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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链氯化石蜡限用对我国氯化石蜡
产业的影响

吴 苹，赫 巍，张海军，陈吉平，余正坤*

(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辽宁 大连 116023)
摘要: 短链氯化石蜡(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SCCPs) 由于具有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相似的性质，受到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我国是氯化石蜡生产和使用大国，鉴于氯化石蜡的巨大累积产量，我国涉及 SCCPs 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问题
可能要比其他国家严重。我国对短链氯化石蜡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作为斯德哥尔摩公约成员国，如何在保护世界环境和人
类健康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维护我国氯化石蜡企业的利益将是中国谈判小组面临的重大挑战。介绍了我国短链氯化石蜡污染
现状，氯化石蜡生产技术现状，SCCPs 的限用对我国氯化石蜡产业的影响并提出解决策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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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estricted utilization of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on the chlorinated paraffin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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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Dalian 116023，China)

Abstract: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 SCCPs) have recently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due to their
properties similar to those of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 POPs ) ． China is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and user of
chlorinated paraffins ( CPs) in the world and are confronting with the seriou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oblems aroused
by SCCPs． The impact of SCCP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related synthetic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have begun to attract
interest from the academic laboratories and CPs industry in China because the agency of Strokholm Convention is taking
action to prohibit the utilization of SCCPs in many areas． At the current stage，an extensive evaluation of our CPs industry
and related academic activities should to be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make preparation for our government to negotiate with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Strokholm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SCCPs issue． It is contradictory to ma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CPs enterprises and pollution of SCCPs to the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SCCP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 for the production of CPs in China is summarized． Th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th for us to
solve the prohibitio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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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石蜡( chlorinated paraffins，CPs) 是由不同

碳链长度的正构烷烃( C10 ～ C30 ) 或其混合物与氯化

试剂( 如氯气等) 发生自由基反应制得，由于氯原子

的位置千变万化，导致氯化石蜡为成千上万种同系

物、同分异构体，对映和非对映异构体组成的极其复

杂的混合物。按链长可分为短链氯化石蜡( short －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SCCPs，C10 ～ C13 ) ，中链氯

化石蜡( medium－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MCCPs，
C14 ～ C17 ) 和长链氯化石蜡 ( long －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LCCPs，C18 ～ C30 ) ，按氯的质量分数分为

30% ～70%［1］。CPs 具有热稳定性、可变的黏性、阻
燃、低蒸汽压等性质，通常被用作润滑剂、增塑剂、阻
燃剂，也用于橡胶、油漆、密封剂的添加剂，皮革和纺

织品的处理剂等［2］。SCCPs 是氯化石蜡的一大类，

由于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ersistent organic pol-
lutants，POPs) 的性质，在过去十几年中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SCCPs 具有持久性［3］，不易生物

降解。在水生和陆生食物网中具有潜在的生物蓄积

和放大作用［4］。在远离工业区的偏远地区如北极

的大气、底泥、鱼类和哺乳动物中检测到 SCCPs，说

明 SCCPs 具有远距离环境迁移力［5］。对水生生物

的暴露实验表明，SCCPs 可能导致其慢性中毒［1，6］，

对鼠有致癌作用［6］。一系列关于 SCCPs 毒理效应

的报道表明他对人体健康危害的潜在可能性［7 － 8］。
SCCPs 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等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被释放到环境中去［9］，导致其分布在各种环境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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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如空气、粉尘、水体、废水、沉淀物、土壤、动植

物中均检测到 SCCPs 的存在［1，3，10 － 13］，甚至商品化

的食物和母乳中也发现了 SCCPs［14 － 15］。
2000 年，欧盟水框架指令禁止使用 SCCPs，并

将其列为水中的首要危险物质之一。2002 年，欧盟

已经限制金属加工油及皮革处理产品的短链氯化石

蜡成份。美国和加拿大环保署也采取了相应的措

施，限制生产和使用短链氯化石蜡。2007 年由欧盟

及其 成 员 国 提 议，在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 /
POPS /COP. 3 /12 文件中把 SCCPs 列入 POPs 候选清

