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６７．２６０
犆犆犛犡９９

! " # $ % & ' ' ( ) *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犌犅２２７４８—２００８

#$%&'(　)*'(
+,-./

犉狅狅犱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犕狅狋狅狉狅狆犲狉犪狋犲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犇狅狌犵犺犿犻狓犲狉狊

２０××××××01 ２０××××××23

' ( + , - . / 0 1 2
' ( ) * 3 / 0 4 5 6 0 1



书书书

!　　"

!" Ⅲ…………………………………………………………………………………………………………

#" Ⅳ…………………………………………………………………………………………………………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２………………………………………………………………………………………………

４　01 ２………………………………………………………………………………………………………

５　234561 ２……………………………………………………………………………………………

　５．１　7845 ２……………………………………………………………………………………………

　５．２　9:45 ３……………………………………………………………………………………………

　５．３　;<45 ３……………………………………………………………………………………………

　５．４　=>?@#AB45 ３………………………………………………………………………………

　５．５　CDEFGHIJ#AB45 ３……………………………………………………………………

　５．６　CDKLMNO#AB45 ３………………………………………………………………………

　５．７　PQ45 ３……………………………………………………………………………………………

６　R+ST ３…………………………………………………………………………………………………

　６．１　7845 ３……………………………………………………………………………………………

　６．２　9:UV ５……………………………………………………………………………………………

　６．３　EFST ５……………………………………………………………………………………………

　６．４　KLMNO ７…………………………………………………………………………………………

　６．５　?@ ７…………………………………………………………………………………………………

　６．６　;< ７…………………………………………………………………………………………………

　６．７　Q.' ７………………………………………………………………………………………………

７　WXYZ ７…………………………………………………………………………………………………

８　[Y&J ８…………………………………………………………………………………………………

　８．１　[Y\L ８……………………………………………………………………………………………

　８．２　]^[Y ８……………………………………………………………………………………………

　８．３　_`[Y ８……………………………………………………………………………………………

９　a(bc ９…………………………………………………………………………………………………

　９．１　def ９………………………………………………………………………………………………

　９．２　gh １０…………………………………………………………………………………………………

　９．３　;<i. １０……………………………………………………………………………………………

jkＡ（&$'）　lmn'BGHIJ １１…………………………………………………………………

jkＢ（&$'）　op?@Bqr ２５………………………………………………………………………

jkＣ（&$'）　;<os&$ ２６…………………………………………………………………………

tu)v ２８……………………………………………………………………………………………………

Ⅰ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　　$

　　w)*xy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gz{M|}J　~１�\：gz{)*B��-A�&J》B&.
A�。

w)*��ＧＢ２２７４８—２００８《���M78　�`-�7　UV-EFST》，� ＧＢ２２７４８—

２００８2�，�����-��'����SR+�{��：
———���“+,-./”（�~３�）。
———���“~８�　[Y&J”。
���w)*B� ¡¢l£¤¥¦§。w)*B¨©7�ª«¬®¦§B¯°。
w)*±²³´Mµ¶·¸¹]。
w)*±V³º��MG»gz{R+¼½¸（ＳＡＣ／ＴＣ３８３）¾¿。
w)*A�ÀÁ：ÂÃÄÅÆ78ÇÈÉÊËÌÍ、ÎÏÐ¶��78ÊËÌÍ、ÑÏÒÓÔÕ7

8ÊËÌÍ、UÖ×ØÙÚÛ»ÜÝÊËÌÍ、ÞßÄàáâÚãG»ÊËÌÍ、ÎäÄåæç78G
»ÊËÌÍ、èÑÄéêëìíÚîÊËÌÍ、ÎÏïðÚãG»ÊËÌÍ、ñòóôõ��78ÊË
ÌÍ。

w)*�SA�K：ö÷ø、ö)ù、úùû、üý×、þ×、ÿ!"、#$%、&'(、)*。
w)*¥+É��)*B,-.w¨©/01：
———２００８23-¨©1ＧＢ２２７４８—２００８；
———w-1~4-56。

Ⅲ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　　$

　　w)*7]�45É¤¥B$%。8�，9:w)*;¤¥B45，�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B<(
=>。

w)*?@9��EFBUV-A5BST，Bl|1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C78GHgzB
DE。

78UVF7gzB��1：
———ＡLgz（GHUVgz），I]<(:ÉÊ78BGw0J、GHIJ-KL。
———ＢLgz（M(UVgz），¤¥78B4NUVKLOa($%PQB4LUVRSÛT：

