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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　-１./：&'("#0123456,》067
45。

!"#89ＧＢ／Ｔ２３９６８—２００９《:;》，<ＧＢ／Ｔ２３９６８—２００９=>，?12@A3BCDEFG，
HIJKL(MN：

———OEP:;07Q（R３．１，２００９ST0３．１）；
———OEPUV:;07Q（R３．２，２００９ST0３．２）；
———WXP:Y;07Q（R３．３）；
———WXP:V07Q（R３．４）；
———WXPZ[Y07Q（R３．５）；
———\?P]^07Q（R２００９ST0３．６）；
———OEP_`/a（R-４b，２００９ST0-４b）；
———OEPcdIe（R５．１，２００９ST0５．１）；
———OEPfdIe（R５．２，２００９ST0５．２）；
———WXPgdIe（R５．３）；
———\?Ph`iXj（R２００９ST0５．２．７）；
———OEPklIe（R５．４，２００９ST0５．３）；
———OEP:;3UV:;0m(n&（R５．５．１，２００９ST0５．４）；
———WXP:Y;3:V0m(n&（R５．５．２3５．５．３）；
———\?Popqn&（R２００９ST0５．５）；
———OEPp_X)rm（R-７b，２００９ST0-７b）；
———OEPs/tuvw（R７．２．１，２００９ST0６．２．１）；
———OEPxytuvw（R７．２．２，２００９ST0６．２．２）；
———OEPz{|tuvw（R７．２．３，２００９ST0６．２．３）；
———OEP}(qtuvw（R７．２．４，２００９ST0６．２．４）；
———OEP~�tuvw（R７．２．５，２００９ST0６．２．５）；
———OEP�Ytuvw（R７．２．６，２００９ST0６．２．６）；
———\?P�、���、�、~�0tuvw（R２００６ST0６．２．７、６．２．８、６．２．９3６．２．１０）；
———\?Popqtuvw（R２００９ST0６．３）；
———OEP��Ie（R８．１，R２００９ST0７．１）；
———OEP��tuIe（R８．３，２００９ST0７．３．１）；
———OEP��tuIe（R８．４，２００６ST0７．３．３）；
———OEP�76,（R８．５，２００９ST0７．３．２3７．３．４）；
———OEP&�3&�Ie（R-９b，２００９ST0８．１）；
———WXP��Ie（R-１３b）；
———\?P��Ie（R２００９ST0-９b）。
���!"#0��������� 。!"#0¡¢�2£¤¥¦§� 0¨©。
!"#ª«¬®¯°±²�。
!"#ª³¬:´zµ`&'(JK¶·±（ＳＡＣ／ＴＣ３９９）̧ 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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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º»：¼½¾¿À®ÁÂÃÄÅÆ、½ÇÈÉÊËÁÂÃÄÅÆ、ÌÍÎÏÊËÃÄÅ
Æ、ÐÑÒh`ÓJ（ÔÕ）ÃÄÅÆ、½ÇÖ×h`ÃÄÅÆ、ØÙÚÛh`ÃÄÅÆ、ÜÝÞÒh`Á
ÂÃÄÅÆ、ßà;áÁÂÃÄÅÆ、âãäh`（Çå）ÃÄÅÆ、æçÊËÃÄÅÆ、èéêëh`Ã
ÄÅÆ、ØÙì¬Ðh`ÃÄÅÆ、½Çßíh`ÃÄÅÆ、ÔîïÝh`ÃÄÅÆ、«¬®¯°±、
¼½vðtñÊËÁÂÃÄÅÆ、«¬:ah`ò°óô«õ、«ö÷øùúh`_®óôûÃÄÅ
Æ、üýþÿÊËÃÄÅÆ、¼½õÔh`ÃÄÅÆ、!"È#h`ÃÄÅÆ、$%õÔh`ÓJÃÄÅ
Æ、&'ñ(ÊË)*ÃÄÅÆ。

