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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abc"：:;<=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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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 BCD)

defS（狑）／％ ≤ ５．０ ghＡYＡ．４

iWjk（狑）／％ ≤ １．０ Ａ．５

lmno（狑）／％ ≤ ０．１ Ａ．６

Op（qr０．１５０ｍｍTCs，狑）／％ ≥ ９９．０ Ａ．７

t5*'utv（狑）／％ ≤ １．０ Ａ．８

uw（xＫＯＨy）／（ｍｇ／ｇ） ≤ ３．０ Ａ．９

vbw（xＫＯＨy）／（ｍｇ／ｇ） １２５～１５３ Ａ．１０

lzp（狑）／％ ８６．５～８９．０ Ａ．１０

{p（４％n|，２０℃）／（ｍＰａ·ｓ） ４．８～５．８ Ａ．１１

}（Ｐｂ）／（ｍｇ／ｋｇ） ≤ ２ ＧＢ５００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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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　犃

ABCD

犃．１　EF

!"#.BCD)Y~%.��T3����L���，���:�R$�.��*����。

犃．２　GHIJ

!"#�%T3*l，Z���J��89�，�c���T3*ＧＢ／Ｔ６６８２Y>?.��l。
TCY�%"#�?n|、��"#n|、,3�,0，Z���J��89�，� ＧＢ／Ｔ６０１、

ＧＢ／Ｔ６０２、ＧＢ／Ｔ６０３>?,¡。�%n|Z¢�J%£¤n3¥,�，�cln|。

犃．３　KLMB

犃．３．１　狆犎

¦R１ｇTU， §ＧＢ／Ｔ１２０１０．４—２０１０Y>?¨?ｐＨ，:©５．０～６．５。

犃．３．２　NOPQ

xªb«�©�¬3.TU.®]¯°:±°Ｂ．１²³。

犃．３．３　RSTU犃

犃．３．３．１　M+VWX

犃．３．３．１．１　´n|：Z１００ｍＬlYnz１４ｇ´*３６ｇ´b«，2３�µu，%l¶·¸１０００ｍＬ，
¹º。

犃．３．３．１．２　»un|：Z２５ｍＬlYnz１ｇ»u，¹º。

犃．３．３．２　KLCD

¦R¼０．０１ｇTU，V&½�１００ｍＬl.WXY，$�2¾~TUnz，¿À¸ÁÂ，R５ｍＬT
Un|，�2１�´n|，�2Ã�»un|。TUn|:ÄÅÆE。

犃．３．４　RSTU犅

¦R¼０．５ｇTU，V&½�１０ｍＬl.WXY，$�2¾~TUnz，¿À¸ÁÂ，R５ｍＬTU
n|，�2１�´n|，ÇV。TUn|:ÄÈE¸ÆE。

犃．３．５　YZTU

R５ｍＬÉEÊ:ＢY,¡.TUn|，2Ë１０ｍＬ'5，:ÌÍÎÏLÐGÑÒ。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３　　　　

犃．４　[\]^_`J

犃．４．１　abVcd

犃．４．１．１　¦SÓ：６０ｍｍ×３０ｍｍ。

犃．４．１．２　Ô¾ÕÂdeÖ：１０５℃±２℃。

犃．４．２　2efg

~%×&１０５℃±２℃^de¸�SÕ?.¦SÓ¦R¼５ｇTU，ØÙ¸０．０００２ｇ，&

１０５℃±２℃^de３ｈ。ZdeÚYÇV¸ÁÂÛ¦S。

犃．４．３　hijk

defS.�S�Ã狑１  Ü（Ａ．１）yÝ：

狑１＝
犿１－犿２

犿
×１００％ ……………………（Ａ．１）

　　ÜY：

犿１———deÞTU*¦SÓ�S，ßà©á（ｇ）；

犿２———deÛTU*¦SÓ�S，ßà©á（ｇ）；

犿 ———TU.�S，ßà©á（ｇ）。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w±Ýæä�wóômõ&２％。

