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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究寒区冰封水库热状况的时空演变规律，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对丰满水库的水温和冰情进行了

原型观测。 基于现场观测资料， 阐述了丰满库区不同季节热结构的变化规律， 重点分析了汛期洪水过程对分层结

构的影响， 并发现解冻初期水库表层浮力流动现象。 同时， 典型水温分层期 １ 月和 ６ 月的坝前 ７５～８００ ｍ 范围 ４ 条

水温观测垂线基本一致， 且同期电站下泄水温与坝前取水口对应高程平均水温差异较小， 说明该水域范围内无三

维水温效应。 由于深层取水影响， 丰满电站下泄水温过程较为稳定， 但与坝址天然水温相比， ５～７ 月、 １０～１２ 月分

别表现出月平均高达 １０ ８℃、 ７ ９℃的春夏低温水和秋冬高温水现象。 此外， 冰情监测结果表明， 丰满水库冬季基

本全库封冻， 坝前最大冰厚约 ０ ７ ｍ， 且库区冰厚沿程出现不均匀分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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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是水体重要的物理因子， 将直接影响水体中其他水质参数以及生物群落的发展。 特别是水库形成

后， 水力学、 热力学条件较天然河道发生较大改变， 库区水体通常会发生温度分层现象， 进而形成库区水质

分层， 并可能出现富营养化问题； 而电站下泄水温将导致坝下河道鱼类产卵延迟、 沿岸农作物遭遇冷害等不

利影响［１⁃４］。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 美国、 苏联、 日本等陆续开展了大量的水库水温原型观测［４］， 先后开发出一系列的

水温预测模型并广泛应用于水库的环境影响研究中［５］。 中国对水库水温的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但多是

基于工程维护管理出发的坝前垂线水温观测［６⁃７］， 这些重要观测资料基本长期闲置［４］； ９０ 年代后， 随着国内

高坝大库的建设， 其水温带来的环境影响无先例可循， 从环境影响角度的水温观测及相关研究才逐渐引起重

视， 而前期开展的水温观测主要从模型参数率定的角度出发［８⁃９］。 迄今中国大型水库已达到 ７５６ 座［１０］， 但长

期坚持实施水温观测及相关研究的水库较少。 国内外已开展的水库水温研究主要集中在温热带地区， 而寒带

地区由于存在复杂的冰凌过程、 现场工作困难等因素影响， 其水库相关水温观测少人问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至 ８０ 年代， 前苏联虽然对境内多个水库进行了热状况和冰情的现场调查［１１］， 但主要针对冬季， 观测数据有

限不能支撑反映冰封水库热状况的年内时空分布和演变过程。 正是由于特殊的寒区气候和冰盖的存在， 其水

温的演变特征较温热带不同， 并形成独特的冰层和冰下水环境和生物化学过程［１２］。
丰满水电站位于第二松花江上， 始建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 最大坝高

９１ ７ ｍ， 正常蓄水位 ２６３ ５ ｍ， 对应库容 ８２ ５ 亿 ｍ３， 回水长度 １５３ ｋｍ。 丰满库区在 １２ 月～翌年 ４ 月形成稳

定冰盖， 最大冰盖厚度可达 １ ０ ｍ。 丰满电厂曾于 １９５１—２００４ 年对坝前垂向水温进行了连续监测［１３］， 但其

不足以整体反映寒区水库水温的时空演变规律。 为此， 笔者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对丰满水库进行了

长时段的库区水温冰情及坝下河道水温的连续监测， 以期初步探究寒区冰封水库的热状况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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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观测方案

１ １　 观测断面布置

结合现场工作条件及能反映整体水库的热状况需要， 本次观测范围为红石电站尾水至丰满坝下雾凇岛，
总长达 ２２３ ｋｍ。 库区垂线水温观测， 进行了 ５ 个断面， 分别为丰满坝前（距离红石大坝 １５２ ９ ｋｍ； 下同）、
沙石浒（１１３ ｋｍ）、 小荒地（８７ ｋｍ）、 桦树林子（５３ ｋｍ）、 墙缝（３３ ｋｍ）。 入出库连续水温观测分别选择在红石

