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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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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HI3JKLM、NOPQRS3JKLM、TUGH（V/）WXY

ZJKLM、[\]^_WXH5JKLM、̀ abcWX2dJKLM、efghijWXk3JK
LM、lmn（op）qr56stJKLM、uvwxyz{|42JKLM、V/01:;23}~
�JKLM、��（V/）JKLM、u���JKLM、�������3JKLM、op��01YZ
JKLM、�xu��T56stJKLM、�o�01��}~�。

!"#��+,�：�y、��/、��、��F、� "、¡¢£、¤¥、¦¢§、�¨、©ª«、
¬®、¡¯°、¦±²、³´µ、_¶、¬·、�¸、³¹º、»¼½、¾¿À、ÁÂµ、¡«Ã、ÄÅÅ、
¡ÆÇ、È�É、¬ÊË、¦ÌÍ、�¥Î、G3z、Ï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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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

!"#)ÑÒÓÔ(6ÕÖÑ×、k1<|、�Ø、Ù�ÚÛ、��)*、"Ü、ÝÞ、ßàÖáâ。
!"#ãäåÓÔ(Wk、��Öæç。

２　'%()*+,

èéÂêëå!Âê(ìäíîïðñ(。Níòóô(õäÂê，öòóô(÷!ãäå!Â
ê。Níïòóô(õäÂê，øùú÷!（ÝûüJ(ýËA）ãäå!Âê。

ＧＢ／Ｔ１９１　ÝÞþßÿ!"Ü

ＧＢ／Ｔ６０１　4"Ù#　"#$Ñ%&('(

ＧＢ／Ｔ６０２　4"Ù#　)�*Ñä"#%&('(

ＧＢ／Ｔ６０３　4"Ù#　Ù�ÚÛVüä'#+'1('(

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７　01F./�"#　01V,-XKT

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　01F./�"#　01V.<(*Ñ

ＧＢ５００９．４　01F./�"#　01V/<(*Ñ

ＧＢ５００９．１１　01F./�"#　01V01+231(*Ñ

ＧＢ５００９．１２　01F./�"#　01V4(*Ñ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5I�6ä.)7ÖÙ�ÚÛ

ＧＢ７７１８　01F./�"#　8ÝÞ01"9:*

ＧＢ２８０５０　01F./�"#　8ÝÞ01;<"9:*

３　-./01

èé6ÕÖÑ×ãäå!Âê。

３．１

#$　犻狀狌犾犻狀
#2
=Ó>?Ó@（ABCD、EUD）FGHI，JKL、MN、ÔO、=P、Q'F2R'S，-TSU

JβSVWXY，Z[\G２～６０(TZS。
3：]0^_(`R，ðaG01?01HIbä。

３．２

456　犱犲犵狉犲犲狅犳狆狅犾狔犿犲狉犻狕犪狋犻狅狀；犇犘
ÓÔ<UcVTSUÖdeSU(fghÖ。

４　789、:;9

４．１　<Ui：Ｃ６Ｈ１１Ｏ５（Ｃ６Ｈ１０Ｏ５）狀Ｏ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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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jki：lTm（ＧＦ狀，狀＝２～５９）ÖTTm（Ｆ狀，狀＝２～６０）。<Ujk!nÿoÿ１Öÿ２。

　　<１　=>?（犌犉狀）#$78:;@A<　　<２>>?（犉狀）#$78:;@A<

５　BC7D

$k1pq<Grsk1Ö&sk1。

６　EF

６．１　GHEF

ìt[u１()Ñ。

I１　GHEF

vg
�Ø

rsk1 &sk1

wq Ôx yz&q

{| `{}»{

~�、�� 2��，��

)� 2����ðo�X

６．２　JKEF

ìt[u２()Ñ。

I２　JKEF

vg
�Ø

rsk1 &sk1

ÓÔ�T（=�U�）／％ ≥ ８５．０ ７０．０

deS＋TS＋lS�T（=�U�）／％ ≤ １５．０ ３０．０

�X�（rpX）／％ ≥ — ７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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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２（�）

vg
�Ø

rsk1 &sk1

.<／（ｇ／１００ｇ） ≤ ５．０ —

ｐＨ ５．０～７．０

/<／（ｇ／１００ｇ） ≤ ０．２

６．３　LMNOP

t[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７V“�ÔS”|��)Ñ。

６．４　QRNOP

t[��01F./�"#�Ø。

７　STUV

７．１　WXEF

!ÚÛVüä(.，��ò¸ø��Ø�，ìt[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V.()7，üäÙ#，��
ò¸ø�)7�，��<5�。<5Vüä"#$Ñ%&、)�*Ñä"#%&、'#+'1，��Jò
¸ø��Ø�，�$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２、ＧＢ／Ｔ６０３()Ñ'(。