犃．５　lmno_`J

犃．５．１　abVcd

犃．５．１．１　ö÷ø：１００ｍＬ。

犃．５．１．２　ùÂú：８００℃±２５℃。

犃．５．２　2efg

¦R¼２ｇTU，ØÙ¸０．０００２ｇ，V&×Z８００℃±２５℃^�SÕ?.ö÷øY，V&Ô¾ûü
ýþ2¾，ÿ!U0de"#�$b，%&Ë８００℃±２５℃.ùÂúYiW¸�SÕ?。

犃．５．３　hijk

iWjk.�S�Ã狑２  Ü（Ａ．２）yÝ：

狑２＝
犿１－犿２

犿
×１００％ ……………………（Ａ．２）

　　ÜY：

犿１———jk*ö÷ø.�S，ßà©á（ｇ）；

犿２———ö÷ø.�S，ßà©á（ｇ）；

犿 ———TU.�S，ßà©á（ｇ）。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wmõ&０．２％。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４　　　　

犃．６　pqrs_`J

犃．６．１　abVcd

犃．６．１．１　'()÷ø：*û+,¼©１００μｍ～１６０μｍ。

犃．６．１．２　Ô¾ÕÂdeÖ：１０５℃±２℃。

犃．６．２　2efg

¦R¼１０ｇTU，ØÙ¸０．０１ｇ，V&５００ｍＬWXY，2Ë１００ｍＬ-2¾¸..l，~ónz。

/0"¿À１ｈ。%×&１０５℃±２℃^de¸�SÕ?.'()÷ør*，%¾l12３í～５í。

3'()÷ø&ËÔ¾ÕÂdeÖY，Z１０５℃±２℃^de¸�SÕ?。

犃．６．３　hijk

lmno4S.�S�Ã狑３  Ü（Ａ．３）yÝ：

狑３＝
犿１－犿２

犿
×１００％ ……………………（Ａ．３）

　　ÜY：

犿１———'()÷ø*lmno.�S，ßà©á（ｇ）；

犿２———'()÷ø.�S，ßà©á（ｇ）；

犿 ———TU�S，ßà©á（ｇ）。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wmõ&０．０５％。

犃．７　tu（vw０．１５０犿犿MBx）_`J

犃．７．１　abVcd

犃．７．１．１　TCs：２００ｍｍ×５０ｍｍ—０．１５０／０．１ＧＢ／Ｔ６００３．１—２０１２，5�s6*s7。

犃．７．１．２　Ô89s:：98;<©１００í／ｍｉｎ～３００í／ｍｉｎ，9=１ｍｍ～６ｍｍ。

犃．７．２　2efg

3>?、de.０．１５０ｍｍTCsV&TCs7@ü，²ABZÔ89C:ü。¦R¼１００ｇTU，

ØÙ¸ ０．１ｇ，V & s ü，2 s 6。D 8 Ô 8 9 C Ú，9 = © ２ ｍｍ，; < © １５０ í／ｍｉｎ，9 8

３０ｍｉｎ±１０ｓ，EF9CÛR^sG*7@，¦RTCs^.TU�S。HIx�%J8)Kå¨?。

犃．７．３　hijk

Op（qr０．１５０ｍｍTCs）.�S�Ã狑４  Ü（Ａ．４）yÝ：

狑４＝
犿１

犿
×１００％ ……………………（Ａ．４）

　　ÜY：

犿１———s^o.�S，ßà©á（ｇ）；

犿 ———TU.�S，ßà©á（ｇ）。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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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wmõ&０．０５％。

