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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５０　æçu　Ú°�±²　±Q9ÚÕ²Úâ³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µáâº²�¶　S１·¸：$¹º|y÷（ＡＱＬ）º»(¼½º²áâ
´¾

ＧＢ／Ｔ２９１０（�ö·¸）　æçu　Qy:Ò¸¿

ＧＢ／Ｔ３９２０　æçu　Ú°�±²　ÀÁÂÚ°�

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　æçu　Ú°�±²　ÀÃ®Ú°�

ＧＢ／Ｔ３９２２　æçu　ÀÄÅÚ°�±²³´

ＧＢ／Ｔ５２９６．４　ÆÇuÈÕÉb　S４·¸：æçuZ)Ë

ＧＢ／Ｔ５７１３　æçu　Ú°�±²　ÀÚ°�

ＧＢ／Ｔ６５２９　æçu　ÅÊZ±²Õ"#-Ë

ＧＢ／Ｔ６６８２　¸¿Ì²ÍÕ)½Z±²³´

ＧＢ／Ｔ８１７０　µÎWÏ)*2Ð÷µÎ(ÃÄZÑQ

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　æçu　±²Õ(Ò®ÓZÔÕ�¶

ＧＢ／Ｔ８６３０　æçu　®ÓZÔÕÖ¯°9:(ÓQ

ＧＢ／Ｔ９９９４　æç×JøQ�Ø{

ＧＢ／Ｔ９９９５　æç×Jx{Z�Ø{(ÓQ　ÙÚÔÕ´

ＧＢ１８４０１　å(æçtuÇ!gh78)>

ＧＢ／Ｔ２４１２１　æçKu　¢�Û�¬f(ºÓ³´

ＧＢ／Ｔ２９８６２　æçu　vwxy("Ü

ＧＢ３１７０１　opqrqsæçtugh78)>

ＧＢ／Ｔ３２０１６　/0　ÞÇÖ(ÓQ

ＧＳＢ１６３４５２　¡K/0G��£Ý"#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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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Ｚ／Ｔ４０００６　/0xz{±²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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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G ５．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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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tuÈÕÉb¾bM®(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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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３—４Ý；KL、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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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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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ＡÛ、ＢÛtu(8O�UZ=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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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aö，bc¸�hdL

îï

^_��，~`{�-�２０．０％ ^_~`{�-�２５．０％

��、� ａ
��³e（ìfe），�|y~`

{�g�－２０．０％ ，� eÌ

��³e（ìfe），�|y~

`{�g�－３０．０％，� Ç!

eÌ

��³e（ìfe）

�K|y

bck� �m�òh，bc2def�Q�3ijò

�\k�：bc��g�１０�／３ｃｍ；¡lm��g�８�／３ｃｍ

n�、o�、p�q��rs２�，Æ¦tu�rs３�

�tu\6�、÷、°�

�t+v�kw０．５ｃｍ～１ｃｍ��，¹�ce；¢�m��ZNx�-�３ｃｍ

ù y�`)z÷，{|-}，�Z~

~Nk�Y��，'(��，¹x6�

m��\`)，¡����

m�Îã¸���、Ç!¤0

�J`)，¡bÙp�

　　
ａ def|y５００ｇrD<tu���。

４．８　-£u/B�K|y»¼@ö-»)��lm6n，m½u/B�K|y»¼@öæ»)��l
m6n。�bc2defk�Q，�/Bbc�mòh。

４．９　/01@k¡��、¢�£¤¥¦Mj§L¨©(ª«�¬f。

５　GHIJ

５．１　KL)M

$ＧＢ１８４０１、ＧＢ３１７０１OP。

５．２　?@AB

５．２．１　NOPB

bcvwxy(ÓQ$ＧＢ／Ｔ２９１０（�ö·¸）£OP，defvwxy(ÓQ$¿ÀＡOP。

５．２．２　QRSTU

SÕ���%�，ìÕ６００ｌｘrDÉ£���。���2âuÃ+ÏL４５°�，º²¥î(�N-
}�÷�âuÃ+，��Ï６０ｃｍ¼Ó，2ＧＢ／Ｔ２５０"#â³¤4±QÚ~£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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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4VWXPB

îï/0G`�ÓQSÕ¼Ó�Ám0GB���ÑQ，Mï/0G`�ÓQ$ＦＺ／Ｔ４０００９O
P。\K0G`�(ÓQ$ＦＺ／Ｔ４１００３ìＦＺ／Ｔ４１００４OP。

５．２．４　PYZ

$ＦＺ／Ｔ４０００６OP，q3±â|y３．０ｇ±０．３ｇ。

５．２．５　[\Z

$ＧＢ／Ｔ９９９５OP。

５．２．６　QRSAB]UZ

�/01bc��，��ödef，Õ¸�Î≤２ｇ(�0�，$ð（１）́ �øQ�Ø{|y，$ð
（２）́ �|y}~{，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犿１＝
犿２（１＋犠）

