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规格
122 W

运行时: 60 dB(A) 或更少 (当空载时), 

待机时: 40 dB (A) 或更少 (符合 ISO 7779 标准)

616 (宽)×591 (深)×393 (高) mm [24.3" (宽)×23.3" (深)×15.5" (高) ]

34 kg (75 lb)

温度: 5-40℃ (41-104°F),

湿度: 35-80% (无冷凝)

周围污染: 3 (根据 IEC 60664-1)

电源线，深度调节头 (机头), 机头固定器 (固定螺丝钉，弹簧)， 备用

螺丝钉 (切割支架)，刻字刀 (直径 3.175 毫米)，平刻刀 (直径 

3.175 毫米)，扳手，实心套筒 (直径 3.175 毫米),实心套筒 (直径 

4.36 毫米),内六角扳手，内六角螺丝刀，易携仪表，胶纸，吸尘器连

接器，Roland 软件包光盘，Roland EngraveStudio™ 光盘，

Roland 软件设置指南，Roland EngraveStudio™ 设置指南和使用

手册。

305 (W)×230 (D) mm [12 (W)×9.1 (D)"]

305 (X)×230 (Y)×40 (Z) mm [12 (X)×9.1 (Y)×1.6 (Z)"]

步进式电机, X、Y 和 Z 轴同时支配

X 和 Y 轴: 0.1-60 mm/sec (0.004-2.4"/sec), 

Z 轴: 0.1-30 mm/sec (0.004-1.2"/sec)

0.01 mm/步或 0.025 mm/步 (0.0004"/步或 0.001"/步)

X 和 Y 轴: 0.0025 mm/步 (0.0001"/步),

Z 轴: 0.00125 mm/步 (0.0005"/步)

DC 无刷电机, 最大 50 W

5,000-20,000 rpm

切割刀架和套筒

使用时，最大 40 mm (1.6") 或 38 mm (1.5") 

USB (符合修订版本 1.1)

或串口 (符合RS-232C)

RML-1

AC 100-120 V ±10%, 1.3 A, 50/60 Hz (overvoltage category II, 

IEC 60664-1); 或 AC 220-240 V ±10%, 0.6 A, 50/60 Hz (overvoltage 

category II, IEC 60664-1)

Windows Vista™ (32-bit 版本), 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0

推荐 Pentium® III, 1 GHz 或更快

Windows Vista 推荐: 512 MB 或更多

Windows XP/2000 推荐: 256 MB 或更多

工作台尺寸

XYZ 轴操作范围

X、Y 和 Z 轴电机系统 

雕刻速度

软件分辨率

机械分辨率

主轴电机

主轴转速

工具卡

载入零件密度

介面

操作指令集

功率要求

功耗

噪音等级

尺寸

重量

环境

附件

ZV-23C

真空台T-slot 桌面

ZTT-35

项     目 型     号 规     格

雕刻刀具

(用于塑料)

雕刻刀具

(用于铝和黄铜)

平行雕刻刀具

(用于塑料)

四分之一锥体

雕刻刀具

(用于塑料)

ZEC-A2013

ZEC-A2025

ZEC-A2051

ZEC-A2076

ZEC-A4013

ZEC-A4025

ZEC-A4051

ZEC-A4076

ZEC-A2013-BAL

ZEC-A2025-BAL

ZEC-A4013-BAL

ZEC-A4025-BAL

ZEC-A2150

ZEC-A2190

ZEC-A2230

ZEC-A2320

ZEC-A4150

ZEC-A4190

ZEC-A4230

ZEC-A4320

ZEC-A4380

ZEC-A4430

ZEC-A2013-QR

ZEC-A2025-QR

ZEC-A4013-QR

ZEC-A4025-QR

粘合剂  D=3.175×114 (L)×0.127 (W)

粘合剂  D=3.175×114 (L)×0.254 (W)

粘合剂  D=3.175×114 (L)×0.508 (W)

粘合剂  D=3.175×114 (L)×0.762 (W)

粘合剂  D=4.36×165 (L)×0.127 (W)

粘合剂  D=4.36×165 (L)×0.254 (W)

粘合剂  D=4.36×165 (L)×0.508 (W)

粘合剂  D=4.36×165 (L)×0.762 (W)

