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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
!"#-.ＧＢ／Ｔ２４２７８—２００９《/0123456》，7ＧＢ／Ｔ２４２７８—２００９89，:;<=>?

@A：
———BCD"#EFGH（IJ１K，２００９LM(J１K）；
———BCNOD)PQRFST（IJ２K，２００９LM(J２K）；
———UVD=W“XYZ”“[\]^”“/012”（I２００９LM(J３K）；
———BCD=W“_`abc”“defg”(hi（IJ３K，２００９LM(J３K）；
———jkD=W“lmno”“pq”“rsno”（IJ３K）；
———BCDtFuv(;w（I５．１，２００９LM(J１０K）；
———BCDxyz{"|}~（I５．１．１，２００９LM(J１２K）；
———BCD4�����(;w（I５．２�J９K，２００９LM(J７K）；
———BCD4�����(;w（I５．３，２００９LM(５．３）；
———NOD��fg(�?Qy;w（I５．５，２００９LM(５．５）；
———NOD��(�?Qy;w（I５．６，２００９LM(５．６）；
———BCDdefg(<=;w（IJ７K，２００９LM(J８K）；
———BCD��7�n(<=;w（IJ８K，２００９LM(J９K）；
———NOD�r��（IJ９K）。
!"#�����������'。
!"#���56"#?<=���（ＳＡＣ／ＴＣ２１９）��。
!"#+, �：¡¢£¤56¥�¦§、̈ ©��ª«�r"#¥�¦§、¬®¯°�r<=

¥�¦§。
!"#:;+,±：²³、́ µ、¶·、̧ ¹、º»¼、²½。
!"#¾-.(¿ÀM!ÁÂÃÄÅ：
———ＧＢ／Ｔ２４２７８—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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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ÆÁÇÈÉÊËÌÍÎ，yÏÅ/012�ÐÑÒ34(:;Ó12ÔÕ(Ö×、ØÙ。ÚÛ，/
0123456ÜnÝÞßàxyQ56，áâyÏGãä(å、z、æçèéê�Ð34，ëìíÅ/
012ÆÌÍ�îïðñÑÒ�Ðßh(34。òó，ÔÕ/0123456ÎáÜôõ12ö÷ø
ù/01。

!"#ÆBú�ûüDýþ"#ＥＮ１３５９５１：２００２《/0123456　\]^、Zÿ、!"#�
"6　J１$�：ßà;w》，:;%&ÌÍ�ÔÕ/0123456yÏ�Ð(34'F。

/012()(*+Ó,-ãä(éêë>?(，.@¦É#/É(ÉÄ、01éê、ÊËéê、/
01(2ù34&øù�(<=。5tª�56(¾¥xy6áy789í:;<=ß>?Æ(*
+。ÚÛ，!"#@A(Ó56Bß$�( ßCQ;w#D (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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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hD/0123456(=W�hi、xyz{7�nF*、;w、�GQ7±"�HI、
defg(;F、��7�n、�r��、"J、@6、KL�M?。

!"#EFÞ:��fg、��Å:;FgÇN(O±/0123456。
!"#áEFÞ:±P�、�O�ÅFgÇN(/0123456。

２　.,/#012

AQSTGÞ!ST(;FÓRáíS(。TÓ|U7(RFST，â|U7(M!EFÞ!S
T。TÓá|U7(RFST，-VWM!（@X¾¥(BC ）EFÞ!ST。

ＧＢ／Ｔ１３３５．１　56YZ　[ÿ
ＧＢ／Ｔ１３３５．２　56YZ　\ÿ
ＧＢ／Ｔ２９１２．１　��]　^_(rh　J１$�：̀ a�zb(^_（zcd�）

ＧＢ／Ｔ３９１７．２　��]　�×efQy　J２$�：Zgsp（ h）efab(rh
ＧＢ／Ｔ３９２０　��]　ij4sk　l/mij4
ＧＢ／Ｔ３９２２　��]　ij4sk　lnoij4
ＧＢ／Ｔ５７１３　��]　ij4sk　lzij4
ＧＢ／Ｔ７５７３　��]　zcdpｐＨq(rh
ＧＢ／Ｔ８４２７—２００８　��]　ij4sk　l±Peij4：rs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　��]　skFtuvw�xyz{
ＧＢ／Ｔ８６３０　��]　vw�xy|}~>?(rh
ＧＢ／Ｔ１５５５７　56=W
ＧＢ／Ｔ１６１６０　56F±"r�(}~hi7��
ＧＢ／Ｔ１７５９２　��]　�F���g(rh
ＧＢ１８４０１　�t��N]�!¢�<=)P
ＧＢ／Ｔ２００９７　345　ßà;w
ＧＢ２０４００　�����　¥Ò×���
ＧＢ２０６５３—２００６　��FXí�Q��5
ＧＢ／Ｔ２１２９４　56�?Qy(�k��
ＧＢ／Ｔ２２８０７　�����　?Isk　���A�(rh
ＧＢ／Ｔ２３３４４　��]　４�����(rh
ＧＢ／Ｔ３１１２７—２０１４　��]　ij4sk　����ij4
ＦＺ／Ｔ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６　��×��Q��×　�hab&�[�(rh　�p�
ＦＺ／Ｔ８０００２　56"J、@6、KL�M?
ＱＢ／Ｔ２２６２　����=W
ＱＢ／Ｔ２５３７　��　ij4sk　�E�/mij4
ＱＢ／Ｔ２７１１　��　×����sk　e�b(rh：��e�
ＱＢ／Ｔ２７２４　��　?Isk　ｐＨq(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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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６４８７　ÈÉ1�　 msk�(r�<=　rs�¡（Ｒｏａ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ｉｍｐａｃｔｔｅｓｔ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　34567