１＋犠１

…………………………（１）

　　ð@：

犿１———deføQ�Ø{|y，ñòH�（ｇ）；

犿２———def|yÌÓÎ，ñòH�（ｇ）；

犠 ———deføQ�Ø{，$ＧＢ／Ｔ９９９４)Q；

犠１———defÌÓ�Ø{，$５．２．５(ÓQÎ。

犚＝
犿１－犿０

犿０

×１００％ …………………………（２）

　　ð@：

犚 ———def|y}~{；

犿１———deføQ�Ø{|y，ñòH�（ｇ）；

犿０———def|y)½�´Î，ñòH�（ｇ）。

５．２．７　^_Z

�æ3±â，q3±â|y３．０ｇ±０．３ｇ，�$ＦＺ／Ｔ４０００６)Q(³´�_z�，�$ＦＺ／Ｔ４０００４
�P±²，$ð（３）́ ���{，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犘＝
犿Ｃ０－犿Ｃ１

犿Ｃ０

×１００％ …………………………（３）

　　ð@：

犘 ———��{；

犿Ｃ０———ò��±âÔ�，ñòH�（ｇ）；

犿Ｃ１———ò�Ö±âÔ�，ñòH�（ｇ）。

５．２．８　P`Z

�1b¸L�£3，q3=�1b ２０ｃｍDÉ�Í１*·ò�±â２ｇDÉ，±âk�x1b(
ç�。±âm�0�ÖÕ¢��，¢�'¼ÓMR(�æçvw?|，Õ¸�Î≤０．０１ｇ( `0�，
$ð（４）́ �x?{，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犣＝
犿Ｚ１

犿Ｚ０

×１００％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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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ð@：

犣 ———x?{；

犿Ｚ１———?||y，ñòH�（ｇ）；

犿Ｚ０———±â|y，ñòH�（ｇ）。

５．２．９　abcde

$ＦＺ／Ｔ０１１３７—２０１６OP，±âk�x1b(ç�。«¡º²M=¢`H３６５ｎｍ£��<�
P，¤±âMRÙ¥��，MÑQâux��A��。·¸/0Mj�= ¦��，¼ÓÑQ��A�
�§6º²¥î¨©-Q(�²。¤ö`ª，DＦＺ／Ｔ０１１３７—２０１６(ºÓÁÂH#。

５．２．１０　QRSfg[h)

$¿ÀＢOP。

５．２．１１　TiW

５．２．１１．１　ÀÃ®Ú°�±²³´$ＧＢ／Ｔ３９２１—２００８OP，SÕ±²ß¦Ａ（１），SÕñvw«¬。

５．２．１１．２　ÀÄÅÚ°�±²³´$ＧＢ／Ｔ３９２２OP，SÕñvw«¬。

５．２．１１．３　ÀÚ°�±â³´$ＧＢ／Ｔ５７１３OP，SÕñvw«¬。

５．２．１１．４　ÀÁÂÚ°�±²³´$ＧＢ／Ｔ３９２０OP。

５．２．１２　jklmnoZ

$ＧＢ／Ｔ８６３０OP，SÕＧＢ／Ｔ８６２９—２０１７@Ａ"#®®¡，®Ó�¶４Ｇ，ÔÕ�¶Ａ。m�
tuDÆß1Q�P±²。tu®ÓÉb"¾�¯bc®Ótu，�<bc�P±²。

５．３　CDAB

５．３．１　pHq-

��º²=°¦��ì�Ú«�±<�P，º²²³+%�５００ｌｘ～６００ｌｘ，²+`Æ�´。

５．３．２　lm]UZ

�/01µ�õ°¦ö�ï¶，̀ ·=º²³É，Õ¸�ÎH¸¹(ºù¯¸¶=/01`、{³
»(�¸¼-Z�¸¼.�Óy，̧ ¶�`�Î，$ð（５）́ �}~{，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犛＝
犔１－犔０

犔０
×１００％ …………………………（５）

　　ð@：

犛 ———¯°}~{；

犔１———¯°ÌÓÎ，ñòH½¹（ｃｍ）；

犔０———¯°)½"¾Î，ñòH½¹（ｃｍ）。

５．３．３　56$4rsW

$ＦＺ／Ｔ４１００３ìＦＺ／Ｔ４１００４OP。

５．３．４　tuvw

SÕ¢!、¼Ó，Õ¸�ÎH¸¹º÷¯ìºù¯Óy，ì2"#â%¤4。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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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EFAB

５．４．１　xyUzZ0{ABUzZ

¤��|yº²Õâu1b¼Ó、¢!，�ö���!(âu�©１ß。=ñß1b� ２０ｃｍD
É�¸８��２０ｃｍ×２０ｃｍ(±â８ÿ，=1b���２０ｃｍ×２０ｃｍ(±â４ÿ，RÎ１。Õ¸�Î

≤０．０１ｇ( `0�qÿ±â(|y（�� bc）。$ð（６）́ �^_~`{，$ð（７）́ ��|y~
`{，́ �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１　QRS}~�WG�����|