!"#HI45+：,-、./0、È-1、2*3、456、7p*、89:、;ù、<=>、?@A、
bBC、?ÙD、EA、FGH、EI>、JKL、M!N、O"P、QR1、S"ö、ºTÝ、UVW、
5PX、YZ、[/、U\、]^、U�_、̀ a、bc%。

!"#�de89"#0fgT!¡¢hij：
———２００９Skg¡¢jＧＢ／Ｔ２３９６８—２００９；
———!gj-lg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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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１　)*

!"#67P:;o_`0_`/a、JKIe、p_X)rm、tu6,、&�3&�、pq、r
s、tu3��oIe，vwPtuvw。

!"#xyz{３．１、３．２、３．３3３．４7Q_`0p_、tu3��。

２　+),-./0

N|"#«0��Í}"«06~D�y�2è!"#�£��0��。d«，���0�y"
#，������0T!xyz!"#；£���0�y"#，d�¿T!（p�eÃ0mEº）xyz
!"#。

ＧＢ／Ｔ１９１　pq�r��&�
ＧＢ５００９．３　h`Ô³¬�&'　h`«s/0ñ7
ＧＢ５００９．５　h`Ô³¬�&'　h`«z{|0ñ7
ＧＢ５００９．６　h`Ô³¬�&'　h`«xy0ñ7
ＧＢ５００９．４４　h`Ô³¬�&'　h`«}(q0ñ7
ＧＢ／Ｔ９６９５．１９　:<:µ`　��vw
ＧＢ／Ｔ９６９５．３１　:µ`　~���ñ7
ＳＢ／Ｔ１０８２６　X)h`����Ie　:µ`
ＪＪＦ１０７０　7�pq`�����tu6,

３　12345

N|K�37Qxyz!"#。

３．１

#$　犱狉犻犲犱犿犲犪狋犳犾狅狊狊
�{ºl0�´�:jcd，�mA、�µ、�;� ;、@Ð、¡;o)¢µè0£:¤¥¦;è

§¨�©¤¥¨0Z:µ`。
３．２

67#$　犳狉犻犲犱犱狉犻犲犱犿犲犪狋犳犾狅狊狊
�{ºl0�´�:jcd，�mA、�µ、�;� ;、@Ð、¡;o)¢，ªX«hyU¡µè¬

¨�¤¥¨0Z:µ`。
３．３

#8$　犱狉犻犲犱犿犲犪狋狆狅狑犱犲狉
�{ºl0�´�:jcd，iXZ[Yofd，�mA、�µ、�;� ;、@Ð、¡;o)¢µè

0£:¤¥¦;è§¨�©¤¥¨0Z:µ`。
３．４

#7　狊犺狅狉狋犱狉犻犲犱犿犲犪狋犳犾狅狊狊
�{ºl0�´�:jcd，iXZ[Yofd，�mA、�µ、�;� ;、@Ð、¡;o)¢，ª

X«hyU¡µè¬¨�¤¥¨0Z: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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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9:8　狊狅狔犫犲犪狀狆狅狑犱犲狉
{®[、̄ [、°[jcd�X)�è0ZYaq|。