犃．８　y/V-zy{_`J

犃．８．１　M+VWX

犃．８．１．１　LM。

犃．８．１．２　t5n|：１．２％（NO�Ã）。

犃．８．１．３　'utvn|：１．２％（NO�Ã）。

犃．８．２　abVcd

犃．８．２．１　�PÓ：１００ｍＬ。

犃．８．２．２　lQ。

犃．８．２．３　RSE¯T。

犃．８．３　|}SQ~�

犃．８．３．１　E¯B¨Ú：UVWXGbB¨Ú。

犃．８．３．２　E¯Y：ＲＳＤ＜３％。

犃．８．３．３　E¯YÂp：１６０℃。

犃．８．３．４　KUZÂp：１６０℃。

犃．８．３．５　B¨Âp：１６０℃。

犃．８．３．６　[R：ù�\。

犃．８．３．７　]^：３０ｍＬ／ｍｉｎ。

犃．８．３．８　KUS：０．４μＬ。

犃．８．４　2efg

犃．８．４．１　"#n|：�_&R２．００ｍＬ.t5n|*'utvn|，V&�PÓY，2Ë３０μＬLM*

９８ｍＬl。6`ÓP，V&.lQY，ma9¹，ÿ¸n|>bÛcd¿À¸ÁÂ。

犃．８．４．２　TUn|：¦R２．０ｇTU，ØÙ¸０．０００２ｇ，V&�PÓY，2Ë３０μＬLM*９８ｍＬl。6
`ÓP，V&.lQY，ma9¹，ÿ¸n|>bÛRd¿À¸ÁÂ。

犃．８．４．３　¨?： §KUS�_3"#n|*TUn|KU，ehfgO。

犃．８．５　hijk

t5L'utv4S.�S�Ã狑５  Ü （Ａ．５）yÝ：

狑５＝
犃

犃犪
×
犃０

犃犪０
×
０．０２４

犿
×１００％ ……………………（Ａ．５）

　　ÜY：

犃 　———TUn|¨TYt5L'utv.h:f.fgO；

犃０ ———"#n|¨TYt5L'utv.h:f.fgO；

０．０２４———"#�?n|YLM.�S，ßà©á（ｇ）；

犃犪 ———TUn|¨TYLM.h:f.fgO；

犃犪０ ———"#n|¨TYLM.h:f.fgO；

犿 ——— TU.�S，ßà©á（ｇ）。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６　　　　

wmõ&０．０５％。

犃．９　z�（�犓犗犎j）_`J

犃．９．１　M+VWX

犃．９．１．１　ijkbl.l。

犃．９．１．２　mnco|（１０ｇ／Ｌ）：~%p©２q。

犃．９．１．３　Ukb«"#�?n|：犮（ＫＯＨ）＝０．０５ｍｏｌ／Ｌ。

犃．９．１．３．１　¥,：¦R１２０ｇUkb«，n&１００ｍＬijkbl.lY，¹º，�Ë4'(rÚY，st
ÇV¸n|>u，%vwxS２．７ｍＬüy>|，%ijkbl.l¶·¸１０００ｍＬ。

犃．９．１．３．２　"?：¦R０．３６ｇ&１０５℃～１１０℃de¸�SÕ?.z�{#T3|}jtuU«，ØÙ
¸０．０００２ｇ，2５０ｍＬijkbl.lnz，2２�mnco|（１０ｇ／Ｌ），%¥,~.Ukb«n|�
?¸n|ÄPE，"��３０ｓ，����KTC。