犎 ＝
∑
８

犻＝１

（犿犻－犿）
２

槡 ７

犿
×１００％ …………………………（６）

　　ð@：

犎 ———^_~`{；

犿犻 ———@¾±â(|yÌÓÎ，ñòH�（ｇ）；

犿 ———８ÿ@¾±â(|y`�Î，ñòH�（ｇ）。

犑＝
犿Ｊ－犿

犿
×１００％ …………………………（７）

　　ð@：

犑 ———�|y~`{；

犿Ｊ———�±â@|yÌÓ®5Î，ñòH�（ｇ）；

犿 ———８ÿ@¾±â(|y`�Î，ñòH�（ｇ）。

５．４．２　�6AB

SÕ¢!、¼Ó，̧ �ÎH¸¹(º÷¯Óy。

５．５　#$4c���

SÕ¿ÀÇEÁÂÃ¹Ä78A�(0GMN%¿ÀＣì¿ÀＤÅÆÇÈ。/0ÞÇÖxy±
²³´$ＧＢ／Ｔ３２０１６@ÖØ´ì¿ÀＥOP。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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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S

$ＧＢ／Ｔ２４１２１OP，ºÓ�©ÉÊ�SÕ１．０ｍｍ。

６　pH(�

６．１　pH��

６．１．１　/01Luº²¸H'¹º²Zðº²。

６．１．２　'¹º²=tuËtÌÍÎÏ��P。

６．１．３　ðº²Ð¡%ÑËt¹Ì1��ìmÒÓª)Q，-Ô=Õt、ÖtÖât、IJì��ö�
-X9Ð�P。

６．２　pHvw

６．２．１　'¹º²»¼� )=|y@(vwxy、defu|、0G`�、xz{、�Ø{、def|y
}~{、��{、bcÚ°�、®¯°9:{、ｐＨÎ、̀ ;、¢�£ª«�¬f、��|yh»、��|
y（_^_��{Z�|y~`{�）h»。

６．２．２　ðº²»¼� S４T@(h·6n»¼。

６．３　��

６．３．１　'¹º²DÒ-mÒìËt½×HÒ-º²½，�Ò-º²½µyØ-，§¸¬、̧ ½ÎÏÐ，

MD���¸½，̧ ¶º²。

６．３．２　ðº²DÒ-uè、JÚHÒ-º²½。

６．４　��

６．４．１　âukÙ��¹º²(m½½tu@Ú¡á�，��|y、��|yáâµy$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２０１２@-Ôº²`Ⅱ)Q，SÕe¡º²-�áâ³ã。ghij、)=|yº²Õ±â=âu@
Ú¡á��©１ß。q3±â(¯°Z�â·ò%Ñçº²»¼¤k(³´"#()Q。

６．４．２　�½yÛ-、Ëte¡、|yÜQ��<，��|y、��|yáâµyM$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Ôº²`Ⅱ)Q，SÕÝ{º²-�áâ³ã。

６．４．３　��|y、��|yáâ³ãNR¿ÀＦ。

６．５　pH����1

６．５．１　��|yZ��|y$ß±Q£Ý，EF»¼$½±Q£Ý，D�ö±²ÁÂ@®5±£±Q
âu(®Þ£Ý。

６．５．２　±â)=|yº²ÁÂ�ö»¼lm"#6nÐÑQß±â�-Ã(º²½)=|ym½。

½��|yZ��|y(ÑQ$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Ôº²`Ⅱ)QOP，¹º|y÷ ＡＱＬ
H２．５�m½uà¸µ。½)=|y、��|y、��|yZghij£�m½ÐÑQHm½½，á*
ÑQH�m½½。

６．６　�H

;Îºâ³¤º²ÁÂö`ªÐ，M�P-�â²。â²Ð'¹º²(é½M$６．３．２@ðº
²)Q，EF$ã�º²()QOP，Dâ²ÁÂH#。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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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

７．１　/01(ÈÕÉbklmＧＢ／Ｔ５２９６．４ZＧＢ３１７０１)Q，)�� K§äå0ZTæ、tuå
0、)½、vwxy、wç³´、tu"#è×、tu|y£Ý、Ç!gh786nÛ¶。;ö§6，éM
� EF)�。

７．２　/01èÛå0（å/01ìÑm/01）k=tu��Ë(bÙòÌ"b，E[¦��g�EF
"¾)�。

７．３　tu)½"¾)�k� Lu{�、̀ �，def|y（øQ�y），�ék"¾=��Ëìê1Æ
Çä�Ý(ëì£�ÀRi"SÉ，)�k2ÀRi"Síî-}。

７．４　vwxy"¾³´klmＧＢ／Ｔ２９８６２)Q。k"¾def0G(/0èÛ（;Ï/0、Ð/0）
Z0G`�（̧ H`0G、@`0G、a0GZ\K0G�Û），ä�Ò`�èÛ0GÑm(defkï
DbðÉb。ý"bdefvwxyà¸4(Ñm/01，k"b/0|y（�y）。