ＧＢ／Ｔ１５５５７、ＱＢ／Ｔ２２６２¢h(:&AQ=W�hiEFÞ!ST。

３．１

)8　狆狉狅狋犲犮狋狅狉狊
��¥£¤y�#¥¦m§yb(fg¨O，FÞ3l§(6�。

３．２

9:;<=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狊狋狉狅狀犵犾犪狔犲狉
56N]�，Æ©óÌÍÁÇÎ，�¥ª«¬Ñ、�Ð4xy(fgc。
>：��fg�®Fabh¯°h�(�c# c_`。��fg�®F c#±c_`。

３．３

?@AB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²d³Qxy，Æ´µ#�°á¶éê�í�XÔÕí�Q(fg。
>：defg@X:A>·：

ａ）　de¸¹（@º¸¹»¼á½Þ３ｍｍ；¾¿¸¹VÀÁÂ4á½Þ５ｍｍ）；

ｂ） dec（deÂ#deÃÄ， �(Åá½Þ３０００ｍｍ２）。

３．４

CDEF　犻犿狆犪犮狋犪狉犲犪
ÆÌÍ�V¥lmå+(G"no。

３．５

GH　狋犲犿狆犾犪狋犲
FÞhirsno(ÆÇfg。

３．６

IJEF　狋犲狊狋犪狉犲犪
È2lmrs(no。

４　KLMNOPEQR

４．１　KLMN

GÞ3É7ÈÉÊ( më�Ð34(56�ÅËÌxyz{：
z{１：�¥ßh34(56，ÍÎÎ�ÏÐ，ÑÒ�±"�HI。
z{２：�¥XÞz{１34xy(56，ÑEÓÔÕG56Î�(��。

４．２　PEQR

;Ò�Ö×Ａ�Ａ．１()h。

５　ST

５．１　U0VW

５．１．１　KLMNX>

xyz{;Ò�Ê１)h，Ñ;"|ÆN](lØQ"Ù¨，IÚ１�Ú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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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１　KLMN１X>Z[Y Y２　KLMN２X>Z[Y

５．１．２　\]^_5U0VW

AQÛÜ��PÝ�Ð，@XÞá�Þ:A}~：

ａ）　�Pß#-�ß(àá�âãäå；

ｂ） N]àá、>·#æçè-èéÝ2ê；

ｃ） 56(g�ëg(O�&A�ÛÜ；

ｄ） N](ì2"#æY；

ｅ） Ò�ＧＢ／Ｔ１３３５．１�ＧＢ／Ｔ１３３５．２)h(56YZ，Ñ�Ð@íîï�E}ç(ÛÜ；

ｆ） ðÞíF(ñ>Qyèò(ÛÜ:&ðÞ@íîï�ÐV�E4èò(56(uv；

ｇ） 34xy�@A(Chå+(ÛÜ；

ｈ） 34xyáy)î(Cóå+(��7ôíõ��öFíy÷Îøù5634xy(�ú；

ｉ） 56û4ÚgÒY、üÛÜ&�ÉÒYè；

ｊ） ýþ�KL(âãÿg；

ｋ） 56¾¥ÒY(©i；

ｌ） í>·Z(/012áE�ÔÕ!·56；

ｍ）N]"ô#v：@$56(4�Óí.%(，*FÞ.%(4�;Ò�Ö×Ｂ()h；

ｎ） lØQ"Ù，@AN]àá、YZ、(gO�&A�è。

５．２　)8`abc

4���;á&'２０％。

５．３　)8debc

4�;(�ÆⅠ·n，)h4�;Ò�５．２(;w，*+��$%Ö×Ｃ�(Ｃ．２ì2。

５．４　fCghi

N]áÍno（IÚＡ．１）(«l§,¬Qy;Ò�Ê１()h，í��4�;-�.�d'。

j１　fCghi/L  �Å/

xyz{ <=;w

z{１ Ⅰ·�Ⅱ·：≥４．０；Ⅲ·：≥１．８；Ⅳ·：≥１．０

z{２ Ⅰ·�Ⅱ·：≥７．０；Ⅲ·：≥２．５；Ⅳ·：≥１．５

５．５　klABmn/L

O]���fg(�?Qy$Ê２)h。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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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２　klABomn/L