电站尾水及永庆坝址处。 冰情观测主要在坝前断面进行连续观测， 其他断面仅做沿程冰厚观测。 为进一步掌

握坝下河道冬季雾凇发生期的水温情况， 在雾凇岛末端进行了补充观测。 各观测断面布置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丰满水库水温冰情观测断面布置

Ｆｉｇ １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１ ２　 观测仪器、 方法与频次

库区垂线水温观测采用美国 ＹＳＩ 公司生产的 ＹＳＩ ６６００ 多参数水质仪， 仪器可自动记录水深、 水温， 温

图 ２　 丰满坝前垂线水温观测布置

Ｆｉｇ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ｄａｍ

度精度为 ０ １５℃， 深度精度为 ０ ３ ｍ。 观测时根据水温分

层情况在水深方向每 １ ０ ～ ３ ０ ｍ 布置一个测点。 进行包

括升温期 ３ 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降温期 １ 次（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封冻期 ２ 次（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共计 ６ 次的库区垂线观测。 为观测坝前

水温三维效应， 选择在大坝取水口前方 ７５～８００ ｍ 区域内

进行， 共布设 ４ 条观测垂线， 其中 １＃、 ３＃监测河道流向

方向的水温变化， ２＃～４＃监测取水口侧向的水温差异， 垂

线的平面布置见图 ２， 观测时段仅在水温分层典型时期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进行， 并同步观测电站泄水

温度。
入出库水温连续观测采用泽大仪器设备厂生产的

ＺＤＲ 记录仪， 温度精度为 ０ １℃。 观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雾凇岛补充连续监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至 ３ 月 ８ 日。 监测频次为每小时

１ 次。
封江、 开江采用目测方式进行， 而冰厚采用直角拐尺测量。 冰厚的测量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至 ４ 月

４ 日， 监测频次为每周 ２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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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热状况分析

２ １　 库区水温的演变规律

图 ３、 图 ４ 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２０１１ 年 ８ 月非冰封期全库区 ４ 次（插值得到）及冰封期坝前 ２ 次的水温观测结

果。 总的来看， 丰满水库年内不同季节呈现的水温分层结构差异明显。
春季和夏季， 库区水温分层明显， 且温度分层等值线基本为明显的水平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图 ３

（ａ））的最大垂向温差达到 ２０℃， 主要温差集中在表层 １０ ｍ 内， 平均温度梯度达到 １ １℃ ／ ｍ， 高温水体较强

的浮力作用保持了夏季稳定分层结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图 ３（ｄ））， 库区水温的分层强度具有类似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的特征， 但高达 １１ ４℃的温差主要集中在表层水下 ８～１３ ｍ 的水层， 而表层 ８ ｍ 内表现出同温现象， 这可能

是由于表层受到较强的风浪及旅游船机械搅拌的影响。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库区实测水温二维分布

Ｆｉｇ ３ ２⁃Ｄ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２０１０ 年 ７～８ 月， 第二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 丰满水库的平均入库流量为 ２ ３１０ ｍ３ ／ ｓ， 为多年平均的 ２ ７
倍， 期间入库总径流量与库容（计入支库）的比值为 １ ９。 较大的入、 出库流量使得库区水体掺混剧烈， 破坏

了 ６ 月下旬形成的分层结构。 由于水库流动受电站取水和表层泄洪影响， 取水口高程以上的水温趋于均匀，
而库底受到水库出流扰动影响有限， 其水温整体有所升高， 并形成温度梯度为 ０ ９℃ ／ ｍ、 厚度约 ９ ０ ｍ 的库

底温跃层。

图 ４　 冰封期坝前冰下实测水温分布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ｄａｍ

因为冰盖的存在及水体密度与温度的关系， 水库冰封

期的垂向水温与非冰封期结构明显不同， 进而进行了封冻

初期和解冻初期的坝前垂线水温观测（图 ４）。 观测表明，
丰满水库封冻期坝前的垂向水温为逆温分布， 表层 ０ ５ ｍ
水温为 ０ ７ ～ １ １℃， 底层水体约为 ３ ５℃。 尽管冰盖对表