defvwxy"¾Äñ：
��１：５０％Ï/0（̀ 0G）／５０％Ð/0（@`0G）。

��２：１００％Ï/0（̀ 0G）。

��３：１００％Ð/0（x@`0GZa0G）。

��４：９５％Ð/0（a0G），５％EFvw。

��５：��Ï/0（̀ 0G），)�úv，xÏ/0０．５ｋｇ。

��６：１００％Ï/0（\K0G）。

８　��0��

８．１　/01kqß（c）Õ�Ëòìóôõ�Ë，�¿öS７T)Q("�。�ËkÌÆ，¾ÍöØ、ö
<=。¤é§SÕ$ßém�Ë，*��Ëk"b÷èå0ZTæ、tuå0，�Ë)k¿öËÚñ，Ë
ÚñÉk"btuµy、)½、|y£Ý。

８．２　/01��ÐköØ、ö>、ö�%Z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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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犃
（(&)� ）

QRSNOPB�¡1IJ

犃．１　¢£

ã�µ¶å/01ZÑm/01。Ñm/01，�ø¸¿E1bK£��，M¸H�ù、�ú、ôG
.Û。�æÛâu¤j¼Ó¸ûr¢�¸��Òvw，*MDS�¢�¸Ø´ÓQ；¡´¼Ó¸ûr¢
�¸��Òvw(âu，*SÕ:Ò¸¿´ÓQ。

3：SÕ�ùKb(Ñm/01，üM¢��¸Æß1Q，çÛvw¸¶0�，�ÓQEÌ1�Ø{Ö��Ô�，́

�vwxy。

犃．２　¤¥、E¦0Ge

犃．２．１　¤¥0E¦

犃．２．１．１　ýÜþÿ：jíîþÜ�８０℃±２℃，¿ö!"ËÌ。

犃．２．１．２　¸¿ `：̧ �Î≤０．０００２ｇ。

犃．２．１．３　ýÜÙÚ：M#>?１０５℃±３℃。

犃．２．１．４　$�áË%r&'。

犃．２．１．５　ÔÕ(：)Ì¡)�。

犃．２．１．６　*ù+,：�y３０ｍＬ～５０ｍＬ，-.÷/H９０μｍ～１５０μｍ。

犃．２．１．７　0y(、.�0'、y1、02、Ü�´£。

犃．２．１．８　Ù-3：Ý-4µ２００rDÉ。

犃．２．１．９　5â67。

犃．２．２　GeX§6

$ＧＢ／Ｔ２９１０（�ö·¸）、ＦＺ／Ｔ４０００５£3k)Q。

犃．３　G�

犃．３．１　G�¨�

�_/01âu(bc，�â·ò�1b ２０ｃｍDÉ��¸�，k8�bÙõ�9ì�ÒèÛv
w¸����(·ò，:�±â４ÿ。qÿ±â¯°H２０ｃｍ×２０ｃｍ。

犃．３．２　G�6©

M¼Ó¸ûr¢�¸��Òvw(，$Ａ．３．１5�(±â÷¹Õ�±²。§SÕ:Ò¸¿´�P
±²(±â，�Ａ．３．１5�(qÿ±â$��£3$¤�N�â，÷��1１ｇ～２ｇ:Ò±²Õ±â
（RÎＡ．１）。

１１

犌犅／犜２４２５２—２０１９



|犃．１　oª�«JG�g���

犃．４　GH¬

犃．４．１　®E�¯J

�Ａ．３．１5�(４ÿ±â¢�¸��Òvw，=１０５℃±３℃Ü�(ÙÚ@Ù�ý�，̧ ¶0�±
â@çèvw(Ô|y。

3：±âý�;0Ð¾Ï１２０ｍｉｎ，�@0�Ð¾¾<Ï２５ｍｉｎ。

犃．４．２　oª�«J

��Ａ．３．２K©(２*±â，$ＧＢ／Ｔ２９１０（�ö·¸）rＦＺ／Ｔ４０００５OP。

犃．５　GH��

犃．５．１　°±

vw=Ô|yxy$ð（Ａ．１）́ �，́ �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犘ｇ犻＝
犿ｇ犻

∑犿ｇ犻

×１００％ …………………………（Ａ．１）

　　ð@：

犘ｇ犻———±â@S犻é¸vw(=Ô|yxy；

犿ｇ犻———±â@S犻é¸vw(Ô|y，ñòH�（ｇ）。

vwÁmøQ�Ø{xy$ð（Ａ．２）́ �，́ �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犘ｃ犻＝
犿ｇ犻（１＋犠犻）

∑［犿ｇ犻（１＋犠犻）］
×１００％ …………………………（Ａ．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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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ð@：

