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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８２７０—１９９９《&'()*　+,-.》。
!"#/ＧＢ８２７０—１９９９01，234567：
———"#89:;<“&'=>?@"#　&'()*　+,-A”；
———:;B"#CD；
———:;BCDE、FGEH0IFGJKL0MNO；
———PQBR5S"TULV3W，XYS"；
———:;BZ[\]；
———:;BR5S"T+,-A^K、_`abHcdeKS"；
———fgBR5S"T+h、1ijh、1kjhHlmnS"；
———o)Bp、qrH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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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　./01

１　23

!"#tuvw+x,（犛狋犲狏犻犪犚犲犫犪狌犱犻犪狀犪Ｂｅｒｔｏｎｉ）cx<yz，{|P、}~��U&'()*
+,-A。23-A<+,AH���AＡ，����-A�����AＢ、���AＣ、���AＤ、

���AＦ、��AＡ、+�A�+,�-A。

２　456、7869:;45<=

２．１　>?01@456

+,A：Ｃ３８Ｈ６０Ｏ１８
���AＡ：Ｃ４４Ｈ７０Ｏ２３

２．２　９A01@786

９�-AU���89、Ｒ１ �P$�HＲ２ �P$���１。

B１　９A01@CDEFG、Ｒ１ HIJK9Ｒ２ HIJK

5��89

T�89 ��89
Ｒ１ �P$� Ｒ２ �P$�

+,A ｓｔｅｖｉｏｓｉｄｅ βＧｌｃ βＧｌｃβＧｌｃ（２→１）

���AＡ ｒｅｂａｕｄｉｏｓｉｄｅＡ βＧｌｃ
βＧｌｃβＧｌｃ（２→１）

　β
｜

Ｇｌｃ（３→１）

���AＢ ｒｅｂａｕｄｉｏｓｉｄｅＢ Ｈ
βＧｌｃβＧｌｃ（２→１）

　β
｜

Ｇｌｃ（３→１）

���AＣ ｒｅｂａｕｄｉｏｓｉｄｅＣ βＧｌｃ
βＧｌｃαＲｈａ（２→１）

　β
｜

Ｇｌｃ（３→１）

���AＤ ｒｅｂａｕｄｉｏｓｉｄｅＤ βＧｌｃβＧｌｃ（２→１）
βＧｌｃβＧｌｃ（２→１）

　β
｜

Ｇｌｃ（３→１）

���AＦ ｒｅｂａｕｄｉｏｓｉｄｅＦ βＧｌｃ
βＧｌｃβＸｙｌ（２→１）

　β
｜

Ｇｌｃ（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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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B１（�）

5��89

T�89 ��89
Ｒ１ �P$� Ｒ２ �P$�

��AＡ ｄｕｌｃｏｓｉｄｅＡ βＧｌｃ βＧｌｃαＲｈａ（２→１）

+�A ｒｕｂｕｓｏｓｉｄｅ βＧｌｃ βＧｌｃ

+,�-A ｓｔｅｖｉｏｌｂｉｏｓｉｄｅ Ｈ βＧｌｃβＧｌｃ（２→１）

２．３　>?01@:;45<=

+,A：８０４．８８（�２００７�?�0IyGJK）
���AＡ：９６７．０３（�２００７�?�0IyGJK）

３　LM?N

３．１　OP?N

����２U� 。

B２　OP?N

¡　¢ 3　W £]¤¥

¦§

¨©

ª¦«¬¦

®¯°±²

PtK\³´vµ¶、cdUª·¸T，¹º

»j¼7½¾�¦§H¨©

３．２　QRS)

����３U� 。

B３　QRS)

¡ ¢ S " £]¤¥

+,-A^K（wc�¿，狑）／％ ≥ ８５ ÀÁＡTＡ．４

_`ab（狑）／％ ≤ １ ＧＢ５００９．４

cdeK（狑）／％ ≤ ６ ＧＢ５００９．３ÂÃcd¥ａ

p（Ｐｂ）／（ｍｇ／ｋｇ） ≤ １ ＧＢ５００９．１２

ÄÅ（wＡｓ¿）／（ｍｇ／ｋｇ） ≤ １ ＧＢ５００９．１１

qr／（ｍｇ／ｋｇ） ≤

sr／（ｍｇ／ｋｇ） ≤

２００

５０００
Ａ．４

　　
ａ
　cdÆhHÇÈF[<１０５℃±２℃H２ｈ。

　　T：É'5U+,-AÊ'�w��!"#U+,-A<yz，Ë()uv"#5¢UUÌ®L&'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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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U　V　犃