７．２　GH

７．２．１　YZBC

PãT�1，�åM�、��(`��V，���� è¡¢øwqÖ{|，�£øJ2¸¤ðo�
X；PãT�1¥ø�，>¦§@V1¨ø��（1¨©ª�1«，ìäM.¬@），®¯°±²。

７．２．２　[ZBC

P�1³３０ｍＬå2{、�´、��(�1µ（?５０ｍＬ¹¶µ）V，���� è¡¢øwqÖ{
|，�£øJ2¸¤ðo�X；PãT�1¥ø�，>¦§@V1¨ø��（1¨©ª�1«，ìäM.
¬@），®¯°±²。

７．３　#$\P、]^2＋>2＋=2\P

７．３．１　_`V

７．３．１．１　Sa/b[

７．３．１．１．１　deS"#1：Ｄ（＋）2.deS。

７．３．１．１．２　TS"#1：·¸TS。

７．３．１．１．３　lS"#1。

７．３．１．１．４　TS¹：deS、TSÖlS≤０．００５％，bä２０００Ｕ／ｍＬº[TS¹(»¼½¾TG

１００μＬ，４℃¿ÀÁ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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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１．５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V)Ñ(`Â.。

７．３．１．１．６　ÃÄ：{Å�。

７．３．１．１．７　ÆÇ%&（０．０５ｍｏｌ／Ｌ）：TP４．５ｍＬÆÇ，¾.ÈÉ>ÑÊ}１０００ｍＬ，ËÌ。

７．３．１．１．８　ÃÇÃÇÍÎÏ&（ｐＨ４．５）：ÐP１８ｇÃÇÍ，¾§９．８ｍＬ¿ÃÇ，¾.ÈÉ>ÑÊ}

１０００ｍＬ，ËÌ。

７．３．１．１．９　"#á(&：ÐPJ９６℃±２℃��４ｈ(S"#1（deS、TSÖlS）Ñ２．００ｇ，¾.
%Ò>ÑÊ}５０ｍＬ，ËÌ，SÓ４０．０ｍｇ／ｍＬ"#á(&。

７．３．１．１．１０　"#2a&：PãT"#á(&，<A¾.Ô'zÕ\G１．０ｍｇ／ｍＬ、２．０ｍｇ／ｍＬ、

４．０ｍｇ／ｍＬ、７．０ｍｇ／ｍＬ、１０．０ｍｇ／ｍＬ("#2a&。

７．３．１．２　cd/ef

７．３．１．２．１　ｐＨ�：QÖ\G±０．０５。

７．３．１．２．２　×Ø.ÙÚ。

７．３．１．２．３　<5uE：Q\０．１ｍｇÖ０．０１ｇ。

７．３．１．２．４　GÛ&�{ÅÜ：ÔJ!ÝÞ�?�ßàP(�*á。

７．３．１．２．５　０．２２μｍ�âãä。

７．３．１．２．６　��á。

７．３．１．３　ghijk,１

»¼{Ååê１æè：
———{Åç：èU{Åç（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
———Îé�：ÃÄ∶.（sêë）＝７５∶２５；
———çØ：３０℃；
———Îì：１．０ｍＬ／ｍｉｎ；
———í�T：２０μＬ。

７．３．１．４　ghijk,２

»¼{Ååê２æè：
———{Åç：=îmºÇà§ïUðñòóGôõ#(S|<5{Åç（７．８ｍｍ×３００ｍｍ，

９μｍ），î��ö÷çøùbä；
———Îé�：2úû4ü(.，äýû4î%&þｐＨ}９．５～９．６；
———�*áØ\：４０℃；
———çØ：８５℃；
———Îì：０．５ｍＬ／ｍｉｎ；
———í�T：２０μＬ～５０μＬ。
3：ðLÿ!JÍF<ïÛT({Åç+ø�ì({Ååê。