层水体的保温作用， 但由于发电用水取走了 １２ 亿 ｍ３的库

区水体， 约占期间总库容的 ２０％， 坝前库存的高温水体被

持续下泄， 库中段相对较低的水体到达坝前， 使得高程

２２０～２４０ ｍ 范围的水温有所降低， 平均温差达到 ０ ６℃。
水库开江初期不同水域的纵、 垂向温度结构差异明

显， 呈现库尾和库中段热水、 坝前冷水的纵向降温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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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图 ３（ｃ））， 纵向最大温差达到 ７ ２℃。 库中段由于受库尾的高温入流、 气温条件和开江时间较早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 其水温较高并形成分层。 但随着沿大坝方向水深的加大， 坝前水体温度从逆温状态转向顺向

分层结构将需要从大气、 来流获得更多的热量。 而较早开江的库中段的水体高温水体， 形成明显的浮力表层

流动， 将加快库区坝前水域顺向分层的形成。
２ ２　 坝前横断面水温分布及坝前水温与下泄水温的关系

坝前取水口流态变化复杂， 将可能对坝前温度场结构和下泄水温产生影响［１４］， 分别于非冰封期（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和冰封期（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对丰满电站取水口前温度场及下泄水温进行了同步监测。 观测当日水库的运

行水位分别为 ２５４ ３ ｍ（６ 月 ２５ 日）、 ２５９ ７ ｍ（１ 月 １２ 日）， 电站取水口高程对应水深分别为 ３５～４１ ｍ 和 ４１～
４７ ｍ， 观测当日的日均流量分别为 ２７８ ｍ３ ／ ｓ 和 ４８３ ｍ３ ／ ｓ。

根据图 ５， ６ 月和 １ 月的垂向水温为典型的夏季和冬季分层结构， 且各期 ４ 条水温观测垂线水温结构基

本相同， 表明观测范围内的坝前水温横断面及纵向流动方向上均无较大变化。

图 ５　 升温期和封冻期坝前垂线实测水温对比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为进一步研究坝前水温分布与电站下泄水温的关系， 对比了坝前取水口高程附近的垂向水温平均值与电

站下泄水温， 如表 １ 所示。 电站下泄水温与电站取水口高程范围水温的算术平均值基本一致， 差异在 ０ ４℃
以内。 ６ 月 ２４ 日电站下泄水温较取水口平均水温略有偏低， 可能是由于当时观测时刻所测垂线附近机组未

发电取水， 取水口高程水体受上层的热传导升温所致。 由此可以推断， 丰满电站由于取水流量较小， 电站取

水对坝前水体的抽吸作用影响不明显。

表 １　 坝前 ３ 号垂线不同高程水温与电站下泄水温的比较 ℃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 ｓｐｏｔ

时　 　 间
高程 ２２５～２３０ ｍ 平均水温

（取水口上方 ５ ｍ）
高程 ２１９～２２５ ｍ 平均水温

（取水口范围 ６ ｍ）
高程 ２１４～２１９ ｍ 平均水温

（取水口下方 ５ ｍ） 电站下泄水温

２０１０⁃０６⁃２４ ９ １ ８ ０ ６ ４ ７ ６

２０１０⁃０９⁃０５ １８ ２ １７ ７ １７ １ １７ ７

２０１１⁃０１⁃１２ ２ ９ ３ １ ３ ２ ２ ７

２０１１⁃０３⁃０８ ２ ２ ２ ６ ３ １ ２ ５

２０１１⁃０５⁃１２ ４ ３ ４ ２ ４ ０ ４ ４

２０１１⁃０８⁃０５ １２ ９ １２ ０ １１ ４ １２ ０

２ ３　 坝下河道水温变化

图 ６ 给出了观测期间丰满水库入出库的水温与库区气温的逐日过程。
丰满电站由于取得坝前深层水， 其下泄水温变化总体较为稳定。 观测期间丰满电站的平均下泄水温为

８ ６℃， 最高月均水温出现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为 １８ １℃）， 最低月均水温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为 ２ ３℃）。 水温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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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趋势较气温有所延迟， 且其变化幅度仅为气温的 ０ ３ 倍。 水库取水方式的变化对坝下水温的影响也较