犘ｃ犻———±â@S犻é¸vw(ÁmøQ�Ø{xy；

犿ｇ犻———±â@S犻é¸vw(Ô|y，ñòH�（ｇ）；

犠犻———S犻é¸vw(øQ�Ø{，$ＧＢ／Ｔ９９９４)Q。

犃．５．２　��>�

¢�¸Ø´±²ÁÂ�４*±â(`�ÎH®ÞÁÂ；:Ò¸¿´±²ÁÂ¤２*±â`P±²
ÁÂ(>¤?~-�２％，*�SÕ@２*±â�P±²，�４*±â(`�ÎH®ÞÁÂ。

犃．６　GH²³

±²ABkCÀ<¥)�：

ａ）　âuå0、è×；

ｂ） 0yl(、±â(|y；

ｃ） q3±â(犘ｇ犻、犘ｃ犻r±²(®ÞÁÂ；

ｄ） }�!³´((Dr`¡��EF；

ｅ） ±²«¬r±²¥î。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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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犅
（(&)� ）

QRSfg[h)GHIJ

犅．１　¢£

±â=-Q(Ð¾Z�G£Õ<，E^�tËj���Z�HI��Jâ，ÓQE�Ò�GÐ(^
�Î，D´�±â(��Z�â(ij。

犅．２　¤¥0¥¦

犅．２．１　�K２ÿ。�KＡ，|y２０００ｇ±２ｇ；�KＢ，|y４０００ｇ±４ｇ。

犅．２．２　�L，|y２００ｇ±２ｇ，̄ °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Æ、�¸、�ê9û。

犅．２．３　�£³，+M�g�２０ｃｍ×２０ｃｍ，�£+`Æ、�¸，2�L�£+¹NÐOm`P。

犅．２．４　º÷¯，̧ �ÎH¸¹。

犅．２．５　 `，̧ �Î≤０．５ｇ。

犅．２．６　´Ðl，̧ ûG≤１ｓ。

犅．２．７　MSÕPQＢ．２．１～Ｂ．２．４6n(±²ËÌ，ÄÍÎRÎＢ．１，±âRä３ÿ`LéL，)S�£
+¯°２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１３０ｍｍ，æ*õ+(� ·òöÛ�¯°NT（Óy>?０ｍｍ～１２０ｍｍ，U
�H１ｍｍ）。

ñòH¸¹

Éb：

１———�K；

２———�L；

３———±â；

４———±âR；

５———VW。

|犅．１　fg[h)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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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　GH+�µ¶·¸¹º

犅．３．１　$ＧＢ／Ｔ６５２９)Q("#-Ë�PXÅÊ、ÅÊZ±²。

犅．３．２　±â=�Yï¶<�PÅÊ，-Ô§ÅÊ４ｈDÉ�`Z。

犅．４　G�

犅．４．１　±â=�1b ２０ｃｍDÉ�5�，�xbc，k¨ö-Ãi[�jö\]±²ÁÂ(ü]。
qÿ±â+MH２０ｃｍ×２０ｃｍ。

犅．４．２　�µÿ±â0y，éL|yÏH６０ｇ(.é±â。

犅．５　GH¬

犅．５．１　�qé±â¸¶Æz^Ý=�£³Éì±âR)。

犅．５．２　��LÝ=±âÉ，¦Ö�BÉ�KＡ，３０ｓÖ�<�K，ÝÌ３０ｓ，;_�â`£３�Ö，�a
�KÝÌ３０ｓ，õbÓy±âÙ�£³ì±âRV+��L(��Û�（犺），́ �E�8`�Î犺０。

犅．５．３　=�LÉ�BÉ�KＢ，３０ｓÖõbÓy±âÙ�£³ì±âRV+��L(��Û�（犺），́
�E�8`�Î犺１。

犅．５．４　�<�KＢ，ÝÌ３ｍｉｎÖ，õbÓy±âÙ�£³1Ó±�c(��Û�（犺），́ �E�8`
�Î犺２。

3：¤SÕEFdl�P±²，$Ｂ．２�Ì3k±²Nµ。

犅．６　GH���°±

犅．６．１　±â��{$ð（Ｂ．１）́ �：

犘１＝
犺０－犺１

犺０
×１００％ …………………………（Ｂ．１）

　　ð@：

犘１———��{；
犺０———$Ｂ．５．２`£Ö±â(Û�，ñòH¸¹（ｍｍ）；
犺１———$Ｂ．５．３`£Ö±â(Û�，ñòH¸¹（ｍｍ）。

犅．６．２　±â�â{$ð（Ｂ．２）́ �：

犘２＝
犺２－犺１

犺０－犺１
×１００％ …………………………（Ｂ．２）

　　ð@：

犘２———�â{；
犺０———$Ｂ．５．２`£Ö±â(Û�，ñòH¸¹（ｍｍ）；
犺１———$Ｂ．５．３`£Ö±â(Û�，ñòH¸¹（ｍｍ）；
犺２———$Ｂ．５．４`£Ö±â(Û�，ñòH¸¹（ｍｍ）。

犅．６．３　´�３é±â(�8`�Î，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Æµ。

犅．７　GH²³

±²ABkC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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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âuå0、è×；