0　　1 <=;w

^_A�／（ｍｇ／ｋｇ）

ｐＨq

í�b23456�g／（ｍｇ／ｋｇ）

78

$ＧＢ１８４０１)h

(g�ëgij4／ò

lz
>i

9i
≥３

l:no
>i

9i
≥３

l;no
>i

9i
≥３

lx/m ≥３

l</mａ
≥３

����ｂ
≥３

leｃ
≥３

efabｄ／Ｎ ≥７０

�habｅ／Ｎ ≥１４０

Z|=h�hab／Ｎ ≥１４０

vw|}~>?�ｆ／％
��N]

>? ≥－２．０

@ä ≥－３．０

Ö[ ≥－３．０

Yä ≥－３．０

Z[ ≥－３．０

��N] »A、BA ±２．０

　　>：CDＧＢ／Ｔ４８４１．３)h，Ei¬Þ１／１２�g�i"#¬4Å¬i，Eiá¬Þ１／１２�g�i"#¬4Å

Fi。

　　
ａ +G、,�、HG·(g&¬i(g(l</mij4I´9!"#)hÔJò。
ｂ âüK¬i7Fi8�(N]。
ｃ ëgáüK。
ｄ ��(gáüK。
ｅ ��N]�habüK$�ÅⅠ·no�Ⅱ·noÁ�h$�。
ｆ vw|}~>?�âüKv�ízv(N]。

５．６　pqmn/L

O]���(�?Qy$Ê３)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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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３　pqomn/L

0　　1 <=;w

^_A�／（ｍｇ／ｋｇ）

í�b23456�g／（ｍｇ／ｋｇ）
$ＧＢ２０４００)h

ｐＨq ３．５～９．５

lx/mij4／ò e(�≥３４，G(�≥３

���／（ｍｇ／ｋｇ） ≤６

e�b／Ｎ ≥１００

６　rs/Otuvwx

N];LD�"�Ö，ÓCD９．７È2rsÎ，sÖÝÔÕ56Î;yÏì2Æ¾¥Mh¹TA(
ñ>�'，�GÊＥ．１�(�N，sÖÝ(¾¥OPQ;ÓöR(。

７　?@ABoy0

７．１　?@ABoz{

defgÒ�ＧＢ２０６５３—２００６(２ò#３òdefg(;w。

７．２　?@ABy0|dO}~ST

７．２．１　��

¨ÖñÌ$�(;w@A：

ａ）　|S：̈ Ö|T6>°VÕUV»AA４０ｃｍ:¨($�，de¸¹W[4áÕÞ４０ｃｍ， 
¹[4áÕÞ２０ｃｍ，#decáÕÞßÁ。

ｂ） XG：̈ ÖXT6>°VÕUV»AA４０ｃｍ:¨($�。de¸¹W[4áÕÞ３５ｃｍ， 
¹[4áÕÞ１５ｃｍ，#decáÕÞßÁ。

ｃ） Yÿ：̈ ÖY/°V»AAZY�，Y�°X|ñ６ｃｍ(Pä}，de¸¹ß[Y¨W[4á
ÕÞ２０ｃｍ， ¹[4áÕÞ１５ｃｍ，#decß[YáÕÞßÁ。

ｄ） ßT¨ÖZS;Æ|SÁ$;w;Fdefg。

７．２．２　��

ZB=°AAZZ�，[h°X|ñ６ｃｍ(Pä}，de¸¹W[4áÕÞ３０ｃｍ， ¹[4áÕ
Þ２０ｃｍ，#decáSÞßÁ。

８　��OPE

ÓCDÖ×Ａ�\](F�È2�^Î，56(��;w@A：

ａ）　Ò�Ö×Ｂ(F_£¤m§(4�;ÆⅠ·n。

ｂ） Ⅰ·、Ⅱ·、Ⅲ·no}¾¥h�_`(�h，ZS;¥ß¹��`(g�Ð34(h°，5a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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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ÎË'Bbc�hÈ2�^。-è�h;Ò�５．４�(l§,¬rs;w。