３．６

;<　犫狌狉狀狋犾狌犿狆
�´:±¡µ}²«，³´£µ¶，·2¸¹º»¨0¼½（¾）。

３．７

=<　犽狀狅狋
£:¤¥¿;À./�£Á¼½。

４　>?@A

ÂÃp_)¢/j:;、UV:;、:Y;3:V。

５　B1CD

５．１　EFCD

cd:��tÄtu°ÅÆÇ°=È¬�&'�É®&'067，ÆÊ�ËÌ、Í、ÎÏ、ÐÁ、£
Ñ0Ò�:。

５．２　GFCD

�Ç°=È"#067。

５．３　H>IJKFCD

５．３．１　:;3UV:;p_«£�X«Óqz{��Yaq|。

５．３．２　:Y;3:Vp_}²«�iXZ[Y，£�X«GCÓqz{�dÔ�Yaq|。

５．３．３　:Y;3:V0lÕ`p_}²«Z[Y0iX�（{Öv�）�≤１０％，×Õ`p_}²«Z
[Y0iX�（{Öv�）�j１０％～３０％。

５．４　LMCD

�Ç°Ø１067。

N１　LMCD

Ù　Ú
I　　e

:; :Y; UV:; :V

ÛÜ
·§¨�©¤¥¨，¤¥ÝÞ¦;，ßàÃ��

1á、ºá
·â;¬¨�¤¥¨，ßàÃ��1á、ºá

¹ã äÃ_`åÃ0¹ã，æ¹ç!µ¶ äÃ_`åÃ0¹ã，æ¹ç!µ¶，èÃéã

êÐ<ëÐ
ÐìÒ，íîx«，äÃ_`åÃ0ïÐ，�dÔ

£ðëÐ

äÃV、ïä¹，ÐìÒ，íîx«，äÃ_`å

Ã0ïÐ，�dÔ£ðëÐ

ñ| �òóôø�RGõ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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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OPQR

５．５．１　:;3UV:;�Ç°Ø２067。

N２　#$367#$OPQR

Ù　　Ú
n　　&

:; UV:;

s/／（ｇ／１００ｇ） ≤ ２０．０ ６．０

xy／（ｇ／１００ｇ） ≤ １５．０ ３０．０

z{|／（ｇ／１００ｇ） ≥ ３２．０ ２５．０

}(q（{Ｃｌ�）／（ｇ／１００ｇ） ≤ ４．０

~�（{ö��）／（ｇ／１００ｇ） ≤ ３５．０

�Y／（ｇ／１００ｇ） ≤ ３．０

５．５．２　:Y;�Ç°Ø３067。

N３　#8$OPQR

Ù　　Ú
n　　&

lÕ` ×Õ`

s/／（ｇ／１００ｇ） ≤ ２０．０

xy／（ｇ／１００ｇ） ≤ ２０．０

z{|／（ｇ／１００ｇ） ≥ ２５．０ ２０．０

}(q（{Ｃｌ�）／（ｇ／１００ｇ） ≤ ４．０

~�（{ö��）／（ｇ／１００ｇ） ≤ ３５．０

�Y／（ｇ／１００ｇ） ≤ １５．０ ３０．０

５．５．３　:V�Ç°Ø４067。

N４　#7OPQR

Ù　　Ú
n　　&

lÕ` ×Õ`

s/／（ｇ／１００ｇ） ≤ ６．０

xy／（ｇ／１００ｇ） ≤ ３０．０

z{|／（ｇ／１００ｇ） ≥ ２５．０ ２０．０

}(q（{Ｃｌ�）／（ｇ／１００ｇ） ≤ ４．０

~�（{ö��）／（ｇ／１００ｇ） ≤ ３５．０

�Y／（ｇ／１００ｇ） ≤ １５．０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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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ST&

���IeR《7�pq`��÷ørmùw》。

６　H>UVWO

�Ç°=�0¬�&'�É®&'0ÃÈ67。

７　XYZ[

７．１　LMXY

��`úz{¹ûü�，±ýþéN:ÿ!"dÛÜ、¹ã3ñ|；#dëÐÆ`$dêÐ。

７．２　OPXY

７．２．１　\@

$ＧＢ５００９．３670vwñ7。

７．２．２　]^

$ＧＢ５００９．６670vwñ7。

７．２．３　_`%

$ＧＢ５００９．５670vwñ7。

７．２．４　aPb

$ＧＢ５００９．４４670vwñ7。

７．２．５　cd

$ＧＢ／Ｔ９６９５．３１670vwñ7。

７．２．６　e8

$%&Ａ670vwñ7。

７．３　ST&

$ＪＪＦ１０７０670vwñ7。

８　XY+(

８．１　fg

'l(g、'l�gd、'l`)0_`jl�。

８．２　hi

�*+tu3,�0-e，.$Ø５/��!，Æ0１／３�`1É2u，3,45。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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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５　hiN