WXYZ

犃．１　[\]^

!"#Íu\*HÎ，¹ÏÐÑÒ��3WÇ，ÓSFÔÕ\*HＧＢ／Ｔ６６８２T� UÖVÎ。
\]TÍu"#× ØÙ、ÚJÛ u"#ØÙ、~*�~'，¹ÏÐÑÒ��3WÇ，Ó�

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２、ＧＢ／Ｔ６０３U� ~Ü。\]TÍuØÙ¹ÝÑÒuÞ�Ø*ß~Ç，ÓSÎ
ØÙ。

犃．２　_`aX

犃．２．１　./19bcd1犃aX

¹+,-A^K\]T，\³ØÙUÙ0¦àáT+,AH���AＡâã2ä�/å�"#Ø
ÙU¦àá0I�。

犃．２．２　aefg@狆犎

9P１ｇ\³，Øv１００ｍＬÎT，uæh¿Û \³ØÙUｐＨ¹４．５～７．０。

犃．３　./01h=@i^

犃．３．１　YZ[

犃．３．１．１　a-9jk

犃．３．１．１．１　sç：¦àÕ。

犃．３．１．１．２　èæéêë：¦àÕ。

犃．３．１．１．３　èæ：¦àÕ。

犃．３．１．１．４　Î：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T� UYVÎ。

犃．３．１．１．５　sçÎØÙ：sçHÎU²ì1<３０∶７０。

犃．３．１．１．６　èæëíîÙ（ｐＨ２．６）：9P１．２０ｇèæéêë（ＮａＨ２ＰＯ４），Øv８００ｍＬÎT，uèæï
ðｐＨ«２．６。

犃．３．１．１．７　+,A"#'：+,A^K（JKFñ，wc�¿）≥９９．０％。

犃．３．１．１．８　���AＡ"#'：���AＡ^K（JKFñ，wc�¿）≥９９．０％。

犃．３．１．１．９　��７�-A"#'：���AＢ、���AＣ、���AＤ、���AＦ、��AＡ、+�A
H+,�-A。

犃．３．１．２　lm9no

òóÙ0¦àô：ßÜõö£Û÷，°��LóU£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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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犃．３．１．３　pqrstu

犃．３．１．３．１　¦àø：Ｃ１８ù0¦àø，２５０ｍｍ×４．６ｍｍ，úû５μｍ；°��LóU¦àø。

犃．３．１．３．２　üý0：sç∶èæëíîÙ＝３２∶６８。

犃．３．１．３．３　üý0üþ：１．０ｍＬ／ｍｉｎ。

犃．３．１．３．４　£Ûÿ!：２１０ｎｍ。

犃．３．１．３．５　"³K：２μＬ～１０μＬ。

犃．３．１．３．６　øÆ：４０℃。

犃．３．１．４　4vwx

犃．３．１．４．１　yD)*$fg@zo

F[9PtK+,A、���AＡ、���AＢ、���AＣ、���AＤ、���AＦ、��AＡ、+
�A、+,�-A"#'，́ v#YãOK$T，usçÎØÙ%>Ø&' O，�(å�"#'ØÙ。
å�"#'ØÙuv) ９�-AU0I*+ÇÈ。

犃．３．１．４．２　)*fg@zo

F[9P０．０５ｇ+,A"#'H���AＡ"#'，})«０．００１ｇ，F[´v５０ｍＬUOK$
T，usçÎØÙØ&',-«.h，�(+,A"#ØÙH���AＡ"#ØÙ。

犃．３．１．４．３　aefg@zo

9P０．０５ｇ～０．１ｇ\³，})«０．００１ｇ，́ v５０ｍＬUOK$T，usçÎØÙØ&',-«.
h，�(\³ØÙ。

犃．３．１．５　i^

¹Ａ．３．１．３/0¦à127，F[Iå�"#'ØÙ、"#ØÙH\³ØÙ"3¦àFÔ。4\³
ØÙU¦àá/å�"#'ØÙU¦àá015，w) \³ØÙ¦àáT67FI�Uä。8Á\
³ØÙ¦àáT+,A、���AＡ、���AＢ、���AＣ、���AＤ、���AＦ、��AＡ、+�
A、+,�-AUä9ì�"#ØÙ¦àáT+,AH���AＡUä9ì。

犃．３．１．６　7{|}

���AＡ^K（wc�¿）UJKFñ狑ａ�E（Ａ．１）¿:：

狑ａ＝
犿Ｒ

犿
×
犃ａ

犃Ｒ

×１００％ ……………………（Ａ．１）

　　ET：

犿Ｒ ———���AＡ"#ØÙT���AＡUJK（wc�¿），;�<<�（ｍｇ）；

犿 ———\³ØÙT\³UJK（wc�¿），;�<<�（ｍｇ）；

犃ａ ———\³ØÙ¦àáT���AＡUä9ì=；

犃Ｒ ———���AＡ"#ØÙ¦àáT���AＡUä9ì=。
��８�-A^K（wc�¿）UJKFñ狑犻 �E（Ａ．２）¿:：

狑犻＝
犿Ｓ

犿
×
犳犻×犃犻

犃Ｓ

×１００％ ……………………（Ａ．２）

　　ET：

犻　———ｓ、ｂ、ｃ、ｄ、ｆ、ｄａ、ｒｕ、ｓｂ，F[I�+,A、���AＢ、���AＣ、���AＤ、���A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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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AＡ、+�A、+,�-A；