单。2008 年 10 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斯德哥尔摩

公约 POPs 审 查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会 议 上，委 员 会 对

SCCPs 进行了公约附件 E 关于其终点的危害评估进

行了审核。虽然在 2011 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

SCCPs 仅以一票之差最终未被列入 POPs 受控名单，

但欧盟国家一直坚持将其列入名单，今后此产品还

将面临再次被增列的可能。
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生产氯化石蜡，

总产量一 直 在 增 加。2007 年，年 产 量 达 60 万 t，
2009 年，增加到 100 万 t［16］。目前已成为世界氯化

石蜡生产、使用和出口第一大国。我国没有专门生

产短链氯化石蜡的厂家，但是从我们实验室所测定

的结果看，许多氯化石蜡生产厂家生产的氯化石蜡

中含有大量的短链氯化石蜡。由于国家对氯化石蜡

中短链氯化石蜡的含量要求没有明确的规定，国内

需求氯化石蜡的厂家对氯化石蜡中短链氯化石蜡的

含量也没有要求，所以目前相关企业并不关注产品

中短链氯化石蜡的存在与含量，而且大部分企业对

SCCPs 可能给人类健康和环境污染带来潜在的危害

性认识不足。笔者简述了我国短链氯化石蜡污染现

状，氯化石蜡生产技术现状，SCCPs 的限用对我国氯

化石蜡产业的影响并提出解决策略与措施。

1 我国 SCCPs 污染现状

我国对 SCCPs 的 研 究 还 处 于 起 步 阶 段，2009
年，仝宣 昌 等［16］ 分 析 研 究 了 关 于 短 链 氯 化 石 蜡

( SCCPs) 的主要风险评估报告，建立了符合我国国

情的 SCCPs 风 险 评 估 思 路。王 亚 韦华 等［17 － 18］ 对

SCCPs 的物化性质、环境污染和毒理效应等研究进

展进行了详尽的综述。2010 年，马铃玲等［19］对国

际上短链氯化石蜡分析方法的研究进行了评述。
2012 年，赵丽芳等［20］综述了 SCCPs 的物理化学性

质、分析方法及其在全球土壤和沉积物样品中的浓

度分布情况，为我国开展氯化石蜡的研究工作提供

参考。袁博等［21］对我国台州电子垃圾拆解地土壤

中 SCCPs 的污染水平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

( 上接第 16 页)
合计产能约 2 100 万 t / a［18］。笔者认为，目前煤化工

只是对石油化工的有效补充，远没有到广泛替代的

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依然占

据主导地位。煤化工的发展受资源条件的限制和环

境容量的制约，并不是产能越多越好。在发展初期

就应该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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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拆解地的土壤中 SCCPs 和 MCCPs 的总质量分

数达 2 689 ng /g，说明该电子拆解地被氯化石蜡污

染较严重。曾力希等对我国通州地区废水灌溉的农

田［12］、我国东部地区 13 个省的污水处理厂中的污

泥及北方高碑店湖中的沉淀物的 SCCPs 的含量和

分布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13，22］，结果表明，废水灌

溉的土壤及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中 SCCPs 的质量分

数较高，农业土壤由于使用含较高质量分数 SCCPs
的废水灌溉而被污染，SCCPs 质量分数的范围为

159. 9 ～ 1 450 ng /g 干 重，且 随 土 壤 层 深 度 增 加，

SCCPs 质量分数呈指数下降趋势; 高碑店湖中随沉

淀物层深度增加，短链低氯代( C10 Cl5 － 6 ) 的 SCCPs
的质 量 分 数 增 加，长 链 高 氯 代 ( C11 － 12 Cl7 － 8 ) 的