ｂ） q3±â(ÓyÎ（犺）r犺０、犺１、犺２、犘１、犘２ rE�8`�Î；

ｃ） ±²efÜ、Ê�；

ｄ） }�!³´((Dr`¡��EF；

ｅ） ±²«¬r±²¥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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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犆
（»¼)� ）

#$4c�1)GH　½¾¯¿TJ

犆．１　¢£

/0G�ghÖ×ØLijÚ(×ß，�s-QÐ¾Ö，ý�A���/0G(×ß9H£Ú，S
Õ¿ÀÇEÁÂÃÛ¹Ä78A�(0G×ß9Ú��gìÇ!�9Ú。%Ñ×ßkÚ，QiÑQ/
0G§á�s¹ÄA���。

犆．２　¤¥、E¦0Ge

犆．２．１　¸¿ `：̧ �Î≤０．０１ｇ。

犆．２．２　¨l.�0'，y1，mno。

犆．２．３　±�：g�H３６％～３８％(ghÖ。
À�———ÁÂ½¦ÃÄÅ�ÆÇ)0ÈÉ)，ÊHËÌÍ�ÃÎ�ÏÐÑÒ。

犆．３　G�

犆．３．１　N%â：ý�A���(pq/0G�y。
3：rMDSÕË0ìò�Öê�£HN%â。

犆．３．２　1Óâ：=§6ºÓ(0G@Ú¡á��y。

犆．４　GH¬

犆．４．１　0�N%âZ1Óâç０．５ｇ，Uð�０．０１ｇ，6s、Ñ�，̧ ¶Ý�１００ｍＬ.�0'@，$þ4

１∶１００B�ghÖ（Ｃ．２．３），Yt'l，e¸uv，È/0×ØÖ，=２０℃～２５℃(ef<kwxÌ
í�。

犆．４．２　２４ｈ)=�Úyz<�ø1Óâ2N%â×ßkÚ9:(~`。

犆．５　GH��

;1ÓâkÚ2N%âkÚ-}，õ£Ú，*ÑQ1Óâý�¿ÀÇEÁÂÃÛ¹ÄA�；;Â1
Óâ×ßýõ£Ú，*ÑQ1Óâ�A���。

3：-ÔkÚ~`{-，A�{{Û。

犆．６　GH²³

±²ABkCÀD<)�：

ａ）　âuå0、è×；

ｂ） �Õ×Ø±�(å0，g�；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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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â(|y，þ4；

ｄ） ×ßkÚ(9:；

ｅ） 1Óâ(Ó±ÁÂ；

ｆ） }�!³´((Dr`¡��；

ｇ） ±²«¬r±²¥î。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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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犇
（»¼)� ）

#$4c�1)GH　ÓÔ½j¯J

犇．１　¢£

/0G�x/0|�=ÛÜÖi×ß@ê�ËØ，¿ÀÇEÁÂÃÛ¹ÄA�f|�Ø¤L
H}~¿'，qs�øØ×ßMDÑQ/0G§á�¹ÄA�。

犇．２　¤¥、E¦0Ge

犇．２．１　¸¿ `：̧ �Î≤０．１ｍｇ。
犇．２．２　Ø�：À��tmn�ì"|mn�，¦M２０ｍＬ～３０ｍＬ。Õ��Q�®Ô=�ÙÔ。
犇．２．３　ÖØ�：Õ�,ÝåghÖ（１２ｍｏｌ／Ｌ）���６ｍｏｌ／Ｌ。
犇．２．４　：lmＧＢ／Ｔ６６８２HÝ6n。
犇．２．５　�Ë：å�H９９．９９％。

À�———ÁÂ½¦ÃÄÅ�ÆÇ)0ÈÉ)，ÊHËÌÍ�ÃÎ�ÏÐÑÒ。

犇．３　G�

�ÑＧＢ／Ｔ６５２９="#-Ëß¦<�âuÅÊ`Z，6s、Ñ�，Õ¸¿ `0�¨-Ãi(âu
１ｇ±０．１ｇ©Õ。

犇．４　GH¬

犇．４．１　0�２０ｍｇ(±âÌØ�@，B１０ｍＬÖØ�，Ì���@��３ｍｉｎ～５ｍｉｎ。¦Ö，á$
� （G０Ｐａ），e��Ë，�á$�e�Ë，�â.�，=e�Ëï¶<wð。
犇．４．２　�wðÖ(Ø�Ý=１１０℃±１℃ýÜÔÕÚ@，Ø２２ｈ。
犇．４．３　�'Ø�，���ÍÜ，�øØß§áö}~¿'。

犇．５　GH��

�ø�±²�1(Øß（Ｄ．４），;ö}~¿'，*ÑQH¹ÄA�±â。

犇．６　GH²³

±²ABkCÀD<)�：
ａ）　âuå0、è×；
ｂ） �â(|y；
ｃ） Øß§áö}~¿'；
ｄ） ±â(Ó±ÁÂ；
ｅ） }�!³´((Dr`¡��；
ｆ） ±²«¬r±²¥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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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犈
（(&)� ）