��~6／p �!7�／p

≤１０００ ６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７～１２

≥３００１ １３～２１

８．３　jkXY

８．３．１　��tuÙÚ：klIe、s/、���。

８．３．２　8�_`��p_�tu.ý$!"#670vwtu，Æ�ä_`°Å9:v�����。

８．４　lmXY

８．４．１　��tuÙÚ�p�５．４～５．６670³.ÙÚ。

８．４．２　8;S��_`1Élg��tu，¡pN|hi<l0�1É��tu：

ａ）　¿_`(µ=7>；

ｂ）　ò�p_:，Mcd、)¢Ã?@L(，��AB_`|�>；

ｃ）　©�C_:DEp_>；

ｄ）　��tu1F<)g��tu1FÃ?@GH>；

ｅ）　¬�ÃÈ÷r�2²�1É��tu0Ie>。

８．５　n4+(

８．５．１　jkXYn4+(

��tuÙÚ³.Ç°!"#，�7��_`Ç°!"#Ie，��tuÙÚMÃ£°Å，�±c
�g_`«Öâ/�Et，Et:I£°Å0，�7��_`£Ç°!"#Ie。

８．５．２　lmXYn4+(

��tuÙÚ³.Ç°!"#，�7��_`Ç°!"#Ie。��tuMÃ£°ÅÙÚ，�±c
�g_`«Öâ/�Et，Et:I£°Å0，�7��_`£Ç°!"#Ie。

９　Ro3Rp

９．１　Ro

９．１．１　&�):;、UV:;、:Y;、:V0_`JK�<�´cd0)a3LlM。

９．１．２　&�)�$“_`/a”067&¦/aKN。

９．１．３　:Y;、:V�&�_`oÕ。

９．１．４　p_}²«X«Óqz{��Yaq|0_`£�Oy:;3UV:;1É_`JK；p_}
²«X«GCÓqz{�dÔ�Yaq|�Z[YiX�（{Öv�）≥３０％0_`£�Oy:Y;3
:V1ÉJK。

９．２　Rp

�Ç°ＧＢ／Ｔ１９１067。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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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qr

Gpq3�pqPd�Ç°=È¬�&'�É®&'0Ie。

１１　st

rs)ä�Q9、Rp；rs}²�ST、SU、SV，£�<ÃW、ÃX、ÃHÐq`Yq。

１２　uv

è`�tu±Q9、Rp、ÍZ、[\0]^�，£�<ÃW、ÃX、ÃHÐ0q`Yu，ÆS_`é
ab%c。

１３　wx

�Ç°ＳＢ／Ｔ１０８２６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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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z　犃
（+),）