大，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８ 月 ５ 日， 丰满水库由于表层溢洪道泄洪， 使得期间的升温速率达到 ０ ５２℃ ／ ｄ， 而

２０１１ 年同期仅为 ０ ０８℃ ／ ｄ。 降温期 １０～１２ 月电站下泄水体的降温率比较稳定， 平均为 ０ １５℃ ／ ｄ， 但进入封

冻期后， 由于冰盖阻隔了水体热量的大量散失， 下泄水温一直保持在 ２ ３℃左右。
丰满入库水温受上游与丰满调节性能相当的白山电站深层取水的控制， 其变化趋势与丰满电站下泄基本

一致。 由于流程、 库区气象等条件的影响， 观测期间丰满出库水温平均值、 日均最高水温和日均最低水温较

丰满入库均有所增加， 增温幅度分别为 ０ ８℃、 ２ １℃和 １ １℃。

图 ６　 丰满入出库实测水温过程

Ｆｉｇ ６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ｉｎ Ｆｅｎｇｍ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为进一步研究丰满水库对第二松花江河道水温的影响， 收集丰满水库库尾天然河道（白山和红石电站建

成前）的多年平均水温过程， 结合平均气象条件和水文资料， 采用纵向一维水温模型计算得到坝址处建库前

的多年平均天然水温过程。
表 ２ 给出了本次实测水温与红石、 丰满坝址天然水温的差值。 由表 ２ 可知， 白山、 丰满水库对下泄水温

的调节作用较大， 年内的高温水现象和低温水现象均比较突出， 特别是在 ５～７ 月、 １０～１２ 月其差值高达 ３ ６
～１３ ７℃。 同时， 丰满电站冬季由于下泄水体所携带的热量较大， 使得下游约 ７０ ｋｍ 河道不封冻［１５］。 根据本

次观测， 雾凇岛断面水温接近 ０ ２℃的时段为 １ 月 １４ 日至 １９ 日， 在气温为－２３℃情况下， 坝下永庆断面过

流热量为 ５ ０４ＧＪ ／ ｓ（流量为 ４８０ ｍ３ ／ ｓ， 温度为 ２ ５℃）可保证永庆下游 ６０ ｋｍ 河道不封冻。

表 ２　 丰满入出库实测水温与坝址天然水温的差值 ℃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ｍ ｓｉｔｅ

断面 １ 月 ２ 月 ３ 月 ４ 月 ５ 月 ６ 月 ７ 月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１２ 月

红石 ２ ０ １ ７ ２ ８ １ ７ －５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４ ５ ０ ９ ６ ９ ８ ４ ３ ６

永庆 ２ ７ ２ ７ ２ ３ －１ ９ －８ ２ －１０ ４ －１３ ７ －４ ０ ２ ２ ８ ２ １０ ３ ５ １

３　 冬季冰情分析

２０１１ 年， 丰满水库坝前于 １ 月 ２ 日水库封江， ４ 月 １７ 日水库开江， 整个冰期历时 １０６ ｄ， 最大冰厚为 ３
月 １１ 日的 ０ ７ ｍ， 其冰情特征在历史范围之内［１３］。

图 ７ 为丰满水库 ２０１１ 年坝前冰厚随时间的变化过程。 １ 月 １２ 日 ～３ 月 １１ 日为水库的封冻期， 期间冰厚

的平均增长率为 ０ ００９ ｍ ／ ｄ， 但冰封初期 １ 月 １２～２５ 日的冰盖平均增长率高达 ０ ０１８ ｍ ／ ｄ， 为整个冰期增长

最大值， 主要是该时段冰厚薄， 而平均负气温达到 ２２ ７℃， 水体通过冰盖失去的热量较大， 易于冰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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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冰盖厚度的增加， 冰盖对热量的散失有所减小。 同时， 丰满水库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 ２５ 日库区沿程 ５ 个断

