到

PatentIQ，用于自动生成专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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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布、共享 

在仪表板内只需点击仪表板上的发布 按钮，接着在生成的发布 对话框点击

发布即可。 

发布对话框显示时，只需在添加用户：字段输入邮箱地址。另外，还可以点击添加个人信息

链接以添加信息到邮件通知。 

若要共享发布的仪表板，只需点击仪表板顶部的共享 按钮。在生成的共享对话框

中，输入邮箱地址并按<输入>将其添加到列表中。另外，还可以点击添加个人信息链接并

添加信息到邮件通知中。 

第九部分 检索历史（History） 

1.检索历史查看 

检索历史可以通过点击关键词检索框下的“Show History”查看，也可通过 History 进行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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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历史导入、导出 

之前我们使用过的检索历史可以通过 setting 设置保存 14 天，再早的检索记录是无法找到

的，还可将检索历史导入，进行再次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