犃．９．１．３．３　yÝ：Ukb«"#�?n|.�p［犮（ＫＯＨ）］x����（ｍｏｌ／Ｌ）y， Ü（Ａ．６）yÝ：

犮 ＫＯＨ（ ）＝
犿×１０００

犕 × 犞１－犞２（ ）
……………………（Ａ．６）

　　ÜY：

犿　　———¦R.{#|}jtuU«�S，ßà©á（ｇ）；

１０００ ———�Ý�G；

犕 ———|}jtuU«.���S，ßà©á���（ｇ／ｍｏｌ）［犕（ＫＨＣ８Ｈ４Ｏ４）＝２０４．２］；

犞１ ———�?���.Ukb«"#�?n|.NO，ßà©��（ｍＬ）；

犞２ ———�KTC���..Ukb«"#�?n|.NO，ßà©��（ｍＬ）。

犃．９．２　abVcd

犃．９．２．１　�7WÓ：５００ｍＬ。

犃．９．２．２　��¿�x。

犃．９．２．３　lQÕÂ��/0Ú。

犃．９．３　2efg

&�7WÓY2Ë２００ｍＬijkbl.l*Ô�/0G，�Bü��¿�xÛV&.lQY
2¾。

¦R１０．０ｇTU，ØÙ¸０．００１ｇ，VËWÓY，��&.lQY2¾"/0３０ｍｉｎ。3�7WÓ�
¿�x²ARdÛ��/0¿À¸ÁÂ，3n|&Ë２５０ｍＬrSÓY，%ijkbl.l¶·¸�p
"¹º，&R５０ｍＬ�n|V&２５０ｍＬ��ÓY，�2２�mnco|（１０ｇ／Ｌ），%Ukb«"#�
?n|�¸PE"��１５ｓm�E。

犃．９．４　hijk

uw［xUkb«（ＫＯＨ）y］.�S�Ã狑６ x�á�á（ｍｇ／ｇ）y， Ü （Ａ．７）yÝ：

狑６＝
犞×犮×犕 ×２５０

犿×５０
……………………（Ａ．７）

　　ÜY：

犞　———�?TUn|��.Ukb«"#�?n|.NO，ßà©��（ｍＬ）；

犮 ———Ukb«"#�?n|#Ù�p，ßà©����（ｍｏ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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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犕 ———Ukb«.���S，ßà©á���（ｇ／ｍｏｌ）［犕（ＫＯＨ）＝５６．１０］；

２５０———rSÓrO，ßà©��（ｍＬ）；

犿 ———TU.�S，ßà©á（ｇ）；

５０ ———&RTUn|.NO，ßà©��（ｍＬ）。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wmõ&０．３％。

犃．１０　{=�（�犓犗犎j）Vp�u（�犓犗犎j）_`J

犃．１０．１　M+VWX

犃．１０．１．１　Ukb«'5n|：¦R３５ｇUkb«，n&２０ｍＬijkbl.lY。%i�.'5¶
·¸１０００ｍＬ。ÇV２４ｈRüy>|~%。

犃．１０．１．２　µu"#�?n|：犮（ＨＣｌ）＝０．５ｍｏｌ／Ｌ。

犃．１０．１．３　mnco|（１０ｇ／Ｌ）：~%p©２q。

犃．１０．２　abVcd

犃．１０．２．１　�7WÓ：２５０ｍＬ。

犃．１０．２．２　��¿�x。

犃．１０．２．３　.lQ。

犃．１０．２．４　'(�。

犃．１０．３　2efg

ØÙ¦R１．００ｇ±０．０１ｇTU，V&�7WÓY，&R２５ｍＬUkb«'5n|*２５ｍＬl，

５O～７O'(�，3�7WÓ��ü��¿�ÚÛ&.lQY2¾、�]３０ｍｉｎ，¿ÀÛ，R^��¿
�xÛ2Ë２�mnco|（１０ｇ／Ｌ），ï�%µu"#�?n|�?¸PE���© ¡。