ｃ） @$?Æd�e)T，*;¢6Æ56(óÊ(fA，ÑÆ-A(¥ßc��#�×。�Ê6
gp]È2�k(，;Ó756�(_`8Í。

ｄ） 567ÔÕÝG"�hÁ;îï�ij、kl�m'$�R+('�no#ÑÒ，56óÊ(
(m'×、pT(q�r([4;½Þ５ｃｍ。

ｅ） Æást��a4�H$(ÃÄA，ÜtÔuÝvíywE，v�øÐ56(Î�。

９　�I��

９．１　��OPE

$Ö×Ａ)hÈ2�k。

９．２　)8`abc

$Ö×Ｃ)hrs。

９．３　)8debc

$Ö×Ｃ�Ｃ．２)hrs。

９．４　fCghi

$Ö×Ｄ)hrs。

９．５　klABmn/L

９．５．１　����

$ＧＢ／Ｔ２９１２．１)hrs。

９．５．２　狆犎�

$ＧＢ／Ｔ７５７３)hrs。

９．５．３　�P�������B

$ＧＢ／Ｔ１７５９２� ＧＢ／Ｔ２３３４４)hrs。ßàx$ ＧＢ／Ｔ１７５９２�r，Ó�r'�6�／#
１，４�y6Î，z$ＧＢ／Ｔ２３３４４�r。

９．５．４　��

$ＧＢ１８４０１)hrs。

９．５．５　�M���

$ＧＢ／Ｔ５７１３)hrs。

９．５．６　������

$ＧＢ／Ｔ３９２２)hrs。

９．５．７　�$����

$ＧＢ／Ｔ３９２０)hrs。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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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８　�� ����

$ＧＢ／Ｔ３１１２７—２０１４�(��Ａ)hrs。

９．５．９　�@���

$ＧＢ／Ｔ８４２７—２００８�(��３)hrs。

９．５．１０　¡¢;<

$ＧＢ／Ｔ３９１７．２)hrs。

９．５．１１　�£;<

��N]$ＧＢ／Ｔ２１２９４)hdpÑrs。��N]$ＦＺ／Ｔ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６)hdp，dp$��
ÝÅⅠ·no�Ⅱ·no(�hÁ，Ñ$%��ＢÈ2rs。

９．５．１２　�¤¥£�£;<

��N]$ＧＢ／Ｔ２１２９４)hdpÑrs。��N]$ＦＺ／Ｔ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６)hdp，dp$�Å
Z|=h�hÁ，Ñ$%��ＢÈ2rs。

９．５．１３　¦§¤}~¨n©

zv|(}~>?�$ＧＢ／Ｔ８６３０)hrs，®F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ＡZ"#vÖ�，vwz
{４Ｇ，v�2v(®Fvwz{４Ｈ，xy��®Fz{Ａ。vw|(}~>?�;Æ{��,�|d

３TO]È2rs，rs_$d３T({}q。~ÍÎ?Æ¤�7�[(sk_$Î，*:¤�（#�
[）(２Tsp({}q'Åsk_$。

９．６　pqmn/L

９．６．１　����、�P�ª«����B

$ＧＢ２０４００)hrs。

９．６．２　狆犎�

$ＱＢ／Ｔ２７２４)hrs。

９．６．３　�¬$����

$ＱＢ／Ｔ２５３７)hrs。

９．６．４　®¯

$ＧＢ／Ｔ２２８０７)hrs。

９．６．５　¡°<

$ＱＢ／Ｔ２７１１)hì2。

９．７　rs/Otuvwx

$Ö×Ｅ)hÈ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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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ABz{

$ＧＢ２０６５３—２００６)hrs。

１０　X±、²+、³´5µ¶

O]("J、@6、KL、M?$ＦＺ／Ｔ８０００２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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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犃
（.,/·¸）

¹º»{PEo¼6

犃．１　PEQR

Ë'�^ÆÌÍ�ð¬(/0156Ê(¬ÑÃÄ，yÏ�(��/0156lm7,¬(å+，
�ÛÁ�'ßÌ�56Ê(n�O４·å+·Ý(��。Ⅰ·noÓlmXå+n，Ⅰ·no7Ⅱ·
noÓ,¬Xå+n，Ⅲ·noÓ�4,¬å+n，Ⅳ·noÓ,¬ÑÒÕå+n。56�;(Qy7
��no¥ð。Ch56¨Ⅱ～Ⅳ·no@X(PäÓË'�Þ56}~(r�Rh(。Ⅰ·no(
PäÓLDÖ×Ｂ_Rh。�q7}ç�F_�^56_`7¨]nofµ(Ò�z4。ÚＡ．１�
�D��(no��7}~。

>：!��CD/01ÌÍíyGÆ±"(áÍ$�POáÍz4ÑÒ(å+_��56¨(no。

uv：

１———XG；

２———|G。

Y犃．１　½¾+�¿»EFdeoY�（ÀWoNÁÂeo¾+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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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e

犃．２．１　ßT�(、Æ�¥�Qìáb�#,¬(��０．５ｍ×０．５ｍ(fg，.@�。

犃．２．２　yÏ��'ÚＡ．２&'(g�(�Ú��，.@}ÿ��)。

犃．２．３　-Ａ．２．１fg¨b'(Ａ．２．２g�(�q。

犃．２．４　yr�sgÊ(�a，[4Å１ｍ，�4�５ｍｍ(��，.@�}。

犃．２．５　yÆ56óÊ(¨'á�mV"�°（Â4½Þ５ｍｍ）(��，.@�Y�。

犃．３　IJGÃ

ZSßTy-Ê�w(¥HPä(56，#Ý}çp，ßT}~E�FÞÖ×Ｃ�rs01(5
6，#�Å)P(}~ÔÕÝ�'(56。

犃．４　ÄÅ

犃．４．１　ÆHoÇÈ

�qí:Ë'r�56(}~_#¡，lm4�(}~;Ò�Ö×Ｂ(8ð;w。
@$#¡r�56，;FＡ．２．４�(6�／��r�56(óÊ(，ÑCDÊＡ．１�(=ßÌ56