７．３．１．５　7lmn

７．３．１．５．１　opq[rsf

ÐP�1³１ｇ（QÖ}１ｍｇ），¦§１００ｍＬ¶µV，¾§".５０ｍＬ，ã\#$，b�1�.%Ò，

８５℃±２℃èÁØ１０ｍｉｎ。%&}6Ø，'§１００ｍＬÊT(V，ä.ÑÊ>ËÌ。)*ònÁ+�&
Ø\�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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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５．２　_`tq[rsf

P,-�&１０．０ｍＬ，¾§１０．０ｍＬ(ÃÇÃÇÍÎÏ&（ｐＨ４．５）�Ìº[，äÆÇ%&
（０．０５ｍｏｌ／Ｌ）þ}ｐＨ＝４．５±０．０５，¾§.T(TS¹?ø�ÍF<5ÛT(¹（æT�1VTZS(
�T�/，ð0G�/1<G１００％TZS）。６０℃±２℃èÁ+３０ｍｉｎ，ã\#$，23kW45，2
36~í§，b�1�..Ò。¹Ò*１００℃è78５ｍｉｎ，%&}6Ø，'§５０ｍＬÊT(V，ä.Ñ
Ê>ËÌ。

７．３．１．５．３　uvwxrys

�７．３．１．３»¼{Ååêè，<A9PïÍÕ\("#2a&，ò§GÛ&�{ÅÜ，*Ñ©`"#
2a&(:;ê，=Õ\G<="、:;êG>="，?'"#@ 。

７．３．１．５．４　z0

�７．３．１．３»¼{Ååêè，9P,-�&Ö¹Ò*�&，J０．２２μｍãäAã，<Aí�，BSë
ì�&(:;ê，»¼{Åÿ»oC² Ａ。-"#@ �£Sëì�&VdeS、TS、lS(Õ\。
ëì�&VdeS、TS、lS(:;êì�"#@ ( àDEF，GA àDE*ìþH�&('
(Õ\*eú�*。

７．３．１．６　:>{|

７．３．１．６．１　#$\P（}~�{）r{|

,-�&V(deS、TS、lS�T<A$i（１）、i（２）Öi（３）�I：

犌０＝
犮犌０×１００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１）

犉０＝
犮犉０×１００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

犛＝
犮犛×１００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３）

　　iV：

犌０ ———,-�&VdeS(�T<f，％；

犮犌０ ———,-�&VdeS(Õ\，ABGJK©JL（ｍｇ／ｍＬ）；

１００ ———,-�&(sê，ABGJL（ｍＬ）；

犿 ———�1(�T，ABGK（ｇ）；

１０００———�TñIMf；

犉０ ———,-�&VTS(�T<f，％；

犮犉０ ———,-�&VTS(Õ\，ABGJK©JL（ｍｇ／ｍＬ）；

犛 ———,-�&VlS(�T<f，％；

犮犛 ———,-�&VlS(Õ\，ABGJK©JL（ｍｇ／ｍＬ）。
¹Ò*�&V(deS、TS�T<A$i（４）Öi（５）�I：

犌１＝
犮犌１×５０×１００／１０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

犉１＝
犮犉１×５０×１００／１０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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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犌１ ———¹Ò*�&VdeS(�T<f，％；