e8T&{|4　}\~[

犃．１　EO

(��dUe�fe?Ëxy、�fg?Ë�hD�a:，d«�YyijskèäÃlcD0º
�，þ:$lc�ñ7，Æmnè�Y。

犃．２　��3�F

M�ä§o:，ey(jµj/pÒ，sjＧＢ／Ｔ６６８２670ßÕs。

犃．２．１　ijhq（１＋１）：��５０ｍＬij（ＨＣｌ）3５０ｍＬs，Y¶。

犃．２．２　rs(thq：４００ｇ／Ｌ，N�４０ｇrs(t（ＮａＯＨ）yshk，uvwxy，ysz{w

１００ｍＬ。

犃．２．３　fj�hq：２００ｇ／Ｌ，N�２０ｇfj�（ＰｂＣ４Ｈ６Ｏ４·３Ｈ２Ｏ），yshkÆz{w１００ｍＬ。

犃．２．４　|jthq：１００ｇ／Ｌ，N�１０ｇ|jt（Ｎａ２ＳＯ４），yshkÆz{w１００ｍＬ。

犃．２．５　８５％fghq：�８５ｍＬ�sfg（Ｃ２Ｈ５ＯＨ）�８９．５ｍＬ0９５％fg，ysz{w１００ｍＬ。

犃．２．６　}ç-n�q：２ｇ／Ｌ，N�}ç-（Ｃ１５Ｈ１５Ｎ３Ｏ２）０．２０ｇ，y��fghk，ysz{w１００ｍＬ。

犃．２．７　~D�dj�}q：N�１５ｇ|j�（ＣｕＳＯ４·５Ｈ２Ｏ）�０．０５０ｇM}�（Ｃ１６Ｈ１８ＣｌＮ３Ｓ·

３Ｈ２Ｏ），hzs«Æ7�w１０００ｍＬ。

犃．２．８　~D�dj�fq：N�５０ｇ�dj�t（Ｃ４Ｈ４Ｏ６ＫＮａ·４Ｈ２Ｏ）、７５ｇrs(t（ＮａＯＨ），hz
s«，ªX«４ｇM��(�［Ｋ４Ｆｅ（ＣＮ）６·３Ｈ２Ｏ］，�³hk:，ysz{w１０００ｍＬ，tuz���
����。

犃．２．９　Ｄ�s���（Ｃ６Ｈ１２Ｏ６）：Ò�≥９８％（ＨＰＬＣ）。

犃．２．１０　dUe：��~6６０℃～９０℃。

犃．２．１１　fe（Ｃ４Ｈ１０Ｏ）。

犃．２．１２　��ｐＨ(�：６．８～７．２。

犃．３　��3��

犃．３．１　��：k�j１ｍｇ3０．１ｍｇ。

犃．３．２　�ys��：�X´w１００℃。

犃．３．３　��qú，Æ%２５０ｍＬ�Û�。

犃．３．４　��¶��oÀuxó6µ��4。

犃．３．５　� 。

犃．４　@���

犃．４．１　�i

犃．４．１．１　$ＧＢ／Ｔ９６９５．１９��。

犃．４．１．２　�Ã8ØD0(�£�z２００ｇ，�`Y¼¡gÆY¶。

犃．４．１．３　µ¢0(��£¤/p，¥£¦§/p，��2u¨tu，S_L|3è/¡pL(。tu0
(�±©y>�ª¿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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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２　i?��

N�(�２ｇ～５ｇ（�«¬０．００１ｇ），úz２５０ｍＬ�Û�«，y５０ｍＬdUe�fe/５gË
(�«xy，®ËdUe�fe。y１５０ｍＬ８５％fghq/7g¯°±，{²/?Ë�hD�aq
|。ÂÃ�`0À³hi，�x´WX¯q0y�3¯g7，{39[µtñ0�hD�aq|
¯�³。¶[fghq，{１００ｍＬs¯·¸«°±Æ¹ºw２５０ｍＬ�Û�«，X«３０ｍＬij
（１＋１），b¢u»r，ú�s�«��２ｈ。���¼:，¦§uv。½(�skquv:，X«２¾}
ç-n�q，¿{rs(thq（４００ｇ／Ｌ）@w2¹，ª{ij（１＋１）Àòw(�skq_Lè-¹。

¥(�skqæ¹?Á，�y��ｐＨ (�ñ(，O(�skq0ｐＨÂj７。þ:X２０ｍＬfj�h
q（２００ｇ／Ｌ），Ã¶，Äú１０ｍｉｎ。ªX２０ｍＬ|jthq（１００ｇ／Ｌ），{?Ë}Å0�。Ã¶:0³.
hq�°±¹«５００ｍＬ���«，ys¯�Û�，q°Æ«���«，Xsz{wÆ�。}¶，®
ËÇ¶q２０ｍＬ，¶qÈñ7y。