●　Ｂ１L，K.BUVKL（�UVUV、W�XY、;<）gz；
●　Ｂ２L，UVÛT（�Z[\]ÛT、¶^ÛT、_`ÛT、RSÛT）gz。

———ＣLgz（7aUVgz），94NK.B7aO4b7a&.]cdBUVSTBgz。
w)*e:ＣLgz。
fＣLgzB&.ªg:h ij©BＡLOＢLgzk，9:h ilxyＣLgzGH-m

nB7a，ＣLgzB&.op:ＡLOＢL&.。

Ⅳ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　,-*+
./012

１　34

w)*&.��`-�7B01、234561、R+ST、WXYZ、[Y&J-a(bc。
w)*<(:ÛÊqrst（u�vw“st”），５００Ｌ≥¢p≥５ＬB�`-�7（u�vw“-�

7”）。
5１：xL-�7<(:�MyNzs，�：�?、{、|}、~、�-+�zs，�S(:��、��、���-��C

��-�º�µ。

5２：�L-�7�l£(:��F�^-+��µ（��：��Mµ、{OMµ、��µ）。

w)*;u�¤¥+��µBÊ345。
w)*É�B-�7ª?@�17a：
———��`��7（�ＥＮ４５４）；
———���s7；
———�Ê�.�`stB��7；
———±mn�Ç¨B�Y-sYÛT；
———�(aî；
———��Û�- �ÛT。

２　637%89:

�7)*²B¡¢M¡)²B&$'#(¢�£w)*¤ªl¥B=>。+²，�¦§B#()
*，̈ x¦§9©B.w<(:w)*；ª�¦§B#()*，+ªô.w（?@ÉÊB5�À）<(:
w)*。

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　<O　<_ro.;<«<¬®-<£p®　¯°�±q²³�±´BM
µr

ＧＢ／Ｔ４２０８　�¶RSC®（ＩＰ�·）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L³(¸9aBUV　~１�\：M(ST

ＧＢ４７０６．３８—２００８　�(-L³(¸9aBUV　�(9�º��M78BK¹ST

ＧＢ／Ｔ６８８１．２　<O　<_ro.;<«<¬®-<£p®　º»´¡¼_l½�<«Mµr

　¾¿osÀ�Pr

ＧＢ／Ｔ１４５７４　<O　7a-G»;<¨°ÁBgÂ-YZ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78UV　GHMJ　A5ÃÄ�A5Å¼

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１８　78UV　ÆmFÇUV23�*　~１�\：GHMJ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　<O　7a-G»¨°B;<　È4É¯°�±qlCÊËÌ5ýB²³�±
´o.M|ÁT-+��.ÁTB¨°<_®

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　78UV　�RSÛT23B¶^ÛT　GH-ÍÎIJ

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　º��MG»　GwST

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　78UV　RÏ±�ÐÑ¥45ëBUVUV
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３　;<0=>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Ò.B+,-./<(:w)*。

４　?@

-�7MÓ?@（�Ô１）：
———7Õ：Ö×OØT�Ù7�-ÆmÛT。
———4É��（º·）zsBst：xstlu78r�OM¡Ú�Mî9�ÛB|(¢r�，�l

u½�-ÜÝ。
———4ÉOÞÉÚ�Mî：� Ú�MîÛÈ4ÉßàOÜÝ�.Bá±，OâÛÈãÉ¦ä��

�ÛBå±。È� /0�，luM¡æç� aîè�éstO��½�。

犪）　2A 犫）　BC
犮）　D1)E

　　g#êëde：

１ ———ëì１；

２ ———ëì２；

３ ———ëì３；

４ ———ëì４；

５ ———ëì５；

６ ———ëì６；

（１）———7Õ；

（２）———st；

（３）———Ú�Mî。

F１　./012GHI0JKLM

５　NOJKP@

５．１　2QJK

íî7845ï：ð_、ñò、óô、õö、PQ。
Ô１We�±1� 4523B６Éëì：
ëì１———Ú�Mî÷�ÉøùB¢ú；ð_、ñò、óô、õöB45。

２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ëì２———st-7ÕûBüû；óôB45。
ëì３———stý�7�；ÈÜÝstkÊóôOñòB45。
ëì４———Ú�MóîBþ�、.Á-�ÿ7�；ñò、óô、õöOð_B45。
ëì５———}!"#-st；$>OóôB45。
ëì６———�Ù\|BRS%-st　9«RS%-st；È9«RS%-stûÊð_45。