粘合剂  D=3.175×114 (L)×0.13 (W) 

粘合剂  D=3.175×114 (L)×0.25 (W)

粘合剂  D=4.36×165 (L)×0.13 (W)

粘合剂  D=4.36×165 (L)×0.25 (W)

粘合剂  D=3.175×114 (L)×1.52 (W)

粘合剂  D=3.175×114 (L)×1.91 (W)

粘合剂  D=3.175×114 (L)×2.29 (W)

粘合剂  D=3.175×114 (L)×3.175 (W)

粘合剂  D=4.36×165 (L)×1.52 (W)

粘合剂  D=4.36×165 (L)×1.91 (W)

粘合剂  D=4.36×165 (L)×2.29 (W)

粘合剂  D=4.36×165 (L)×3.175 (W)

粘合剂  D=4.36×165 (L)×3.81 (W)

粘合剂  D=4.36×165 (L)×4.34 (W)

粘合剂  D=3.175×114 (L)×0.13 (W)

粘合剂  D=3.175×114 (L)×0.25 (W)

粘合剂  D=4.36×165 (L)×0.13 (W)

粘合剂  D=4.36×165 (L)×0.25 (W)

项     目 型     号 规     格

钻石雕刻刀具

平底铣刀

球头铣刀

ZDC-A2000

ZDC-A4000

ZHS-100

ZHS-200

ZHS-300

ZHS-400

ZHS-500

ZHS-600

ZCB-150

ZCB-200

ZCB-300

钻石  D=3.175×127 (L)

钻石  D=4.36×178 (L)，
仅可配合 ZC-E436 套筒使用

高速钢  D=1    3 (  )×6 (d) x 50 (L)×2NT

高速钢  D=2    6 (  )×6 (d) ×50 (L)×2NT

高速钢  D=3  10 (  )×6 (d)×50 (L)×2NT

高速钢  D=4  12 (  )×6 (d)×50 (L)×2NT

高速钢  D=5  15 (  )×6 (d)×55 (L)×2NT

高速钢  D=6×15 (  )×6 (d)×55 (L)×2NT

硬质合金  R1.5  25 (  )×2.4 (Lc)×65 (L)×6 (d)×2NT

硬质合金  R2  25 (  )×3.2 (Lc)×70 (L)×6 (d)×2NT

硬质合金  R3  30 (  )×4.8 (Lc)×80 (L)×6 (d)×2NT

端铣刀套筒

ZDC-A4000 套筒

鼻锥

轴组件

用于固定雕刻材质的
胶固板

ZC-23

ZC-23-3

ZC-23-4

ZC-23-6

ZC-23-3175

ZC-23-635

ZC-E436

ZDN-200

ZS-35

AS-10

直径 6 mm，5 mm，4 mm 和 3 mm 套筒:1 个

直径 3 mm 套筒:1 个

直径 4 mm 套筒:1 个

直径 6 mm 套筒:1 个

直径 3.175 mm 套筒:1 个

直径 6.35 mm 套筒:1 个

直径 4.36 mm 套筒:1 个

可用于雕刻文本，内直径 2 mm，外直径 4.2 mm

210 mm×140 mm (8-1/4"×5-1/2")，10 张

dia=柄直径，L=总长，W=刀尖宽度，单位：mm

dia=槽直径，R=槽半径， = 槽长， Lc=刀长，L= 罩长，

d=直径，NT=刃数，单位：mm

ZV-23A

中央虎钳

雕刻标牌时可使用介质尺寸:
152mm (X)×148mm (Y)，和 35mm (H)

钢笔或软管:
90mm(X)×146mm(Y), 和硬度最厚为 20mm 

台面尺寸:
305mm (X)×230mm (Y)

尺寸:
355mm (W)×230mm (D)×40mm (H)