犃．４．３　|4

犃．４．３．１　R�����

���&'hq：N�Â１ｇ（�«w０．０００１ｇ）�}９８℃～１００℃[\２ｈ0Ｄ�s���，X

shk:X«５ｍＬij，Æ{s7�w１０００ｍＬ，�n���&'hqÉ�犮ｓ（ｍｇ／ｍＬ）。Êhq8
ËÌ=´zÂ１ｍｇ���。

犃．４．３．２　R4�,��}���

Í�５．００ｍＬ~D�dj�}q�５．００ｍＬ~D�dj�fq，úz１５０ｍＬ�Û�«，Xs

１０ｍＬ，X«��Î２¾，Ï¾7r¾XÂ９ｍＬ���&'hq，Ðµ±２ｍｉｎ�X´w�，3Lhq
·�Ñ¨Ü，{１¾／２ｓ0��ÒÓ¾X���，awhq�¹_¢ÔËjÕ�，Ö&×Ø���&'
hq0~ÙÚ，'>Û３Â�É，Ü��µ×ØÙÚ（犞ｓ），$�（Ａ．１）�n8１０ｍＬ（}、fqÝ５ｍＬ）~
D�dj�hq=´z���0|�犿１，Þ�{$)wvw&7４ｍＬ～２０ｍＬ~D�dj�hq
（}、fqÝ５０％）õx�(�«lc�0É�L(。

犃．４．３．３　�i���|

Í�５．００ｍＬ~D�dj�}q�５．００ｍＬ~D�dj�fq，úz１５０ｍＬ�Û�«，Xs

１０ｍＬ，X«��Î２¾，Ðµ±２ｍｉｎ�X´w�，3L�Ñ{¿¤:ß0��，Ï¾7r«¾X(�
hq，Æ3Lhq�Ñ¨Ü，½hqæ¹Là>，{１¾／２ｓ0��¾7，awhq�¹_¢ÔËjÕ
�。Ö&(�hq0×ØÙÚ。´�q«���É�}�>，�x´z{:ª1Éò�ñ7，O8g¾
7×Ø(�hq0ÙÚÐµ±<&7~D�dj�hq>e×Ø0���&'hq0ÙÚ=á，Âj

１０ｍＬ。

犃．４．３．４　�i��|4

Í�５．００ｍＬ~D�dj�}q�５．００ｍＬ~D�dj�fq，úz１５０ｍＬ�Û�«，Xs

１０ｍＬ，X«��Î２¾，Ï¾7r¾X>âñÙÚ�１ｍＬ0(�hqw�Û�«，O±２ｍｉｎ�X´
w�，3L�Ñ¨ÜÒÓ{8¡ãl¾0��¾7，aw�¹_¢ÔËjÕ�，Ö&�q×ØÙÚ。'
w�Éä*３Â，Ü��µ×ØÙÚ（犞１）。

´É�}å>，,æ�abX«１０．００ｍＬ�`q，çËXs１０ｍＬ，ªy���&'hq¾7wÕ
�，Ö&×Ø0ÙÚ（犞２）<&7>×Ø0���&'hqÙÚ（犞ｓ）<G=´z１０ｍＬ�q«e���

８

犌犅／犜２３９６８—××××



�0�犿２。

犃．４．３．５　���`|4

'>ys89(�1É='0µ4，Û(jè{(u。$Ａ．４．３．４«É�}å>0v�ñ7，§y
���&'hq¾7(jè{hqwÕ�，Ö&×Ø0ÙÚ（犞０）<&7>×Ø0���&'hqÙÚ
（犞ｓ）<G=´z１０ｍＬ�q«e����0�犿０。