５．２　,RJK

9ö45è�:��9&*à'Oû''Ñ。

��(»99:G»B45（�：(�m)）。

５．３　STJK

*+ïî_-�7�F+îB;<l},-Ù.P，Oâ±:,"þç/0-<bë1234¢
},��Õ5。

５．４　UVWX%YGJK

-�7Ba(a\|K½à'T6:l£9�7B89Ê45B�?-:sB?@²，;¢},
<=、>?@A-l£BBµ:CD。

５．５　Z[\]*^_`%YGJK

CDEFGHIJ¸#A�z�E，F¢9KL89�è45，�zG、{OOHFzIJ。

５．６　Z[ab)cd%YGJK

È7a÷�、m)-K5LM§û，±:ªfB6NOPl£},a6N1QOR'STB45。

stÈªgM|UVB÷�，W�Om�st¡zsB¡µ²，X�F±:æY、Z$íz¢},
96NÊQTOR'STB45。

５．７　efJK

7a[�OÜø。

６　g;hi

６．１　2QJK

６．１．１　jhi

¶^ÛT\©]·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４．２、８．７、~５�、~７�BST。

ÆmFÇ^�*BUV©]·ＧＢ／Ｔ１６８５５．１—２０１８~６�²L®１B&.。

６．１．２　LM１———D1)Ek-lmnGop（qF２）

６．１．２．１　1�os�ÛB_`Y-XY，MÓabc、�s、dbO;st¡b]�Û。F8，stB��
ef©Êg¿。�cx7ahªl£]·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²I.BUVUV。ij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
²ÍÎUVqrBIJ，lk(６．１．２．２～６．１．２．４BST-／OWX。

６．１．２．２　RÏ;±��>。lM¡a(ÛÈîÊÆm¶^ÛTBstl�Bm�¶^RS%è�é。
fst�6nÈ<fBÁTkluoÏ;+�qp�>。

３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RS%luïqr�'Olußàs±�½�，Bt�'2÷�:umv`B78m�ÁT
woa，x7©]·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B５．４BST。ÁTwoa©]·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

５．２BST，y�qrOàz{|�©]·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５．３BST。
1�a¶^7�PNBl£'}~2ª¼µY，GHk©u�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７�BS

T，��Xx7T:7¶¡。
fÈÚ��M¡µ²，4Ég¿la\|â�2-b]�Ûc�，h�x©x�VÁ:Ô２ÉÂB

�(ëì。

犪） 犫）

　　g#êëde：

１———tÚ�MîøùB¢ú；

犪———st¡¿�RS%���ûBUV；

犫———RS%���\�45ëì（�Ú�Mî½�ÉøùB¢ú）ª²��ûB��UV；

犮———stRS%�r�stef�ûBUV；

犱———f¶^ÛT|(k，st±�ef-RS%��ef�ûBUV。

F２　BC0rstHIF

�É�(ëì©Á:stB4�，�Ú�Mîëìý�29，B�x©]·W１ÉÂBRS%B�
�。��RS%Ê��©]·ＧＢ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²W４BST。

u１　rstvw

ÀÁ1��

犫 犪 犮 犱

犫≤１２０ 犪＝０ 犮≤２５ 犱＜２５

１２０＜犫≤２３０ 犪≤１００ 犮≤２５ 犱＜５０

犫＞２３０ 犪≤１４０ 犮≤２５ 犱＜７５

６．１．２．３　1�q�s;�Êªl½�stB-�7¡b]�Û，ÈRSÛT�gkM¡��Æm\|
�üÚ�Mî-st�û~�÷�。�k\|K½1�ÈªgBÁT± sl�rst。

６．１．２．４　È�gRSÛT４ｓ¡，RSm�ÛT©a�ÊüstB-�7�ÏM|。
�ªl£，RSÛTJ©È-�7�Ï÷���£t�g，�lM¡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４．３É

ÂBRS^OM¡�kÛTè�é。
�，RS^B�glM¡4ÉHkaO4É�ÏwoÛTB\|。

４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kÛTlM¡4É[�B��è�gËmg3，�luaRSÛT;t^.BÁT±"g。�
gËmg3-RSÛT"gÉaBkû©x��Ï9�7ÉaBkû�。

f�gk，RSÛTBÁT©RÏ�-� ��，È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BÔＦ．５We。

６．１．３　LM２———BCx2yz{G|{

��GH�ü�>qrBst-�.7a�*�û（�ü¡＞４ｍｍ），Jãâ�ûü¡©¢¥1
３０ｍｍ，B�stB��©£[。9:È}!"#�st�û�FBóô45，�６．１．７。