台面尺寸:
305mm (X)×230mm (Y)
载入介质厚度为 35mm

在设置前要真空抽水

系统

CPU

内存

桌 面 型 雕 刻 机

Roland EngraveStudio™ 系统要求

选件

项     目 型     号 规     格

通过 ISO 14001 和 ISO 9001:2000 认证

CAT-EGX350-Y711



全面的雕刻解决方案

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帮助您的生产率直达颠峰

可雕刻美丽的图案和精密的文本

V 型雕刻模式可刻出像人手
刻字般精细的尖角

可从种类丰富的雕刻模式中选择，
增加纹理表现。 每一次都获得高品质的打印效果 

- 在丙烯酸塑料 (压克力) 上也能
完美做到。

采用新型 EGX-350 桌面型雕刻机，您可以轻松拓展业务，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加入
高价值的个性化产品项目。EGX-350 雕刻机能够快速雕刻范围广泛的各类材料，并
可安装在您的标牌店、刻字店或零售商店内。EGX-350 是一款具有极高通用性的专
业设备，操作极为方便，采用专家级工程设计方案，能够雕刻出鲜明而精密的文本和

图像。作为一款功能完备的桌面型解决方案，EGX-350 随机附带了您开展业务所需
要的所有配件。随机捆绑的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提供多种先进功能，包括一
种能够带来手工雕刻感觉的全新的 V 形雕刻模式，还有一种新的雕刻仿真功能，能
够让在您在实际雕刻工作开始前预览自己的设计成果，从而大大节约时间和材料。

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提供多种雕刻深度，这些深度共同带来一种真实感很
强的手工雕刻风格。通过雕刻仿真功能，在实际雕刻前呈现出刀具进路和预期效果，

您完全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预览自己的设计图案。还可以从 Adobe Illustrator*2 (ai
和 eps 格式) 和 CorelDraw (eps 格式)*3 中导入精密文本和图形的设计方案。
Roland EngraveStudio 兼容 Windows® 2000/XP 和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

提高产品的价值
采用 EGX-350 后，您可以同时针对室内和室外展示用途而创作出美观的定制标牌
和铭牌，包括店面标志和指路标牌。通过添加姓名、事项或日期，对普通礼品、奖品、

促销品和办公皮具实现个性化，将它们变成珍贵的纪念品。您甚至可以生产用于热

压镶钻的图案模板，这种模板适用于 T 恤衫、手袋和其它服饰品。您还可以从本雕刻
机所支持的一系列材料类型中任意选取材料，包括塑料、丙烯酸塑料 (压克力)、铝、
不锈钢、黄铜和木头。与激光雕刻机不同的是，EGX-350 能够保留木头、黄铜和人造
大理石原有的色泽和纹理，让成品更加美观。

容易使用
EGX-350 可以通过 USB 接口与您的计算机连接，而且安装和操作均极为方便。
在远离主机的位置设置了一个导航方便的控制面板，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雕刻工作

台。EGX-350 的特色还包括了一个自动表面探测器，探测器自动测定实现高质量
雕刻作业所需的材质高度 (Z 轴零点) 是否处在恒定的深度下*1。本机配备可调节

式翻盖，可以从两个位置打开，方便取出完成品。所配备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十分经

久耐用，提供持久的性能保证，真空吸尘器转接头可以方便地连接到主轴部件处，

确保了清洁作业。

高质量的成品
EGX-350 针对性能进行了精密的工程设计，并采用高质量部件，最大程度减少了
设备本身带来的过度位移和振动现象。因此，EGX-350 能够每一次都制作出锐利
而鲜明的文本和图像，保证成品的可靠性。全