#$ÕÖ½PB�¡1　×ØTÙJ

犈．１　¢£

/0=ÛÜÖi×ß@ØL��ÞÇÖ，2`��Ö���kÖ，ËL(ÞÇÖ�Ëf=£�¢
`ö��º，�Úà�¸�Ö，£�ºÓlºÓ，�"´Qy¸¿。

犈．２　Ge0Ú¼

犈．２．１　_�@öÉb，�Õ±��H¸¿å，HＧＢ／Ｔ６６８２)Q(HÝ。

犈．２．２　ghÖ：,Ýå，å�≥９８％。

犈．２．３　��：Úàå。

犈．２．４　.�Ã：̧ ¿å。

犈．２．５　`��Ö��：å�≥９８％。

犈．２．６　e��。

犈．２．７　�Ë：å�９９．９９％。

犈．２．８　���：ß�、Ô���ìÔ�E�。

犈．２．９　`��Ö����×ß（１ｍｏｌ／Ｌ）：j�１．３ｍＬ�１０ｍＬ�y'@，Õ��Q����，Ñ�。

犈．２．１０　.�Ã��×ß（１ｍｏｌ／Ｌ）：j�１．４ｍＬ�１０ｍＬ�y'@，Õ��Q����，Ñ�。

犈．２．１１　ÞÇÖ"#f|，å�≥９８％。

犈．２．１２　"#�©ß：#ð0�-Q|y(çÞÇÖ"#u，�KLg�H２００ｍｇ／Ｌ，�K("#�©
ß=４℃�Úí�，ö�¬３*�。

犈．２．１３　"#�£ß：#ðy�"#�©ß，Õ��，���KL１０ｍｇ／Ｌ、３０ｍｇ／Ｌ、６０ｍｇ／Ｌ、

９０ｍｇ／Ｌ、１２０ｍｇ／Ｌ("#×ß。

犈．２．１４　�Ö��ß（１０ｍｍｏｌ／Ｌ，ｐＨ＝６．９）：j�０．６８ｍＬ�１０００ｍＬ�y'@，ÕQ����，Ñ
�，ｐＨÅD�６．９。

犈．３　¤¥0Û©

犈．３．１　Û�ß3Úàd： HÐ�¡¥ºÓl。

犈．３．２　¸¿ `：̧ �Î≤０．０１ｍｇ。

犈．３．３　Ø�：À��tmn�ì"|mn�，¦M２０ｍＬ～３０ｍＬ。

犈．３．４　r¢¢!"l：１００Ｗ rDÉ。

犈．３．５　$�%。

犈．３．６　ýÜÙÚ：M#>?１１０℃±２℃。

犈．３．７　ÔÕl，)Ì¡)�。

犈．３．８　ýÜþÿ：j#KþÜ�５５℃±３℃。

犈．３．９　�y'：１０ｍＬ，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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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３．１０　 l±�。

犈．３．１１　-.&£：./０．２２μｍ（¤），./０．４５μｍ（ö¡¤）。

犈．４　G�

$Ａ．３．２SÕ:Ò¸¿´�P±²(±â³ðSâ，�¥Ó±â１ｇ，ÙÔ。

犈．５　GH¬

犈．５．１　�Üj¯

ÈÕ¸¿ `0�１００ｍｇâu（Ｅ．４）Ì�±â'@，B�ÖØ×ß６ｍｏｌ／ＬhÖ２０ｍＬ，r¢¢�
�２ｍｉｎ，ÝÌ�（０℃）Ñmf@��１ｍｉｎ～２ｍｉｎ，á$�q��Ë.�Ökw，�ÝÌ�１１０℃±
２℃ÙÚ@Ø２４ｈ。�'ÖØÖ±â'，���ÍÜ，s&Ö��１ｍＬØß，=¦Õ§�lìþ
ÿ@５５℃±３℃§��Ô。#ðB�５ｍＬ(，r¢，�B�５ｍＬ��，e¸×ØÖ�*ìÕ０．２２μｍ
¤-.&xs&。

犈．５．２　j¯Ý�ÜÞß

�２００μＬâu，B�１ｍｏｌ／Ｌ`��Ö����×ß１００μＬZ１ｍｏｌ／Ｌ.�Ã��×ß１００μＬ，

Ñ�，ÍÜ<ÝÌ１ｈ。

犈．５．３　à�áo

»ÉF�ËÖ(×ß@B�４００μＬe��，!"，xÌ¸�Ö，̈ �É�e��×ß，SÕ�x¾
�lg*��<�×ß，�０．４５μｍö¡&£s&，Õ�ß3ÚàÓQ。