犃．５　@�=�{N�

犃．５．１　１０ｍＬ~D�dj�hq（}、fqÝ;）=´z���0|�$�（Ａ．１）�n。

犿１＝犮ｓ×犞ｓ …………………………（Ａ．１）

　　�«：

犿１———１０ｍＬ~D�dj�hq（}、fqÝ;）=´z���0|�，º»jËé（ｍｇ）；

犮ｓ ———���&'hqÉ�，º»jËé8ËÌ（ｍｇ／ｍＬ）；

犞ｓ———&7１０ｍＬ~D�dj�hq（}、fqÝ;）>×Ø0���&'hq0ÙÚ，º»jË
Ì（ｍＬ）。

犃．５．２　(�«�����$�（Ａ．２）�n。

犡１＝
５００犿１

犞１
…………………………（Ａ．２）

　　�«：

犡１ ———eN(�«���0|�，º»jËé（ｍｇ）；

５００———�`7�ÙÚ，º»jËÌ（ｍＬ）；

犿１ ———１０ｍＬ~D�dj�hq（}、fqÝ;）=´z���0|�，º»jËé（ｍｇ）；

犞１ ———ñ7>�µ×Ø(�hq0ÙÚ，º»jËÌ（ｍＬ）。

犃．５．３　´(�«�YÉ�}å>�����$�（Ａ．３）、�（Ａ．４）�n。

犡２＝
５００犿２

１０
…………………………（Ａ．３）

犿２＝犿１× １－
犞２

犞ｓ
（ ） …………………………（Ａ．４）

　　�«：

犡２ ———eN(�«���0|�，º»jËé（ｍｇ）；

５００———�`07�ÙÚ，º»jËÌ（ｍＬ）；

犿２ ———&7１０ｍＬ~D�dj�hq（}、fqÝ５０％）>×Ø0���&'hq0ÙÚ<X«
(�:×Ø0���&'hqÙÚ<G=´z���0|�，º»jËé（ｍｇ）；

１０ ———abX«0(�ÙÚ，º»jËÌ（ｍＬ）；

犿１ ———１０ｍＬ~D�dj�hq（}、fqÝ５０％）=´z���0|�，º»jËé（ｍｇ）；

犞２ ———X«(�:×Ø0���&'hq0ÙÚ，º»jËÌ（ｍＬ）；

犞ｓ ———&7１０ｍＬ~D�dj�hq（}、fqÝ５０％）>×Ø0���&'hq0ÙÚ，º»j
ËÌ（ｍＬ）。

犃．５．４　(jè{ê$�（Ａ．５）、�（Ａ．６）�n。

犡０＝
５００犿０

１０
…………………………（Ａ．５）

犿０＝犿１× １－
犞０

犞ｓ
（ ） …………………………（Ａ．６）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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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犡０ ———(jè{ê，º»jËé（ｍｇ）；

５００———�`07�ÙÚ，º»jËÌ（ｍＬ）；

犿０ ———&7１０ｍＬ~D�dj�hq（}、fqÝ５０％）>×Ø0���&'hq0ÙÚ<X«
è{:×Ø0���&'hqÙÚ<G=´z���0|�，º»jËé（ｍｇ）；

１０ ———abX«0(�ÙÚ，º»jËÌ（ｍＬ）；

犿１ ———１０ｍＬ~D�dj�hq（}、fqÝ５０％）=´z���0|�，º»jËé（ｍｇ）；

犞０ ———X«è{(�:×Ø0���&'hq0ÙÚ，º»jËÌ（ｍＬ）；

犞ｓ ———&7１０ｍＬ~D�dj�hq（}、fqÝ５０％）>×Ø0���&'hq0ÙÚ，º»j
ËÌ（ｍＬ）。

犃．５．５　(�«�Y0��$�（Ａ．７）1É�n。

犡＝
犡１－犡０（ ）×０．９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 　犡＝

犡２－犡０（ ）×０．９

犿×１０００
×１００ …………（Ａ．７）

　　�«：

犡　 　———(�«�Y0��，º»jé8ëé（ｇ／１００ｇ）；

犡１、犡２———eN(�«���0|�，º»jËé（ｍｇ）；

犡０ ———(jè{ê，º»jËé（ｍｇ）；

０．９ ———���mnè�Y0ìní7；

犿 ———N�(�0|�，º»jé（ｇ）；
1F3,３»Ãî7ï。

犃．５．６　���
±ªED�#NðÜ0¡gñ¦ñ71F0ò�Gê£�6}nK�µê0１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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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１］　7�pq`��÷ørmùw（¬�|�÷øtutÄ~ó〔２００５〕-７５ôõ）

１１

犌犅／犜２３９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