新 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能够提供精
细而匠心独具的工艺风格，确保生产出具有

最强视觉冲击力的雕刻产品，让其呈现出媲

美于手工雕刻品的艺术风采。 普通雕刻机

本机可采用多种字体来雕刻文本，包括 TureType 
或 Single Line 字体。

EGX-350

*1 自动表面探测器必须同附带的 Dr. Engrave 软件共同使用，由于材料的形状和/或设计图案的差异，有可能导致

无法在某些材料上进行雕刻。

*2 在导入 Adobe Illustrator 数据到 Roland EngraveStudio 之前。Roland 公司建议将矢量几何图形和文本转换成

曲线。为了获得最好效果，要将所有样式和 / 或色彩填充关闭，并将文件保存为 eps 格式。

*3 支持 ai (8.0 版本) 和 eps (3.0 版本) 文件格式。

高 质 量 雕 刻 机 随 需 应 变 ， 助 您 大 展 鸿 图

桌 面 型 雕 刻 机



全面的雕刻解决方案

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帮助您的生产率直达颠峰

可雕刻美丽的图案和精密的文本

V 型雕刻模式可刻出像人手
刻字般精细的尖角

可从种类丰富的雕刻模式中选择，
增加纹理表现。 每一次都获得高品质的打印效果 

- 在丙烯酸塑料 (压克力) 上也能
完美做到。

采用新型 EGX-350 桌面型雕刻机，您可以轻松拓展业务，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加入
高价值的个性化产品项目。EGX-350 雕刻机能够快速雕刻范围广泛的各类材料，并
可安装在您的标牌店、刻字店或零售商店内。EGX-350 是一款具有极高通用性的专
业设备，操作极为方便，采用专家级工程设计方案，能够雕刻出鲜明而精密的文本和

图像。作为一款功能完备的桌面型解决方案，EGX-350 随机附带了您开展业务所需
要的所有配件。随机捆绑的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提供多种先进功能，包括一
种能够带来手工雕刻感觉的全新的 V 形雕刻模式，还有一种新的雕刻仿真功能，能
够让在您在实际雕刻工作开始前预览自己的设计成果，从而大大节约时间和材料。

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提供多种雕刻深度，这些深度共同带来一种真实感很
强的手工雕刻风格。通过雕刻仿真功能，在实际雕刻前呈现出刀具进路和预期效果，

您完全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预览自己的设计图案。还可以从 Adobe Illustrator*2 (ai
和 eps 格式) 和 CorelDraw (eps 格式)*3 中导入精密文本和图形的设计方案。
Roland EngraveStudio 兼容 Windows® 2000/XP 和 Windows Vista™ 操作系统。

提高产品的价值
采用 EGX-350 后，您可以同时针对室内和室外展示用途而创作出美观的定制标牌
和铭牌，包括店面标志和指路标牌。通过添加姓名、事项或日期，对普通礼品、奖品、

促销品和办公皮具实现个性化，将它们变成珍贵的纪念品。您甚至可以生产用于热

压镶钻的图案模板，这种模板适用于 T 恤衫、手袋和其它服饰品。您还可以从本雕刻
机所支持的一系列材料类型中任意选取材料，包括塑料、丙烯酸塑料 (压克力)、铝、
不锈钢、黄铜和木头。与激光雕刻机不同的是，EGX-350 能够保留木头、黄铜和人造
大理石原有的色泽和纹理，让成品更加美观。

容易使用
EGX-350 可以通过 USB 接口与您的计算机连接，而且安装和操作均极为方便。
在远离主机的位置设置了一个导航方便的控制面板，可以清晰地观察到雕刻工作

台。EGX-350 的特色还包括了一个自动表面探测器，探测器自动测定实现高质量
雕刻作业所需的材质高度 (Z 轴零点) 是否处在恒定的深度下*1。本机配备可调节

式翻盖，可以从两个位置打开，方便取出完成品。所配备的无刷直流电动机十分经

久耐用，提供持久的性能保证，真空吸尘器转接头可以方便地连接到主轴部件处，

确保了清洁作业。

高质量的成品
EGX-350 针对性能进行了精密的工程设计，并采用高质量部件，最大程度减少了
设备本身带来的过度位移和振动现象。因此，EGX-350 能够每一次都制作出锐利
而鲜明的文本和图像，保证成品的可靠性。全

新 Roland EngraveStudio 软件能够提供精
细而匠心独具的工艺风格，确保生产出具有

最强视觉冲击力的雕刻产品，让其呈现出媲

美于手工雕刻品的艺术风采。 普通雕刻机

本机可采用多种字体来雕刻文本，包括 TureType 
或 Single Line 字体。

EGX-350

*1 自动表面探测器必须同附带的 Dr. Engrave 软件共同使用，由于材料的形状和/或设计图案的差异，有可能导致

无法在某些材料上进行雕刻。

*2 在导入 Adobe Illustrator 数据到 Roland EngraveStudio 之前。Roland 公司建议将矢量几何图形和文本转换成

曲线。为了获得最好效果，要将所有样式和 / 或色彩填充关闭，并将文件保存为 eps 格式。

*3 支持 ai (8.0 版本) 和 eps (3.0 版本) 文件格式。

高 质 量 雕 刻 机 随 需 应 变 ， 助 您 大 展 鸿 图

桌 面 型 雕 刻 机



®技术规格
122 W

运行时: 60 dB(A) 或更少 (当空载时), 

待机时: 40 dB (A) 或更少 (符合 ISO 7779 标准)