G;}~，$V�５ｍｍÈ2�^。
CDÊＡ．１�&'(F�uv，��'=Ì狉１、狉２ �犾q。

j犃．１　É*+}~�ÊⅡ»EFÆH}~

�q �q}~／ｍｍ 56G;}~／ｍｍ

 $

狉１  $ä4×０．３

狉２ -Y�ñ $�a¡�fßÁ(Yÿä4×０．３

犾 Y�ñ $�a×０．５５

¢$

狉１ Y£s[×０．２

狉２ 狉１×０．１

犾 狉１

¤$ 狉１ ¸Õ-Y¥ñZ¦§([h(�a×０．１；ÞA¨¨��ÞY°

©$（Xª）

狉１ ©$ä4×０．５

狉２ -©«ñZ¦§�a¡�fßÁ(Z¦ä4×０．２

犾 ©«UñZ¦§�a×０．４

©$（¬ª）

狉１ ©$ä4×０．２５

狉２ -©$ñZ¦�a¡�fÁ(Z¦ä4×０．２

犾 ©«UñZ¦§�a×０．６

　　>１：狉１ Å?�J¼。

>２：狉２ Å½�J¼。

>３：犾Å�¿�，IÚ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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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Ａ．２¾�，Æfg（Ａ．２．１）̈ ®¨�q(g�，t=Ì�q7=¯��(}~8Ò。
b'@Ａ．２．３)h(�q，t狉１、狉２ �犾(�q}~Æ��q(±２ｍｍf}。

Y犃．２　ÆHËÌ（ÍÎoÏÐÑÒÐ）

犃．４．２　Ⅱ»EF

=ÌⅡ·no(�q78ð(lm4�4�¿ß2（Oß°），|©�qAno(56_`。
|©�:A°¢h(no}(56_`：-Y$AÕ!�¤$(Ⅰ·noÑ¨�»ñ=$。°±

AA，-Zÿ[hñ©«，A[hXáSÞ７５ｍｍ，A|áSÞ５０ｍｍ。

犃．４．３　Ⅳ»EF

|©ÆAQno}(56_`。!no;��'-@XyÏ�ÐVÕ(34z{，Mh(²�9
#í>(³�：

ａ）　´x：Æ56XG，�X�há&'´xä4(３５％，a¢$Ⅱ·no�q(�a&'３０ｍｍ
(no；

ｂ） µ$：->¨�+�aÅ１００ｍｍ:}(no；

ｃ） ¶：�Y·há&'ä4(１５％，�Y�(�a&'５０ｍｍ，�Y£h°Á&'７５ｍｍ (
no；

ｄ） ¸$：�Þ¸$，�X�há&'３５％，XÞ?¦ä°，�a¤$Ⅱ·noáSÞ２０ｍｍ，�©
$Ⅱ·noáSÞ３０ｍｍ，�Zÿ[há&'１３０ｍｍ(no；

ｅ） ½¦：©«ñZ§fµ，-Z¦·$A¨３５％(X|no；©$|$，¹º:¨，Â4á&'-
ä4２５％(no；©$|$，Â�XQá&'©$ä4３５％(no。

犃．４．４　Ⅲ»EF

Ⅲ·no�ÞⅡ·�Ⅳ·nofµ。|©��no(56_`。

犃．５　IJÓÔ

rs»ú;@A:A}~：

ａ）　|vLD!Ö×(rs��；

ｂ） rs»ú(\]，@XＡ．４．１�(}~；

ｃ） ÊＡ．１�Q'(=ßÌⅠ·�Ⅱ·no(狉１、狉２ �犾(��q#àiq；

ｄ） ÆⅠ、Ⅱ、Ⅲ、Ⅳ=Ìno}56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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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犅
（.,/·¸）

CD)8oSTÕÖIJ��

犅．１　×Ø

!Ö×ûüＥＮ１６２１１：２０１２，&'D�¼/01256#½��¼/01256# ¾tF(l
m4�(;w。

犅．２　ST

犅．２．１　ÙST

V¿CÝuv，¾¥(}~7³qÀÁPäÅ±２％:}。

犅．２．２　CDEF———)8

AQG"$�Rh'Ålmno，G;(4�'@A�·：

ａ）　¢　　　　　　　　　　　　　4�“Ｓ”；

ｂ）  &X¹º 4�“Ｅ”；

ｃ） ¤（Â） 4�“Ｈ”；

ｄ） ©7¨¹º 4�“Ｋ”；

ｅ） ©、̈ ��¹º 4�“Ｋ＋Ｌ”；

ｆ） 4�“Ｋ”:A(¦X$ 4�“Ｌ”。
lmno(}~;Ò�Ｂ．３．２．２。

犅．２．３　<oÚÛ

ÓCD!rs��Glm4�È2rsÎ，rs_$({}³qá;&'３５ｋＮ，ÍÎá;¥ 0
_$&'５０ｋＮ。

犅．３　+e

犅．３．１　ÜÝ

犅．３．１．１　ÞuÜÝ

ÃF!�Ä，ßÌÅ�Æ"¸ÕMh(V»É¼q�Æñ(�ÞrsÇÈ¨(p]¨。!Æ"(
�¿;É«ÇÈ(�¿。!Æ";Î（５０００±１０）ｇ，lmÎ9NÇ(�y;Å５０Ｊ。