面冰厚差异达到 ０ ６ ｍ（图 ８）， 并呈现库中小荒地断面（距离丰满大坝 ６６ ｋｍ）的冰厚最大（１ ０ ｍ）， 库尾、 坝

前断面相对较小的现象。 直至 ３ 月 １１ 日， 冰盖厚度达到最大值， 此时冰水、 冰气热交换基本达到热量平衡。
解冻初期 ３ 月 １２～２５ 日冰厚平均融化率仅为 ０ ００８ ｍ ／ ｄ， 而解冻后期 ３ 月 ２６ 日～４ 月 １７ 日， 平均正气温达到

４ ９℃， 热力和动力因素对冰盖的共同作用有所增强， 期间平均融化率达到 ０ ０２５ ｍ ／ ｄ。 总体看， 坝前冰厚

的变化在整个冰封期呈现 “快—慢—快” 的演变规律。

图 ７　 ２０１１ 年坝前冰厚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７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１
图 ８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２５ 日库区沿程冰厚变化过程

Ｆｉｇ ８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ｒｏｍ Ｊａｎ． ２４ ｔｏ Ｊａｎ． ２５， ２０１１

结合多钦科［１１］对水库冬季冰情变化规律的分析， 可以推断丰满水库结冰过程始于库中， 不断向库尾、
坝前方向发展， 而解冻顺序为始于库尾、 止于坝前。 同时， 本次观测得到的不同时期的冰盖增长率过程也与

其观测结果基本一致， 受天气情况影响明显。

４　 讨　 　 论

结合对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研究需要加强：
（１） 开展不同类型的寒区结冰水库的水温、 冰情观测， 以全面掌握寒区水库热量和冰情的时空演变规

律。 在观测中， 应增加观测频次， 重点关注水库结冰期、 稳封期和解冻期的主库、 支库的热状况及冰情特征

的变化。
（２） 开发寒区水库水温冰情耦合数学模型。 水库不同水域的热状况与冰情特征密切相关， 而且冰凌的

生成与消融过程受到水动力、 风动力和太阳辐射等因素的影响， 且与河道几何形态有关， 这些作用与过程较

为复杂， 现场原型观测难度较大， 因此均需建立相应的水动力和热力数学模型进行模拟和研究， 同时数学模

型是评估寒区水资源开发中涉及的水温冰凌影响的重要手段。
（３） 深入开展坝前取水口的水温三维效应方面的研究。 李冰冻等［１４］ 对二滩水库的水温观测表明， 二滩

电站下泄水温较取水口范围水温平均高 ０ ８℃左右。 但本次的坝前水温观测中未监测到三维效应。 电站取水

口型式、 布置方式和取水流量等对坝前流场和温度场是否产生影响、 影响程度以及三维效应发生空间范围，
均需开展精细的原型观测或数值试验研究进行明确。

５　 结　 　 论

（１） 丰满水库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冰封水库的水温分布特征。 春夏季， 丰满坝前水温分层明显， 最大温

差超过 ２０℃， 而在冰封期为逆温分布， 垂向最大温差为 ２ ８℃。 不同季节库区水温等温线基本为水平分布，
但在解冻初期库区水温分布沿程降低， 并出现表层浮力流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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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典型水温分层期 １ 月（冰封期）和 ６ 月（升温期）坝前 ７５～８００ ｍ 的垂向水温观测结构基本相同， 且电

站取水口高程对应的垂线平均水温与下泄水温差异在 ０ ４℃范围内， 说明该水域范围内未监测到三维水温

效应。
（３） 丰满电站下泄水温过程均较稳定。 与坝址处天然水温相比， 电站下泄水温 １０ ～ １２ 月升高幅度为

５ １～１０ ３℃， 而在 ５～７ 月降低幅度高达 ８ ２ ～ １３ ７℃。 水库冰封期下泄水温稳定在 ２ ３℃左右， 较大的热流

量使得丰满坝下河道 ７０ ｋｍ 不封冻。
（４） 丰满库区冬季 １２０ ｋｍ 以上的河段处于封冻状态。 坝前冰情历时长达 １０６ ｄ， 最大冰厚达 ０ ７ ｍ。 稳

封期 １ 月下旬， 库区冰厚沿程不均匀分布现象明显， 最大差异达到 ０ ６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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