616 (宽)×591 (深)×393 (高) mm [24.3" (宽)×23.3" (深)×15.5" (高) ]

34 kg (75 lb)

温度: 5-40℃ (41-104°F),

湿度: 35-80% (无冷凝)

周围污染: 3 (根据 IEC 60664-1)

电源线，深度调节头 (机头), 机头固定器 (固定螺丝钉，弹簧)， 备用

螺丝钉 (切割支架)，刻字刀 (直径 3.175 毫米)，平刻刀 (直径 

3.175 毫米)，扳手，实心套筒 (直径 3.175 毫米),实心套筒 (直径 

4.36 毫米),内六角扳手，内六角螺丝刀，易携仪表，胶纸，吸尘器连

接器，Roland 软件包光盘，Roland EngraveStudio™ 光盘，

Roland 软件设置指南，Roland EngraveStudio™ 设置指南和使用

手册。

305 (W)×230 (D) mm [12 (W)×9.1 (D)"]

305 (X)×230 (Y)×40 (Z) mm [12 (X)×9.1 (Y)×1.6 (Z)"]

步进式电机, X、Y 和 Z 轴同时支配

X 和 Y 轴: 0.1-60 mm/sec (0.004-2.4"/sec), 

Z 轴: 0.1-30 mm/sec (0.004-1.2"/sec)

0.01 mm/步或 0.025 mm/步 (0.0004"/步或 0.001"/步)

X 和 Y 轴: 0.0025 mm/步 (0.0001"/步),

Z 轴: 0.00125 mm/步 (0.0005"/步)

DC 无刷电机, 最大 50 W

5,000-20,000 rpm

切割刀架和套筒

使用时，最大 40 mm (1.6") 或 38 mm (1.5") 

USB (符合修订版本 1.1)

或串口 (符合RS-232C)

RML-1

AC 100-120 V ±10%, 1.3 A, 50/60 Hz (overvoltage category II, 

IEC 60664-1); 或 AC 220-240 V ±10%, 0.6 A, 50/60 Hz (overvoltage 

category II, IEC 60664-1)

Windows Vista™ (32-bit 版本), Windows® XP 或 Windows® 2000

推荐 Pentium® III, 1 GHz 或更快

Windows Vista 推荐: 512 MB 或更多

Windows XP/2000 推荐: 256 MB 或更多

工作台尺寸

XYZ 轴操作范围

X、Y 和 Z 轴电机系统 

雕刻速度

软件分辨率

机械分辨率

主轴电机

主轴转速

工具卡

载入零件密度

介面

操作指令集

功率要求

功耗

噪音等级

尺寸

重量

环境

附件

ZV-23C

真空台T-slot 桌面

ZTT-35

项     目 型     号 规     格

雕刻刀具

(用于塑料)

雕刻刀具

(用于铝和黄铜)

平行雕刻刀具

(用于塑料)

四分之一锥体

雕刻刀具

(用于塑料)

ZEC-A2013

ZEC-A2025

ZEC-A2051

ZEC-A2076

ZEC-A4013

ZEC-A4025

ZEC-A4051

ZEC-A4076

ZEC-A2013-BAL

ZEC-A2025-BAL

ZEC-A4013-BAL

ZEC-A4025-BAL

ZEC-A2150

ZEC-A2190

ZEC-A2230

ZEC-A2320

ZEC-A4150

ZEC-A4190

ZEC-A4230

ZEC-A4320

ZEC-A4380

ZEC-A4430

ZEC-A2013-QR

ZEC-A2025-QR

ZEC-A4013-QR

ZEC-A4025-QR

粘合剂  D=3.175×114 (L)×0.127 (W)

粘合剂  D=3.175×114 (L)×0.254 (W)

粘合剂  D=3.175×114 (L)×0.508 (W)

粘合剂  D=3.175×114 (L)×0.762 (W)

粘合剂  D=4.36×165 (L)×0.127 (W)

粘合剂  D=4.36×165 (L)×0.254 (W)