犅．３．１．２　ÞuDgß

Æ"m§U(Ê(;�,eÊf�O，}~Ó４０ｍｍ×８０ｍｍ，J¼Å５ｍｍ。

犅．３．１．３　àá

ÇÈ(Ê(;ÅJË�，J¼Å５０ｍｍ；,eÊf�O。WX4Å（１８０±２０）ｍｍ（IÚＢ．１）。!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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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Ë'ßÌÌÍÎÏ¥ÐÄÖÆÎ�ZSÅ１０００ｋｇ(×"（·Ñ）̈ ，̈ ]¥ÐÄ;CD�PÝ(
MÒÓx��Ô。

 �ÅÕÖ

Y犅．１　àá

犅．３．１．４　I�<oÜÝ

ÇÈ;�×�，�pÆØlmrsÎ，ÆÇÈ��Ä·Ñfµ�$(bÙy¥¦ñ¥Ð;Ú(ßÌ
Û¯b�¥ÐÄ¨。!Û¯¥ÐÄ;¥ßÌZS２００ｋＮ(Ü#(Pä，-dq·�½Þ１ｋＮ。Û¯
¥ÐÄ(_$;Ë'ßÌÍÿ(?ÄÈ2Á�，���×Æ�E(�Ê¨。@X6gÆ"Æ}(r�
��;LDＩＳＯ６４８７(ＣＦ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ｌａｓｓ·êÝ�èò）¥ßÌÝ�t;。

犅．３．２　GH

犅．３．２．１　GHAB

pq;¥Þ,¬(（.ßc(）(g�'，!(gÆ¾¥tF¹TA;yà9(g�7}~。
>：ß>�E(fgÓＰＵＲ（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ßc(ＰＥＳ（ｐｌｏｙｅｔｈｅｒｓｕｌｆｏｎｅ）(g，２８０ｇ／ｍ２～３６０ｇ／ｍ２，÷F'á1

âÂ。

犅．３．２．２　GHoËÌO}~

pq;Ò�ÚＢ．２�"v(g��ÊＢ．１�(}~。ÇNãt;Arsäkå�ÐO�(ÛÜ，

:I´9-¨]Ê�îïrspq(��}~。
>：ＢZ4�(}~æAÞÉ«D?±³/012(�w。ÞÓ，-éêÚçüè，ＢZ4�ÆB�Ch¹TA6

´ÑáEF。ÛÎ，tFÝ6´�îïＡZ4�。

j犅．１　GHo}~

4�
ＡZ4�pq／ｍｍ ＢZ4�pq／ｍｍ

狉１ 狉２ 犾 狉１ 狉２ 犾

Ｓ ５５ ３２ ６４ ７０ ４０ ８０

Ｅ ４５ ２４ １１８ ５０ ３０ １５０

Ｋ ５５ ２４ １００ ７０ ３０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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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犅．１（±）

4�
ＡZ4�pq／ｍｍ ＢZ4�pq／ｍｍ

狉１ 狉２ 犾 狉１ 狉２ 犾

Ｈ ３２ ２４ ６４ ４０ ３０ ８０

Ｌ ３２ ２４ ６４ ４０ ３０ ８０

Ｋ＋Ｌ ５５ ２４ １８５ ７０ ３０ ２４０

Y犅．２　GHoËÌ

犅．３．２．３　GHoy0

@A¾]，pq�F_Rh4�(V½no：
———4�;Æ12é2�êÎ，yë78(ìp)hí-ûg�，ßÌrs12#ÝßÌEÓ}

~(±"�Z6´í:¥îÞ�Ìsk；
———=Ì4�;Æ�rs"（12／�Z）̈ È2ïð。ÓïðñVñ�Î，;FpqÆ4�¨È2

ïò:�^��(}~。

犅．４　IJ��

犅．４．１　�âoãäåæ

p];Æó4（２０±２）℃，8G<4（６５±４）％(éê�#¡ZS２４ｈ，@$Æ¥ÝÞ¨]éê¹
TAÈ2rs，ìôrs;!cõÞ-E�¹TA�'(５ｍｉｎf}。