SCCPs 质量分数减少。陈满英等［23］对我国南部珠

江三角洲地区沉积物中的 SCCPs 进行了研究，质量

分数为 320 ～ 6 600 ng /g 干重。高媛［24］、王成等［25］

对 SCCPs 在我国北方海域的污染现状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大辽河入海口表层沉积物中 SCCPs 以

C10 －SCCPs 和 C11 －SCCPs 为主，质量分数在 64. 9 ～
407. 0 ng /g 之间，且随着向海洋方向延伸，SCCPs 质

量分 数 呈 现 下 降 趋 势。渤 海 辽 东 湾 海 域 生 物 中

SCCPs 的质量分数水平位于目前世界报道水生动物

体 SCCPs 质量分数范围的中高端。Harada 等［26］比

较了 中 国、韩 国、日 本 等 国 的 几 个 城 市 的 饮 食 中

SCCPs 质 量 分 数 的 变 化 实 验 表 明，首 尔 饮 食 中

SCCPs 质量分数很小; 京都、冲绳、北海道几个城市

的饮食中 SCCPs 质量分数 2009 年与 20 世纪 90 年

代相比基本不变; 而北京饮食中 SCCPs 的质量分数

2009 年比 1993 年变化很大，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

重视。初步的研究表明，我国涉及 SCCPs 所引起的

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问题可能要比其他国家严重，

应该引起国家和氯化石蜡生产企业的高度重视。

2 氯化石蜡生产技术现状

氯化石蜡作为一种优良的化工产品，在我国有

较大的需求和生产量。由于氯化石蜡的技术门槛

低，投资成本少，目前其生产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

中小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大多沿用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生产工艺，氯化时间长，能耗大。这就形成了目

前国内氯化石蜡生产厂家多而杂，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的局面，生产的氯化石蜡产品几乎都混有 SCCPs。
国内氯化石蜡品种主要有氯蜡－42、氯蜡－52、氯蜡－
70，另有少量中间产品。

氯化石蜡的生产工艺主要采用热氯化法、光氯

化法、催化氯化法或几种方法相互结合。
2. 1 热氯化法

热氯化法是最传统的氯化方法，以石蜡为原料，

在 80 ～ 135℃ 进行氯化反应。该法工艺流程短，设

备简单，技术要求低，易于操作，但该工艺反应速度

慢、周期长、能耗大、效率低，反应热较难移走，产品

色泽较深，氯气转化率不高。随着技术进步，许多厂

家采用外循环式氯化反应器，该反应器大大增加了

换热面积，增强了换热效果，但产出氯化石蜡的色泽

仍不尽如人意。
2. 2 光催化氯化法

为了克服热氯化法的缺点，发展了光催化氯化

法新工艺，为企业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反应利

用光能将氯分子的化合键离解，获得自由基进行取

代反应。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生产周期短，能耗

低，反应温度低，产品色泽好。缺点是光源长期处在

较高温度的环境中，灯的寿命较短。若能提高光源

效率和使用寿命，无疑光氯化法也是一种较好的

方法。
2. 3 催化氯化法

催化氯化法利用有机过氧化物等催化剂作引发

剂将氯分子解离为自由基进行取代反应。该法反应

温度低( 60 ～ 90℃ ) ，反应速度快，产品色泽好，氯气

转化率高，能耗低，一般采用塔式反应器，传热、传质

效果好，是氯化反应发展的方向。
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将光催化法、催化法、热氯