粘合剂  D=4.36×165 (L)×0.508 (W)

粘合剂  D=4.36×165 (L)×0.762 (W)

粘合剂  D=3.175×114 (L)×0.13 (W) 

粘合剂  D=3.175×114 (L)×0.25 (W)

粘合剂  D=4.36×165 (L)×0.13 (W)

粘合剂  D=4.36×165 (L)×0.25 (W)

粘合剂  D=3.175×114 (L)×1.52 (W)

粘合剂  D=3.175×114 (L)×1.91 (W)

粘合剂  D=3.175×114 (L)×2.29 (W)

粘合剂  D=3.175×114 (L)×3.175 (W)

粘合剂  D=4.36×165 (L)×1.52 (W)

粘合剂  D=4.36×165 (L)×1.91 (W)

粘合剂  D=4.36×165 (L)×2.29 (W)

粘合剂  D=4.36×165 (L)×3.175 (W)

粘合剂  D=4.36×165 (L)×3.81 (W)

粘合剂  D=4.36×165 (L)×4.34 (W)

粘合剂  D=3.175×114 (L)×0.13 (W)

粘合剂  D=3.175×114 (L)×0.25 (W)

粘合剂  D=4.36×165 (L)×0.13 (W)

粘合剂  D=4.36×165 (L)×0.25 (W)

项     目 型     号 规     格

钻石雕刻刀具

平底铣刀

球头铣刀

ZDC-A2000

ZDC-A4000

ZHS-100

ZHS-200

ZHS-300

ZHS-400

ZHS-500

ZHS-600

ZCB-150

ZCB-200

ZCB-300

钻石  D=3.175×127 (L)

钻石  D=4.36×178 (L)，
仅可配合 ZC-E436 套筒使用

高速钢  D=1    3 (  )×6 (d) x 50 (L)×2NT

高速钢  D=2    6 (  )×6 (d) ×50 (L)×2NT

高速钢  D=3  10 (  )×6 (d)×50 (L)×2NT

高速钢  D=4  12 (  )×6 (d)×50 (L)×2NT

高速钢  D=5  15 (  )×6 (d)×55 (L)×2NT

高速钢  D=6×15 (  )×6 (d)×55 (L)×2NT

硬质合金  R1.5  25 (  )×2.4 (Lc)×65 (L)×6 (d)×2NT

硬质合金  R2  25 (  )×3.2 (Lc)×70 (L)×6 (d)×2NT

硬质合金  R3  30 (  )×4.8 (Lc)×80 (L)×6 (d)×2NT

端铣刀套筒

ZDC-A4000 套筒

鼻锥

轴组件

用于固定雕刻材质的
胶固板

ZC-23

ZC-23-3

ZC-23-4

ZC-23-6

ZC-23-3175

ZC-23-635

ZC-E436

ZDN-200

ZS-35

AS-10

直径 6 mm，5 mm，4 mm 和 3 mm 套筒:1 个

直径 3 mm 套筒:1 个

直径 4 mm 套筒:1 个

直径 6 mm 套筒:1 个

直径 3.175 mm 套筒:1 个

直径 6.35 mm 套筒:1 个

直径 4.36 mm 套筒:1 个

可用于雕刻文本，内直径 2 mm，外直径 4.2 mm

210 mm×140 mm (8-1/4"×5-1/2")，10 张

dia=柄直径，L=总长，W=刀尖宽度，单位：mm

dia=槽直径，R=槽半径， = 槽长， Lc=刀长，L= 罩长，

d=直径，NT=刃数，单位：mm

ZV-23A

中央虎钳

雕刻标牌时可使用介质尺寸:
152mm (X)×148mm (Y)，和 35mm (H)

钢笔或软管:
90mm(X)×146mm(Y), 和硬度最厚为 20mm 

台面尺寸:
305mm (X)×230mm (Y)

尺寸:
355mm (W)×230mm (D)×40mm (H)

台面尺寸:
305mm (X)×230mm (Y)
载入介质厚度为 35mm

在设置前要真空抽水

系统

CPU

内存

桌 面 型 雕 刻 机

Roland EngraveStudio™ 系统要求

选件

项     目 型     号 规     格

通过 ISO 14001 和 ISO 9001:2000 认证

CAT-EGX350-Y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