犈．５．４　�µEâ×Þß

¸¶j�２００μＬ¤¥"#×ß，Ì� l±�@B�１ｍｏｌ／Ｌ`��Ö����×ß１００μＬZ

１ｍｏｌ／Ｌ.�Ã��×ß１００μＬ，Ñ�，ÍÜ<ÝÌ１ｈ。$Ｅ．５．３©�=:。

犈．５．５　×ØTÙq-

ä�Ó±ÁÂ�ª��ÈÕ(dl，«_�j&'Úà¸¿(p¬ß¦Nµ。Õ<¥Nµ1®
b¤Ó±§m�(：

ａ）　¸¿dl：̄ ß%×２，�ÜÚ，HÐ�¡¥ºÓl，¤°#KlZÚà�£±。

ｂ） ²v3Ａ：１０ｍｍｏｌ／Ｌ�Ö��ß（ｐＨ＝６．９）；²v3Ｂ：��。

ｃ） Úà�：Ｃ１８Úà�（５μｍ，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ìEF3�ä。

ｄ） ²Æ：１．０ｍＬ／ｍｉｎ。

ｅ） �â¦M：１０μＬ。

ｆ） �Ü：４０℃。

ｇ） ºÓ¢`：１９０ｎｍ～３７０ｎｍ，³´¢`２５４ｎｍ。

ｈ） ®ò³ð：µ�®ò，²v3r®ò�¶RÃＥ．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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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犈．１　ãäØXkå�æ

Ð¾／ｍｉｎ ²v3Ａ／％ ²v3Ｂ／％

１ ９７ ３

１０ ８０ ２０

２０ ８０ ２０

４０ ６５ ３５

６０ ９７ ３

犈．５．６　1)

%ÑÞÇÖ"#âuí¬Ð¾，2¥Óâu@é¸(í¬Ð¾�PQi。

犈．５．７　C�J1B

DçÞÇÖ"#�£g�Hc¶"，D·+MHb¶"，̧ K"#�£þN。��Ｅ．５．１、Ｅ．５．２Z

Ｅ．５．３K©(âu¾�ß3Úàd。ÓQâu@çÞÇÖÚà·+M，ä"#�£þN´�âu@ç
ÞÇÖ(g�。

犈．６　GH��

犈．６．１　ÕＥ．５．７Ó�(çÞÇÖ·+M，6Õ"#�£þN，$ð（Ｅ．１）́ �âu@çÞÇÖ(xy：

犠 ＝
犮犞犇１犇２

犿
×１００％ …………………………（Ｅ．１）

　　ð@：

犠 ———±â@ãèÞÇÖ(xy；

犮 ———±âØÓQãèÞÇÖ(g�，ñòH¸�q¹（ｍｇ／Ｌ）；

犞 ———±â@ØQ�¦M，ñòH¸¹（ｍＬ）；

犇１———S-�Ø��4µ，１０4；

犇２———SH�Ø��4µ，２4；

犿 ———±â|y，ñòH¸�（ｍｇ）。

犈．６．２　Dæ*`P±âÓQÁÂ(�8`�ÎABÁÂ，$ＧＢ／Ｔ８１７０WÏ�０．１。

犈．７　GH²³

±²ABkCÀD<)�：

ａ）　âuå0、è×；

ｂ） ±²ef2�©；

ｃ） Ó±ÁÂ（çÞÇÖ=±â@(|yà¸4），;ö¨6，AB0ÞÖ（Ｓｅｒ）、DÞÖ（Ｇｌｙ）、EÞ
Ö（Ａｌａ）、FÞÖ（Ｔｙｒ）(xyìCÞÇÖxy；

ｄ） }�!³´((Dr`¡��EF；

ｅ） ±²«¬r±²¥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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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犉
（»¼)� ）
pH��Iç

　　%Ñ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SÕ-Ôº²`Ⅱ，ＡＱＬH２．５(e¡º²-�áâ³ã;ÃＦ．１�
Ä，Ý{º²-�áâ³ã;ÃＦ．２�Ä。

>犉．１　犃犙犔è２．５�éêpHëì��Iç

½y犖 â!y[º â!y狀 ¹ºµＡｃ »ºµＲｅ

２～８ Ａ ２ ０ １

９～１５ Ｂ ３ ０ １

１６～２５ Ｃ ５ ０ １

２６～５０ Ｄ ８ ０ １

５１～９０ Ｅ １３ １ ２

９１～１５０ Ｆ ２０ １ ２

１５１～２８０ Ｇ ３２ ２ ３

２８１～５００ Ｈ ５０ ３ ４

５０１～１２００ Ｊ ８０ ５ ６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Ｋ １２５ ７ ８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Ｌ ２００ １０ １１

>犉．２　犃犙犔è２．５�íîpHëì��Iç

½y犖 â!y[º â!y狀 ¹ºµＡｃ »ºµＲｅ

２～８ Ａ ２ ０ １

９～１５ Ｂ ２ ０ １

１６～２５ Ｃ ２ ０ １

２６～５０ Ｄ ３ ０ １

５１～９０ Ｅ ５ １ ２

９１～１５０ Ｆ ８ １ ２

１５１～２８０ Ｇ １３ １ ２

２８１～５００ Ｈ ２０ ２ ３

５０１～１２００ Ｊ ３２ ３ ４

１２０１～３２００ Ｋ ５０ ５ ６

３２０１～１００００ Ｌ ８０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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