化法 3 种生产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氯化

石蜡生产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实现

了无污染化生产，消除了安全隐患，保护了环境。
对于氯蜡－70 的生产，当石蜡氯化至一定氯质

量分数时，氯化液黏度增大，为降低黏度，促进传质，

又可采用 4 种方法: 溶剂法、水相悬浮法、无溶剂催

化光氯化法和新型溶剂氯化法。
2. 4 溶剂法

溶剂法是将氯化石蜡－42 溶于四氯化碳溶剂

中，在光源的作用下，用偶氮二异丁腈作催化剂，加

热氯化生产氯化石蜡－70。该法工艺成熟，产品质量

好，氯气利用率高，但因 CCl4 有毒，违反蒙特利尔公

约，我国已禁止使用。
2. 5 水相悬浮法

传统的水相悬浮法生产工艺是将定量的 48# ～
60#半精炼蜡经熔化后放入氯化釜，然后升温、通氯，

直至氯化石蜡中氯质量分数达到 40% ～ 44%，再计

量压入氯化釜，并加水搅拌乳化均匀，加热升温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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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气 5 ～ 8 h 后停止通氯。静置，脱除副产物盐酸，

然后冷却、粉碎、水洗、中和、干燥，即得到成品。该

工艺中存在如下问题: 由固蜡生产氯蜡－70 需经 2
步反应，工艺过程烦琐; 中间产品氯蜡－42 存放过程

中易变色，影响产品质量; 为防止氯蜡－42 变色，需

加入稳定剂，增加了成本。
一步水相悬浮催化法克服了上述方法的缺点，

先往反应釜内加定量的水和催化剂，并加热至一定

的温度，再将定量的 48# ～ 60# 半精炼蜡经熔化后加

入氯化釜，在搅拌器作用下形成蜡的乳化液。釜内

温度达到要求后通入氯气，通氯量达到要求后停止

通氯，后处理同传统的水相悬浮法。水相悬浮法的

优点是产品质量好，不采用有毒溶剂，流程较短。缺

点是对设备要求苛刻，需要耐腐蚀、耐压、耐高温。
2. 6 无溶剂催化光氯化法

无溶剂催化光氯化法合成氯化石蜡－70 工艺是

以固蜡、液蜡、氯气为主要原料，添加平均碳原子数

小于 12 的轻液蜡作稀释剂，在催化剂和光亮子协同

作用下，依椐氯化反应时间的不同，可合成出不同氯

质量分数的氯蜡产品。由于使用新型高效引发剂，

氯化反应速度加快，反应周期为 7. 5 ～ 8. 5 h，比四氯

化碳溶剂法缩短 5 倍左右，提高了效益; 生产工艺简

单，设备投资少，降低了能耗和原料消耗，具有明显

的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 氯 气 转 化 率 为 98% ～
99%，石蜡原料不需精制和预氯化，节省了设备投

资。但由于原料中需加入短链石蜡作稀释剂，导致

氯化石蜡产品中含有较多短链氯化石蜡，给环境和

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
2. 7 新型溶剂法

用高沸点的含卤芳香族化合物 MS 或 CFT 代替

四氯化碳作溶剂生产氯化石蜡－70［27 － 28］，该溶剂对

环境友好，是一种高效环保的绿色工艺，目前在我国

还未实现工业化。

3 影响及解决策略与措施

短链氯化石蜡在我国环境介质中相继被检出，

而且质量分数较高，这和我国氯化石蜡生产和使用

量相符。作为斯德哥尔摩公约成员国，我国应严把

产品质量关，控制氯化石蜡中短链氯化石蜡的质量

分数，减少 SCCPs 对环境的释放，在保护世界环境

和人类健康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维护氯化石蜡企业

的利益。解决建议如下:

3. 1 从源头上控制和开发短链石蜡的新用途

理论上讲，原料石蜡中短链石蜡的质量分数决

定了产品氯化石蜡中短链氯化石蜡的质量分数。石

蜡氯化过程中碳链断裂产生短链氯化石蜡的可能性

或产生量不会很大。如果原料中 C10 ～ C13的石蜡成

分很少，氯化之后产生的短链氯化石蜡质量分数就

小，至少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此从原料的

源头上控制短链石蜡的质量分数可有效地降低氯化

石蜡中短链氯化石蜡的质量分数。由于短链石蜡质

量分数较多的轻质蜡油价格相对重油便宜，控制短

链石蜡质量分数必然会增加企业成本，因此积极开

发短链石蜡的新用途，力争将短链石蜡原料另作他

用，这样既不会给企业成本带来太大压力，又从源头

上防止了 SCCPs 的产生。
3. 2 建立适合的分析方法

建立方便快捷、稳定可靠的短链氯化石蜡的定

量分析方法是研发高纯度中长链氯化石蜡生产技术

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建立相关 SCCPs 质量分数行业

标准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展 SCCPs 的环境监测和毒

理研究的重要依据。由于氯化石蜡同系物和同分异

构体数目繁多，成分极为复杂，目前还没有一种理想

的方法能将其完全分离并准确定量，从而极大地限

制了对 SCCPs 的相关研究和调查。目前，SCCPs 分

析主要使用气相色谱仪，如高分辨气相色谱和高分

辨质谱联用仪器，此方法用到的设备昂贵，一般实验

室不具有此条件，所以暂不适合用作常规分析的工

具。其他检测 SCCPs 的方法有气相色谱－电子捕获

检测器( gas chromatograph －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GC－ECD) 、气相色谱－低分辨电子捕获负化学离子

源质谱( gas chromatograph －electron capture negative
ion low resolution mass spectrometry，GC － ECNI －
LRMS) 及气相色谱－电子轰击串联质谱( gas chroma-
tograph －electron ionization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GC－EI －MS2 ) 、液相色谱－氯离子－大气压化学离子

化－质谱( liquid chromatograph chloride ion atmospher-
ic pressure chemical ionization mass spectrometry，LC－
Cl － －APCI －MS) 等。其中，最常用的是 GC －ECNI －
LRMS 法，该方法灵敏度高、选择性强，且分析成本

相对较低，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常规检测方法。目

前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建 立 了 利 用 GC －
ECNI －LRMS 分析 SCCPs 的方法，为了进一步验证

该方法的可靠性，利用自己研制的短链氯化石蜡单

体化合 物 ( 结 构 式 见 图 1 ) 和 不 同 氯 含 量 的 混 合

SCCPs 样品，对转化率和数据的可靠性进行质量控

制，研究了过渡金属钯催化的气相加氢脱氯技术研

究，建立了氯化石蜡在线催化加氢气相色谱 FID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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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并对 2 种分析方法进行结果比对，取得了较

好的结果。

图 1 短链氯化石蜡单体化合物

3. 3 研究改进氯化石蜡的生产工艺技术

绝对不含短链氯化石蜡不可能，但可以通过调

节生产工艺实现氯化石蜡中短链氯化石蜡的质量分

数符合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生产出高质量的中长

链氯化石蜡系列产品，进入高端市场，拓展国际市

场，为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谋求更长远发展。目前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通过改进氯化工艺，可

使短链氯化石蜡质量分数小于 0. 1%，小试已经成

功，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3. 4 建立氯化石蜡产品行业新标准

国家应研究制定旨在控制氯化石蜡环境健康风

险的行业标准或规范。该行业标准或规范应该综合

涵盖氯化石蜡的原料、工艺、产品及用途。从而限制

不符合标准的产品流入市场，保护合格产品和消费

者的利益。国内现行的氯化石蜡产品标准关注的不

是碳链的长短，而是氯的质量分数。国内有些企业

为控制成本，轻油和重油混合使用，虽然氯质量分数

达标，但却引入了短链氯化石蜡。如果把 SCCPs 质

量分数作为产品质量的重要指标，就可以有效地控

制短链氯化石蜡的质量分数。因此建立氯化石蜡产

品行业新标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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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的微 /纳纤维结构形貌与其固化温度有重要的