犮犌１ ———¹Ò*�&VdeS(Õ\，ABGJK©JL（ｍｇ／ｍＬ）；

５０ ———¹Ò*�&(sê，ABGJL（ｍＬ）；

１００／１０———sêñIMf；

犿 ———�1(�T，ABGK（ｇ）；

１０００ ———�TñIMf；

犉１ ———¹Ò*�&VTS(�T<f，％；

犮犉１ ———¹Ò*�&VTS(Õ\，ABGJK©JL（ｍｇ／ｍＬ）。
-ÓÔ.Ò(deS、TS�T<A$i（６）Öi（７）�I：

犌２＝犌１－犌犛－犌０ …………………………（６）

犉２＝犉１－犉犛－犉０ …………………………（７）

　　iV：

犌２———-ÓÔ.Ò(deS(�T<f，％；

犌１———¹Ò*�&VdeS(�T<f，％；

犌犛———-lS.Ò(deS(�T<f（犌犛＝犛／１．９），％；

犌０———,-�&VdeS(�T<f，％；

犉２———-ÓÔ.Ò(TS(�T<f，％；

犉１———¹Ò*�&VTS(�T<f，％；

犉犛———-lS.Ò(TS(�T<f（犉犛＝犛／１．９），％；

犉０———,-�&VTS(�T<f，％。
rs�1V(ÓÔ�T（=�U�）$i（８）�I：

犐＝犽× 犌２＋犉２（ ）×
１００

１００－狑
…………………………（８）

　　&s�1V(ÓÔ�T（=�U�）$i（９）�I：

犐＝犽× 犌２＋犉２（ ）×
１００

犇犕犆
…………………………（９）

　　iV：

犐 ———�1V(ÓÔ�T（=�U�），％；

犽 ———ñIMf；

犌２ ———-ÓÔ.Ò(deS(�T<f，％；

犉２ ———-ÓÔ.Ò(TS(�T<f，％；

狑 ———rs�1V(.<�T，ABGK©NK（ｇ／１００ｇ）；

犇犕犆———&s�1V(�X�（rpX）�T，％。
ñIMf、E�Z[\<A$i（１０）Öi（１１）�I：

犽＝
１８０＋１６２×（犇犘－１）

１８０×犇犘
…………………………（１０）

犇犘＝
犉２

犌２
＋１ …………………………（１１）

７．３．１．６．２　]^2＋>2＋=2\P（}~�{）r{|

rs�1V(deS＋TS＋lS�T（=�U�）$i（１２）�I：

犜＝ 犌０＋犉０＋犛（ ）×
１００

１００－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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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V(deS＋TS＋lS�T（=�U�）$i（１３）�I：

犜＝ 犌０＋犉０＋犛（ ）×
１００

犇犕犆
…………………………（１３）

　　iV：

犜 ———�1VdeS、TS、lS(�T（=�U�）hÖ，％；

犌０ ———,-�&VdeS(�T<f，％；

犉０ ———,-�&VTS(�T<f，％；

犛 ———,-�&VlS(�T<f，％；

狑 ———rs�1V(.<�T，ABGK©NK（ｇ／１００ｇ）；

犇犕犆———&s�1V(�X�（rpX）�T，％。

７．３．１．７　��6

�eOåêèBS(öPQ*ÑjT(RëÝSìïGAI6E�S(１０％。

７．３．２　��[�ijV

７．３．２．１　Sa/b[

７．３．２．１．１　deS"#1：Ｄ（＋）2.deS。

７．３．２．１．２　TS"#1：·¸TS。

７．３．２．１．３　lS"#1。

７．３．２．１．４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V)Ñ(`Â.。

７．３．２．１．５　ÃÄ：{Å�。

７．３．２．１．６　"#2a&：ÐPJ９６℃±２℃��４ｈ(S"#1ÑãT（deS、TSÖlS），¾.T
%，Ô'z�５．０ｍｇ／ｍＬTS、１．０ｍｇ／ｍＬdeSÖ１．０ｍｇ／ｍＬlS("#&。

７．３．２．２　cd/ef

７．３．２．２．１　<5uE：Q\０．１ｍｇÖ０．０１ｇ。

７．３．２．２．２　GÛ&�{ÅÜ：ÔJ!ÝÞ�?�ßàP(�*á。

７．３．２．２．３　０．２２μｍ�âãä。

７．３．２．２．４　��á。

７．３．２．３　ghijk,

Í７．３．１．３Ö７．３．１．４。

７．３．２．４　7lmn

７．３．２．４．１　q[rsf

ÐP�1１ｇ～２ｇ（QÖ}１ｍｇ），¦§１００ｍＬ¶µV，¾§".５０ｍＬ，ã\#$，b�1�.%

Ò。%&}6Ø，'§１００ｍＬÊT(V，ä.ÑÊ>ËÌ。)*ònÁ+�&Ø\�２５℃=�。

７．３．２．４．２　z0

�７．３．２．３»¼{Ååêè，9P�&Ö"#2a&，J０．２２μｍãäAã，<Aí�，÷U"#1

(ÁV�WÑàÙ�VÑRS({Å:，-:;ê�I�1VÑRS(�T。»¼{Åÿ»oC²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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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５　:>{|

７．３．２．５．１　#$\P（}~�{）r{|

�1VXRS（deS、TSÖlS）(�T$i（１４）�I：

狑ｉ＝
犃ｉ×犮ｓ

犃ｓ×犮ｉ
×１００ …………………………（１４）

　　iV：

狑ｉ———�1VXRS(�T，％；

犃ｉ———�&VXRS(:;ê；

犮ｓ ———"#&VXRS(Õ\，ABGJK©JL（ｍｇ／ｍＬ）；

犃ｓ———"#&VXRS(:;ê；

犮ｉ ———�&V�1(Õ\，ABGJK©JL（ｍｇ／ｍＬ）。
rs�1V(ÓÔ�T（=�U�）$i（１５）�I：

狑０＝１００－ 狑１＋狑２＋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狑
…………………………（１５）