犿Ｓ———+,A"#ØÙT+,AUJK（wc�¿），;�<<�（ｍｇ）；

犿 ———\³ØÙT\³UJK（wc�¿），;�<<�（ｍｇ）；

犳犻 ———犻7F/+,AUEK1=：１．００（+,A）、１．００（���AＢ）、１．１８（���AＣ）、１．４０（�
��AＤ）、１．１６（���AＦ）、０．９８（��AＡ）、０．８０（+�A）、０．８０（+,�-A）；

犃犻 ———\³ØÙ¦àáT犻7FUä9ì=；

犃Ｓ———+,A"#ØÙ¦àáT+,AUä9ì=。
>E（Ａ．１）HE（Ａ．２）¿:�(９�7FU^K狑ａ、狑ｓ、狑ｂ、狑ｃ、狑ｄ、狑ｆ、狑ｄａ、狑ｒｕH狑ｓｂ，P67F

^K?H@<\³T+,-A^K。

犃．３．２　YZ~

犃．３．２．１　a-9jk

犃．３．２．１．１　sç：¦àÕ。

犃．３．２．１．２　èæéêë：¦àÕ。

犃．３．２．１．３　èæ：¦àÕ。

犃．３．２．１．４　Î：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T� UYVÎ。

犃．３．２．１．５　sçÎØÙ：sçHÎU²ì1<３０∶７０。

犃．３．２．１．６　èæëíîÙ（ｐＨ２．６）：9P１．２０ｇèæéêë（ＮａＨ２ＰＯ４），Øv８００ｍＬÎT，uèæï
ðｐＨ«２．６，uÎ,-«１０００ｍＬ。

犃．３．２．１．７　+,A"#'：+,A^K（JKFñ，wc�¿）≥９９．０％。

犃．３．２．１．８　��８�-A"#'：���AＡ、���AＢ、���AＣ、���AＤ、���AＦ、��
AＡ、+�AH+,�-A。

犃．３．２．２　lm9no

#Ａ．３．１．２。

犃．３．２．３　pqrstu

#Ａ．３．１．３。

犃．３．２．４　4vwx

犃．３．２．４．１　yD)*$fg@zo

F[9PtK+,A、���AＡ、���AＢ、���AＣ、���AＤ、���AＦ、��AＡ、+
�A、+,�-A"#'，́ v#YãOK$T，usçÎØÙ%>Ø&' O，�(å�"#'ØÙ。
å�"#'ØÙuv) ９�-AU0I*+ÇÈ。

犃．３．２．４．２　)*fg@zo

9P０．０５ｇ+,A"#'，})«０．００１ｇ，́ v５０ｍＬUOK$T，usçÎØÙØ&',-«
.h，�(+,A"#ØÙ。

犃．３．２．４．３　aefg@zo

9P０．０５ｇ～０．１ｇ\³，})«０．００１ｇ，́ v５０ｍＬUOK$T，usçÎØÙØ&',-«.
h，�(\³ØÙ。



犌犅８２７０—２０１４

６　　　　

犃．３．２．５　i^

¹Ａ．３．２．３/0¦à127，F[Iå�"#'ØÙ、"#ØÙH\³ØÙ"3¦àFÔ。4\³
ØÙU¦àá/å�"#'ØÙU¦àá015，w) \³ØÙ¦àáT67FI�Uä。8Á\
³ØÙ¦àáT+,A、���AＡ、���AＢ、���AＣ、���AＤ、���AＦ、��AＡ、+�
A、+,�-AUä9ì�"#ØÙ¦àáT+,AUä9ì。

犃．３．２．６　7{|}

９�-A^K（wc�¿）UJKFñ狑犻 �E（Ａ．３）¿:：

狑犻＝
犿Ｓ

犿
×
犳犻×犃犻

犃Ｓ

×１００％ ……………………（Ａ．３）

　　ET：

犻　———ｓ、ａ、ｂ、ｃ、ｄ、ｆ、ｄａ、ｒｕ、ｓｂ，F[I�+,A、���AＡ、���AＢ、���AＣ、���A

Ｄ、���AＦ、��AＡ、+�A、+,�-A；

犿Ｓ———+,A"#ØÙT+,AUJK（wc�¿），;�<<�（ｍｇ）；

犿 ———\³ØÙT\³UJK（wc�¿），;�<<�（ｍｇ）；

犳犻 ———犻7F/+,AUEK1=：１．００（+,A）、１．２０（���AＡ）、１．００（���AＢ）、１．１８（�
��AＣ）、１．４０（���AＤ）、１．１６（���AＦ）、０．９８（��AＡ）、０．８０（+�A）、０．８０（+
,�-A）；