联系。Song 等［8］以平均粒径 5 μm 的 PTFE 和平均

粒径 10 μm 的聚醚醚酮( PEEK) 为原料，通过调节

固化温度来控制 PEEK /PTFE 复合涂层的表面微观

粗糙结构。由于高温固化可使溶剂挥发较快而形成

多孔微观结构。而其在 300℃条件下固化成膜涂层

表面与水静态接触角高达 161°。由 SEM 观察显示，

在 300℃条件下固化涂层表面是由带状无规分布纳

微结构所构成的。这种方法制备过程较为简单，易

于控制，对一次性生产大面积超疏水表面具有指导

意义。
1. 2 有机硅烷树脂及聚合物

有机硅树脂是高度交联的网状结构的聚有机硅

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 PDMS) 具有低表面能、稳

定性和疏水性能较好等特点，是制备超疏水表面的

优良材料。Jin 等［9］利用激光刻蚀技术在 PDMS 表

面制得超疏水表面，其表面是由微米级的方形柱状

结构以及方柱顶端的纳米级花状结构所构成的，这

种具有微纳复合结构的超疏水 PDMS 涂膜接触角可

高达 160°，滚动角小于 5°。研究表明，可通过改变

方柱的尺寸达到改变 PDMS 表面微纳复合结构的目

的，从而控制涂膜的接触角和滚动角大小。Given-
chy 等［10］利用硫酸或氢氟酸处理制得粗糙的 PDMS
物质表面，再将其与全氟分子膜结合，得到超疏水表

面，其接触角最大可达 160°，研究表明全氟分子膜

引入的氨基可提高涂层耐水性能。Cortese 等［11］采

用等离子技术加工 PDMS 表面，使其成为具有微 /纳
米多级结构的粗糙表面，其接触角可高达到 170°，

其研究表明可通过改变微 /纳米多级结构控制接触

角的大小。采用有机硅氧烷与激光刻蚀技术或等离

子技术相结合制备超疏水表面，其涂层表面的粗糙

度很容易控制，因此适合于对表面粗糙度有严格要

求的超疏水涂层，但由于制备设备昂贵，限制了其在

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1. 3 其他材料

除了氟硅材料外，聚碳酸酯、聚烯烃和熔融石蜡

等材料配合其他构建技术，也可以制备超疏水涂层。
如 Erbil 等［12］选择合适的温度和试剂制备得到了聚

丙烯流延薄膜，通过溶剂的快速蒸发获得微细粗糙

结构表面，这种超疏水薄膜接触角可达 160°，这种

方法主要利用了聚合物在溶液成膜过程中自聚集、
曲面张力和相分离的原理，此制备方法相比于其他

方法制备的超疏水涂层具有制备方法简单，涂层使

用寿命较长和机械性能较好的优点。

2 在粗糙的固体表面上修饰低表面能物质

2. 1 模板法

模板法制备超疏水性表面具有操作简单、纳米

线径比可控、重复性好等优点。Feng 等［13］采用模

板法以多孔氧化铝为模板，通过加入低表面能物质

聚丙烯腈( PAN) 制备得到超疏水表面，其与水的接

触角最大可高达 173. 8°。另外，他们采用模板挤压

法，以亲水性的聚乙烯醇( PVA) 为原料制备出超疏

水表面，其纤维表面与水的接触角大于 170°［14］。他

们研究认为，由于超疏水表面制备过程中 PVA 分子

的构象在表面发生了重排，亲水性基团向内形成分

子间氢键，同时疏水的—CH2 基团迁移到表面向外，

使得亲水性的材料表面能降低，再结合通过模板所

得的微观粗糙结构最终制得超疏水表面。这是首次

以亲水物质制备得到超疏水表面的文献报道，打破

了传统上只能利用疏水材料才能制得超疏水性表面

的观念，拓展了超疏水制备材料的应用范围。此外，

该课题组［15］采用软模板印刷法制备具有微米－亚微

米－纳米分级结构超疏水聚苯乙烯( PS) 膜，其水接

触角可达 161. 2°，研究指出，该法亦可应用于利用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丙烯和聚碳酸酯等热塑性聚

合物制备超疏水表面。模板法虽然能较好地控制材

料表面的粗糙结构，但由于受限于模板的面积，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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