��Kå�KTC。�KTC¢m2TU®，�����2ËT3.¤£*S（"#�?n|¢
®）±¨?TCS�。

犃．１０．４　hijk

¤bw［xUkb«（ＫＯＨ）y］.�S�Ã狑７ x�á�á（ｍｇ／ｇ）y， Ü（Ａ．８）yÝ：

狑７＝
犞０－犞（ ）犮×犕

犿
……………………（Ａ．８）

　　ÜY：

犞０———�?�Kn|��.µu"#�?n|.NO，ßà©��（ｍＬ）；

犞 ———�?TUn|��.µu"#�?n|.NO，ßà©��（ｍＬ）；

犮 ———µu"#�?n|#Ù�p，ßà©����（ｍｏｌ／Ｌ）；

犕 ———Ukb«.���S，ßà©á���（ｇ／ｍｏｌ）［犕（ＫＯＨ）＝５６．１０］；

犿 ———TU.�S，ßà©á（ｇ）。
TCâãxäå¨?âã.Ýæä�w©#。Zçè�éê^ë-.ìíîï¨?âã.ðñò

wmõ&０．３％。
vbw［xUkb«（ＫＯＨ）y］.�S�Ã狑８ x�á�á（ｍｇ／ｇ）y， Ü （Ａ．９）yÝ：

狑８＝狑７－狑６ ……………………（Ａ．９）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８　　　　

　　ÜY：

狑７——— §Ü（Ａ．８）yÝ�-¤bw，ßà©�á�á（ｍｇ／ｇ）；

狑６——— §Ü（Ａ．７）yÝ�-uw，ßà©�á�á（ｍｇ／ｇ）。
lzp.�S�Ã狑９  Ü（Ａ．１０）yÝ：

狑９＝１００％－ ７．８４×
狑ｄｂ

１００％－０．０７５×狑ｄｂ
（ ） ……………………（Ａ．１０）

　　ÜY：

７．８４ ———�Ý�G；

狑ｄｂ ——— §Ü（Ａ．１１）yÝ�-¤bw（xd{y），ßà©�á�á（ｍｇ／ｇ）；

０．０７５———�Ý�G。
¤bw（xd{y）［xUkb«（ＫＯＨ）y］.�S�Ã狑ｄｂx�á�á（ｍｇ／ｇ）y， Ü（Ａ．１１）

yÝ：

狑ｄｂ＝
狑７

１００％－狑１

……………………（Ａ．１１）

　　ÜY：

狑７——— §Ü（Ａ．８）yÝ�-¤bw，ßà©�á�á（ｍｇ／ｇ）；

狑１——— §Ü（Ａ．１）yÝ�-defS，％。

犃．１１　�u（４％r�，２０℃）_`J

犃．１１．１　M+VWX

"#{p|：¥%¦8{p©５ｍｍ２／ｓ。

犃．１１．２　abVcd

犃．１１．２．１　WÓ：�7，２５０ｍＬ。

犃．１１．２．２　'()÷ø：*û+,¼©１００μｍ～１６０μｍ。

犃．１１．２．３　/0Ú。

犃．１１．２．４　ÕÂlQ：Âp§8¨©ª&０．５℃。

犃．１１．２．５　Âpy：�pw０．１℃。

犃．１１．２．６　{py：«¬®x{py，̄ °Ａ．１。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９　　　　

ßà©�°

�犃．１　������uj

犃．１１．２．７　±=：Øp０．２ｓ。

犃．１１．３　2efg

¦R²Ý©xd{y.６．００ｇ¢³der.TU，ØÙ¸０．００１ｇ。ZWÓY2Ë¼１４０ｍＬl，
"D´/0Úýþ/0。3¦R.TUµ^¶ËWÓY，·TU#�nzÛ，2^/0，̧ m:~n|
YÌÍR¹。3WÓ&ËÕÂlQY2¾n|¸９０℃"��５ｍｉｎ，EF2¾，º�/0１ｈ。»¼²
?NO.l，~n|�S¼©１５０ｇ，º�/0~n|�º。%'()÷ø½*n|¸��ÓY，¿À。
&２０℃±０．５℃^%«¬®x{py�_¨?TUn|*"#{p|.]d�¾（"#{p|.]
d�¾I¿À®{pyGHm?pKå¨?）。

犃．１１．４　hijk

TUn|.{p（２０℃）ηx�Á±（ｍＰａ·ｓ）y， Ü （Ａ．１２）yÝ：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１０　　　

η＝
ν０

狋０
×犱狋 ……………………（Ａ．１２）

　　ÜY：

ν０———"#{p|.¦8{p（２０℃），ßà©äD�°�±（ｍｍ２／ｓ）；

狋０———"#{p|.]d�¾，ßà©±（ｓ）；

犱———TUn|&２０℃�.sp，ßà©á���（ｇ／ｍＬ）；

狋 ———TUn|.]d�¾，ßà©±（ｓ）。



犌犅３１６３０—２０１４

１１　　　

?　@　犅

,-./'(NOPQ�

4'(5"#®]¯°¯°Ｂ．１。

�犅．１　,-./'(NOP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