犃犻 ———\³ØÙ¦àáT犻7FUä9ì=；

犃Ｓ———+,A"#ØÙ¦àáT+,AUä9ì=。
>E（Ａ．３）¿:�(９�7FU^K狑ｓ、狑ａ、狑ｂ、狑ｃ、狑ｄ、狑ｆ、狑ｄａ、狑ｒｕH狑ｓｂ，P67F^K?H@

<\³T+,-A^K。

犃．４　��9��@i^

犃．４．１　a-9jk

犃．４．１．１　qr：¦àÕ。

犃．４．１．２　sr：¦àÕ。

犃．４．１．３　Î：YVÎ。

犃．４．２　lm9no

A0¦àô：ßÐêBCDG5£Û÷（ＦＩＤ）HEF"³÷。

犃．４．３　pqrstu

犃．４．３．１　¦àø：G�HsérIJK�LMNø（ø!<３０ｍ，øNû<０．２５ｍｍ，OPh<

０．２５μｍ），°��LóU¦àø。

犃．４．３．２　QA：RA（Õh≥９９．９９％）。

犃．４．３．３　QAüK：５．０ｍＬ／ｍｉｎ。

犃．４．３．４　øÆ：４０℃*S５ｍｉｎ，w１０℃／ｍｉｎTÆ«１２０℃，*S２ｍｉｎ，U'w１６℃／ｍｉｎTÆ«

２００℃，*S５ｍｉｎ。

犃．４．３．５　"³VÆh：２００℃。

犃．４．３．６　£Û÷Æh：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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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犃．４．３．７　"³²ì：１ｍＬ。

犃．４．３．８　Fü1：１∶５０。

犃．４．４　pq��tu

犃．４．４．１　EF$Æh：８０℃。

犃．４．４．２　EF$WXÇÈ：３０ｍｉｎ。

犃．４．５　4vwx

犃．４．５．１　��fg@zo

YP２ｍＬÎ，́ vEF$T，Zþ�[$\，Üu。

犃．４．５．２　)*fg@zo

犃．４．５．２．１　��)*fg@zo

9P０．１ｇqr，})«０．００１ｇ，uÎ,-']Y«Yã１０００ｍＬUOK$T，)Î«.h，̂ _，@
�１００ｍｇ／ＬUqr"#`ÜØÙ。4aØÙß~bYcdeh<５０ｍｇ／Ｌ、２０ｍｇ／Ｌ、１０ｍｇ／Ｌ、５ｍｇ／Ｌ
H２．５ｍｇ／ＬUqr"#ØÙ。YPfgcdehØÙ6２ｍＬ，F[´vEF$T，Zþ�[$\，Üu。

犃．４．５．２．２　��)*fg@zo

9P０．１ｇsr，})«０．００１ｇ，uÎ,-']Y«Yã１００ｍＬUOK$T，)Î«.h，̂ _，
@�１０００ｍｇ／ＬUsr"#`ÜØÙ。4aØÙß~bYcdeh<７５０ｍｇ／Ｌ、５００ｍｇ／Ｌ、

２００ｍｇ／Ｌ、１００ｍｇ／ＬH５０ｍｇ／ＬUsr"#ØÙ。YPfgcdehØÙ6２ｍＬ，F[´vEF$
T，Zþ�[$\，Üu。

犃．４．５．３　aefg@zo

9P１．０ｇ\³，})«０．００１ｇ，uÎØ&']Y«Yã１０ｍＬUOK$T，¹hÆ7ijkRl

３ｍｉｎ，)Î,-«.h，̂ _。YPaØÙ２ｍＬ´vEF$T，Zþ�[$\，Üu。

犃．４．６　i^

¹/0mn12（Ａ．４．３HＡ．４．４）7，F[IFªØÙ、"#cdØÙH\³ØÙ"3Û ，8Áq
r°srUä9ì=。w"#cdØÙ¦àáTqr°srUä9ì=<犢 o，wI�Ø*eh
（ｍｇ／Ｌ）<犡 o，p~"#q¼，�(qr"#q¼°sr"#q¼。rs\³ØÙ¦àáTqr°s
rUä9ì=，t"#q¼W�\³ØÙTqr°srUeh（ｍｇ／Ｌ）。

犃．４．７　7{|}

qr°sr^K狑 w<�uv�（ｍｇ／ｋｇ）¿，�E（Ａ．４）¿:：

狑＝
犮×犞

犿
……………………（Ａ．４）

　　ET：

犮———t"#q¼W�U\³ØÙTqr°srUeh，;�<<�uT（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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