犅．４．２　Gç

�Íp)Ä（.：fgö4、÷4è）�O(4�í:øhÅùÞÍßú。rsp];�Íßú�(
Ìp]`O。rsäkåí:-ÊＢ．１�"v(ôß4��îïp]。

犅．４．３　Gçode

p];�¢�ä(ÆrsÇ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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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Ì�Q�¥���øÅ9ÏE�。���Q�¥Oßhl4äûÕÆÇÈA�，-ëüp]AAýAÇÈ，

Þá;'Þ（�þ(）ÿÌ#ÝÌep]。�¥�_ñäûÕlmno(ßÌ{(�Qé¨，ÞÓá;«í9。

AA(b５Ｎ～１０Ｎ。

犅．４．４　IJèé

rs;tFＢ．３�\](6�，Æ=Ì4�¨３ÌáÍU¨È2，�Þrsn}(��UfµZS
8�５ｍｍ。G�$９ÌrsU，３ÌU;ÆrsＡn，３ÌUÆＢn，３ÌUÆＣn。ÚＢ．３Æpq¨
"hDÌrsn。

uv：

１———rsnＡ；

２———rsnＢ；

３———rsnＣ。

Y犅．３　IJEFo¼6

犅．４．５　IJ9ê

;�９Ìr�q��'³q。

犅．４．６　IJÓÔ

rs»ú;@XAQÛÜ：

ａ）　lm4�(C�，@X_!、�¤U7、lm4�g�；

ｂ） tF!Ö×(��；

ｃ） rs_$；

ｄ） @$8ð，7!Ö×��(ôíÀÁ；

ｅ） rs�"#ñ(ôíáßà(CU；

ｆ） rsU7；

ｇ） ì2!Àrs(äkå(¥ðÃÄ。

犅．５　Xë

"é;@A:AÛÜ：

ａ）　�Pß&-K#(-�ß(àá、ß"#Ý-èC$；

ｂ） N]ZY、ß�àá#æç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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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ÊＢ．１（.，“Ｓ”ＡZ）Rh(4�·Z；

ｄ） =Ì4�;¥"é，;w@A：
———Æ4�¨#ÝÆÖÆ4�¨("Ù¨；
———%�;í�、�&；
———ßhÀ³('('z|)*àØ；
———"é;+Ï?:,Þ-5�bÑtF�&(³.。

犅．６　cìíîïo^_

�Ð&/0Ý(4�¨;ZStF�t)h()P1.23¥ðÛÜ，¾¥(ÛÜ;ÓvR(。
;�ÐAQÛÜ：

ａ）　�Pß#--�ß(àá�âãäå。

ｂ） G;Ｂ．５ｂ）�Ｂ．５ｃ）(N]CQuv。

ｃ） ì2("#æY。

ｄ） tFM4：
———�"，5ô�¼7d'；
———tF��（.@：ó4Pä，-67ñlm(Ê%，8?）；
———ý?、û4�üM4；
———'(M4；
———Gíy'9(N:EÓ(�ú，;-Óãð#<b，#4�(C�（.@bV$�#?I

õ�）；
———@$¥H，;jk=Ú，$TYçè。

ｅ） E�KL(@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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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犆
（.,/·¸）

(Cg)8bc/oI6

犆．１　×Ø

!��FÞrhÆ/01ÌÍ�3l§4�ÆÔÕÝG"¨��(íyQ。�>��íy�67
G"(8ð$�，k?>ÆÑÒ(å+。

犆．２　+e

犆．２．１　ËÌ?�，yÏj)ä?e3l§4�(�@�56(óFfg:AÓ２０Ｎ(bBkA9
CÎá���。

犆．２．２　A?�Bk（２０±２）Ｎb(��。

犆．３　ðÄ

犆．３．１　ÆßÌ3l§4�(�@２０ｍｍ:}(56(_`abc$�)h¨ßÌ?�，ÍÎÆ3l
§4�(8G��(�¨6)h¨ßÌ?�，tËÌ?�8GÔ'(°D��ÞÔ'lm4�(�¿。

>：Ó3l§4�Ó¢(Æ56}�.Î，4��@�8G��(}�.ß+)hÆ?�¨。

犆．３．２　AËÌ?��ÝBk（２０±２）Ｎ(b，@$4�ÁÇ��，̧ b(�Arh4�(»¼，ÍÎr
h4�8GÞ56¨_`abc(?�(EFd�(�a。

犆．３．３　����q'Å4�»¼(ßÌ9�。G=Ìlm4�8���４５°lØ４Àrs。�×A=
Ì4�(４Ìrs_$。

犆．４　IJÓÔ

rs»ú;!@XAQÛÜ：

ａ）　|vLD!Ö×(rs��。

ｂ） rs56(\]，@XChÔÕÝ(}~Pä。

ｃ） GÞ¢�(3l§4�，=ÌBk(b(ÛÜ：

１）　lm4�(��；

２）　b(�A；

３）　LDＣ．２��(4�(ôí��(²�9。

ｄ） 7Mh(rs'z?Æ(¾¥À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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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犇
（.,/·¸）

fCghioIJ��

犇．１　×Ø

�G/012ÆGÛÉ(é2(ÃÄ，!Ö×�ÐDßÌrsÔÕ(/015G12�Ð(34
'F(�"rs��。

犇．２　¼6fCghi

犇．２．１　QR

rsp-ChX4Æñ:)h34K�(,¬¥H¥(Iz{(¨。rspJ�,¬(ÎµË'
&ÎrhËCKùL�c(ÎµÁ_Rh。�ËCKùLßCÔ'rsp(óÊ(，ßCÔ'�rp
(}Ê(。