　　&s�1V(ÓÔ�T（=�U�）$i（１６）�I：

狑０＝１００－ 狑１＋狑２＋狑３（ ）×
１００

犇犕犆
…………………………（１６）

　　iV：

狑０ ———�1V(ÓÔ�T（=�U�），％；

狑１ ———�1V(deS�T，％；

狑２ ———�1V(TS�T，％；

狑３ ———�1V(lS�T，％；

狑 ———rs�1V(.<�T，ABGK©NK（ｇ／１００ｇ）；

犇犕犆 ———&s�1V(�X�（rpX）�T，％。

７．３．２．５．２　]^2＋>2＋=2\P（}~�{）r{|

rs�1V(deS＋TS＋lS�T（=�U�）$i（１７）�I：

狑４＝ 狑１＋狑２＋狑３（ ）×
１００

１００－狑
…………………………（１７）

　　&s�1V(deS＋TS＋lS�T（=�U�）$i（１８）�I：

狑４＝ 狑１＋狑２＋狑３（ ）×
１００

犇犕犆
…………………………（１８）

　　iV：

狑４ ———�1VdeS、TS、lS(�T（=�U�）hÖ，％；

狑１ ———�1V(deS�T，％；

狑２ ———�1V(TS�T，％；

狑３ ———�1V(lS�T，％；

狑 ———rs�1V(.<�T，ABGK©NK（ｇ／１００ｇ）；

犇犕犆 ———&s�1V(�X�（rpX）�T，％。

７．３．２．６　��6

�eOåêèBS(öPQ*ÑjT(RëÝSìïGAI6E�S(５％。

８

犌犅／犜 ××××—××××



７．４　~N�（Y�N）

７．４．１　cd/ef

７．４．１．１　YZÞ�Ü：Q\G０．０００１AB。

７．４．１．２　[\]：x^_@`E。

７．４．２　cd��

�２０℃�，=úÂ.a�Þ�Ü(ÞbcG１．３３３０，�ßå�X�（rpX）�TGd。Üá©ó
}ña�`P。

７．４．３　7lmn

eÞ�Ü¦��� õ.(B�，Þ�Üfg(Ø\þh}２０℃，<iö;fg，ä[\]¾ñT
�1（１$～２$）årÑ(fg;�（[\]ïSYjfg;，kl��Wìñå２ｓ），mn[fgo
Vp<q，b�1rÓfg(Ø\。þhfg(s¸t}�u<G¸vö1<，wéxyá¸z，{|
}~>b¸v<� M�。��þhs¸b¸v<� ë#��� �，�"���P�T，�me
�`P，PøE�SaG`P*TS。MN>��öªfg，eÍ`�1$���aí��úP*Ñ。

７．４．４　:>I@

PöP*Ñ(I6E�S��øjT。jTu!}`B¹f。

７．４．５　��6

�eOàåêèBS(öPQ*ÑjT(RëÝSìïGAI6E�S(１％。

７．５　�7

$ＧＢ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６V“tY��Û”*Ñ。

７．６　狆犎

７．６．１　cd/ef

Ç\�：Q\０．０１ｐＨ，(J[\��Ö����（?O[��）。

７．６．２　cd��

$Üábä�¸�þÙÖa�Ç\�。

７．６．３　7lmn

ÐPãT�1，ä�"%&（|�úû4ü）(ｐＨ�５．０～７．０(.Ô'z�X�G１０％(�1�
*&（�ï%ðãß¾�bø%Ò）。�*，ä.ÏN����，äã���9�，e���§�*�&
V，þhØ\þhá，bÜá�!Ø\�%&Ø\�Í， Ñ*�f。

７．６．４　:>I@

üSjTu!}`B¹f。

７．６．５　��6

�eOàåêèBS(öPQ*ÑjT(RëÝSìïGAI6E�S(１％。
９

犌犅／犜 ××××—××××



７．７　�7

$ＧＢ５００９．４)Ñ(ÚÛ*Ñ。

７．８　LMNOP

$ＧＢ５００９．１１ÖＧＢ５００９．１２)Ñ(ÚÛ*Ñ。

７．９　QRNOP

$��01F./�"#)Ñ(ÚÛ*Ñ。

８　�T'�

８．１　��

Í`¡¢I、Í2£、Í`Wk X�Wk(，�T�`(k1G`¡。

８．２　�q

８．２．１　k1$¡¤�，÷U¡T¥¹，$u３)Ñ¦3¤P�!。

I３　�qI

¡TDE（ù¹§ÝÞAB） ¤P�!f（ù¹§ÝÞAB） ©ª�!¤PABÝÞfａ（(、̈ ）

＜１００ ２ １

１００～５００ ４ １

＞５００ ６ １

　　
ａ ABÝÞfG¥ÝÞV(¹ÝÞAB。

８．２．２　©Þk1©ZP�Tìïñå５００ｇ；(Þ、̈ Þk1P�0Tìïñå５００ｇ。

８．２．３　e¤P(�1�åöª�´、��(ÊáV，ª«，ò¸k1BÐ、¡¬、P��W+®、P�
�¯BF，̀ Z°�*ä，̀ Z«â(£。

８．３　���T

８．３．１　k1'±«，ì-Wk±(��1²³´$!"#)Ñµ¡í���。��[7*Úð'±。

８．３．２　'±��vgG¯°、ÓÔ�T、deS＋TS＋lS�T、�X�（&sk1）、.<（rsk
1）、ｐＨ、/<。

８．４　?9�T

��vgG!"#�ØV)Ñ(.1vg，̀ ¶·¸è，mi��¹ºí�`P。Jèé·¸h`
�，»ìí�mi��：

ａ）　H¼½IJ¾¥¿4�；

ｂ）　ÀË�W2£?Á(�；

ｃ）　úÙ'(k1?��Wk(k1ok�ªÂ*，eúÃOWk�；

ｄ）　'±����Pmi��jTJ¾¥Ý��；

ｅ）　/��TÄÅ3k$J�)ÑÆ�¤��。

０１

犌犅／犜 ××××—××××



８．５　�0'�

８．５．１　¤P�1J��，ü�vg.1[7，ÇÈ¡k1G[7。

８．５．２　��jTæJöv+öv=è�"ï[7，ìeú�Í¡k1V¤PöÉT�1í�O�，=
O�jTG#，�ÊJï[7v，ÇÈ¡k1Gï[7。

８．５．３　��jTæJ�v+=��"ï[7，ÇÈ¡k1Gï[7。

９　u�、��、��/��

９．１　u�

8ÝÞ01("9"!ìt[ＧＢ７７１８()Ñ，æÆ"!;<"9(k1Ëìt[ＧＢ２８０５０(
)Ñ。ÝÞþßÿ!$ＧＢ／Ｔ１９１()ÑÌ�。

９．２　��

ÝÞÊáìH�、ÍW、2ÎÏ。

９．３　��

ßà2!ìM�ÍW。ïS�JÐ、JÑ、JÒÓàÖ�J��(X1ºÞ、ºß，ìÔÕÖ×、Ö
Ø、ÙÚ。ÞÛ�，ì�Ü�¦，ïStYÝÞÝÞ。

９．４　��

ìáâ�:ß、��、M�(àáF，â2óÚãä，âåæR。ïS�JÐ、JÑ、JÒÓàÖ�J
��(X1¦�`+。

１１

犌犅／犜 ××××—××××



�　�　犃
（��(��）

_`Vz0#$qCrij<

　　¹ÒÛ*ÑÓÔ�1(»¼{ÅÿoÿＡ．１～ÿＡ．４。

<犃．１　���z0#$opq[rj<（ghijk,１）

<犃．２　���z0#$_`tq[rj<（ghijk,１）

２１

犌犅／犜 ××××—××××



<犃．３　2D7l�z0#$opq[rj<（ghijk,２）

<犃．４　2D7l�z0#$_`tq[rj<（ghijk,２）

３１

犌犅／犜 ××××—××××



�　�　犅
（��(��）

��[�ijVz0#$qCrij<

　　GÛ&�{ÅÛ*ÑÓÔ�1(»¼{ÅÿoÿＢ．１～ÿＢ．４。

<犅．１　���z0]^2、>2/=2 5u[rij<（ghijk,１）

<犅．２　���z0#$q[rij<（ghijk,１）

<犅．３　2D7l�z0]^2、>2/=2 5u[rij<（ghijk,２）

４１

犌犅／犜 ××××—××××



<犅．４　2D7l�z0#$q[rij<（ghijk,２）

５１

犌犅／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