犇．２．２　IJ+e

犇．２．２．１　rs6�;�¡:AQy：

ａ）　¥3８ｍ／ｓ；

ｂ） ¥(I4／M4ＯＰ６０；

ｃ） ,¬no１９６３ｍｍ２；

ｄ） AspBk(b４９Ｎ；

ｅ） sp¨(NÌa２５ｋＰａ；

ｆ） Æ"X4５０ｍｍ。

犇．２．２．２　rs6�;�:A$�¨O，IÚＤ．１�ａ）、ｂ）、ｃ）。

ａ）　ßÈ７５０Ｗ#O?(P�，Q�ßÌÎÞ１０ｋｇ»¼?Þ１５０ｍｍ(Rÿ［IÚＤ．１�ａ）�２］。

ｂ） ßÌÎÞ１０ｋｇ(-�R［IÚＤ．１�ａ）�３］。

ｃ） ß¹ＯＰ６０S?TU¥［IÚＤ．１�ａ）�４］̄ ÆËÌRÿ¨Ñýe。

ｄ） ßÅöÞ２０ｍｍ(IÊq［IÚＤ．１�ａ）�５］z{(Æ¨$U¥(A�。

ｅ） U¥('(&VWÁ���，tF@A：

１）　»¼Å２００ｍｍ('(X［IÚＤ．１�ａ）�６］，�JyÈP�¥�。X��»¼Å０．２ｍｍ
(YZ[\��O，q�r[4４５ｍｍ。ÆXÿ２００ｍｍPä}¥�２０００００C\�E
FÞU¥(tF。Xÿß»K]，�pÓU¥]�ñRÿÎ，\�\Ô7U¥�h。ÆÍ
ß�A¨，\�]�(34ÓU¥34(３^。

２）　ËÌ_V|'U。ßÌ［IÚＤ．１�ａ）�７］ÆXÿ(X�，ßÌ［IÚＤ．１�ａ）�８］Æ
Xÿ(|�。ËCªV`-¨AË[GÕU¥，7U¥fµgOa½¾µ。ªV`öG
U¥ìb�，ÞÓRÿ]�Îáy�hñU¥。cx'Vij(fg，*|¤ªXÿdA
(VW。

ｆ） ÆeI(fg［IÚＤ．１�ｃ）�９］hr¢6Õrsp])hÄ［IÚＤ．１�ｂ）�１５］。Æ,
¬rs'z�，fgÁÞz{��，yÏ�g¡(6�［IÚＤ．１�ａ）�１０］�¤ñ;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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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fg¥ßÌjÚ［IÚＤ．１�ａ）�１１］A-kÆßÌV»((¨K�。fg(
��í�8;(ïò，t=¹U¥¨¥¹lDí:tF。fg&-Öù(íïðÎÅ［IÚ
Ｄ．１�ａ）�１３］í:Ærsp](¨$Bk４９Ｎ(b（Ærsp]Ar�）。

ｇ） p])hÄÓKù_`，}~@ÚＤ．１ｂ）¾�。9@XßÌmq［IÚＤ．１�ｂ）�１４］，p]
)hÄ［IÚＤ．１�ｂ）�１５］�ßÌ»¼Å７５ｍｍ((q［IÚＤ．１�ｂ）�１６］，�,Þ�G
óÊ(no!�。

ｈ） (q�p¥ßÌ»¼Å４０ｍｍ({(no［IÚＤ．１�ｂ）�１７］，!noóäéûÕßÌÂ
4Å１５ｍｍqrJ¼Å３５ｍｍ［IÚＤ．１�ｂ）�１８］(no。-s($�7(q(V»(g
Oß2({dRt［IÚＤ．１�ｂ）�１９］。

ｉ） (q�ßc０．８ｍｍ～１．０ｍｍö(��［IÚＤ．１�ｃ）�２０］É«，F�bu�vw�。�x
sk(Ãg，ÞátFU¥，ÆG(qz{nol§yÀ#:¨f|，z{no(»¼;Å

４５ｍｍ～４７ｍｍìÛ|;àí。

ｊ） ��É«((q�ËT１６０ｍｍ (�gz{o�×［IÚＤ．１�ｃ）�２１］¾É«，Ñì�ab
(�b|}q4)hÞp])hÄ:"ãä。

ｋ） p]［IÚＤ．１�ｃ）�１２］{~(ýeÉ«ÆÛ{oz�×¨ì�Kù�`?)［IÚ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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