６．１．４　LM３———BCG}-2I

６．１．４．１　stBþ�7�©±4É�.BO¶^BRS%��LS。�üÞmn�¨¨vÀs(��
�'X7¶¤¥。�stïl½�B，Jf+½�k，st-Ú�MîBþ�7�©ª£�|。

６．１．４．２　�ÜÝ�|±9�7þ�，J©M¡4É��ÆmÛT\|。È�9OUVÛT},P9B
¦¨/0�，©M¡UVÛToÏst§¨。��，luM¡4É©ªB~«É�¬O=�¼|O
�Ê@pËmaB®_¯è�£。

６．１．５　LM４———D1)E~G�-、=�0��2I

６．１．５．１　þ�7�©±�.BO¶^BRS%��LS。

６．１．５．２　Ú�Mî°Êf+n:st¡B\|ÁTk�£r�。�luM¡a(r�{|-ËÁg3
B¶^ÛTè�£，�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²B５．２。

６．１．５．３　Ú�MîB9�}~�|©±�６．１．２．３É1B��ÆmÛT��Æm，f±2/0klÍÎ
²³ÛTèoÏÚ�MîB}~�|。

６．１．６　LM５———����0BC

©RÏ°&óô45。luM¡�.RS%è�é。

６．１．７　LM６———-���Grs��0BC

©RÏ�}BRSÛT�st�ûBð_。lM¡�7¸´è�é：
———RS%±B²³ÛT；
———O��ÆmÛT\|RS%。

６．２　,R��

-�7©]·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ＧＢ４７０６．３８—２００８BST。
l£µ¶È�²（�：m)§û）B9:G»，�g3，©xy ＧＢ／Ｔ４２０８、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ＧＢ４７０６．３８—２００８BST，u·<BRSC®9+��LS。

６．３　\]hi

６．３．１　�@

-�7BGH-mn©]·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jkＡBST。
È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²./B·Éëì，�Ô３ÉÂ。ëì�ûeiBeÒb¸:7aBîN

GH，x7?@：��ëì、¹ºëì-»��ëì。

６．３．２　'�LM

��ëì?@：
５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stB¡�；
———�¼RSÛT�pstB4�O�É��BRS%；
———Ú�Mî。

犪） 犫）

犮）

de：

F３　\]LM

６．３．３　��LM

¹ºëì?@：
———stB��；
———È�¼RS%/0�，RS%B�W�；
———7ÕB!W�；
———st±��.B���。

６．３．４　�'�LM

ª-��'ÑB7aB½¾ëì。

６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６．３．５　���7

ÉÊ��ëì-¹ºëì©¢¿m)，�Ê¤Slu��ÀÁ。È��ëì-¹ºëì，�»R+
aS，©ÂÃUÛ��、�Ä、ÅÄC。-�7BGH©]·jkＡB&.。

６．４　ab)cd

ÈLM、m)u¥�s、m�st¡zs-+�\|k，©ÂÃªÆfB6NOP。
fUÛ、½�-÷ÇÈ¡２５ｋｇB-�7B°&�*k，©¹É·<B、i.ÁBAíÛTO÷Ç

ÊË。
�WÌ½�st¡�>BzsEpÈ¡２５ｋｇ，J©Ê·<BÍ÷ÛT，�ÛÈst±B|#O4

ÉÎ�B[ZÊ。
©ÂÃ¡Y(ÙZ$，�lua(~ÏÐÑ|OstBÒ·7�GH。
�stBÜÝï([�B，J[�(Ù©ªî:２５０Ｎ。
fÚ�MîB�}ï([�B，ÈýÓ\|=*�，üstB�}OæY(Ù©ªî:２５０Ｎ。
ÆmÛT©T:\|K½£ç2B$%�¡，�ＥＮ６１４１：２００６jkＡ。

６．５　WX

�??@BÓ¨p©ç2ª¼Á。
9:4Éà´＞３００ｍｍBst，lM¡u��#²°&4Nqrè�é：

ａ）　¹É4É�¼ù#；

ｂ）　a(�kÛT：fg�7ak，È\|K½a(Ôç�Y!，©aÚ�Mî¢¥È１２０ｓ¡u
ª~B�Yr�（�，9:ÀÕÚ�Mî，+ªîÁ1１２０ｒ／ｍｉｎ）；

ｃ）　a(?@Ö]ÛT。
�7aÈstn:M|ÁTkk(3zs���s，Jmn�©kbÈª}~UV��B/0�

oÏ?@Ó¨BWX。
5１：w)*ª¤¥���s×Ø。
5２：w)*;u�ÔÞBRÏ?@Ó¨BWX，3:�q�BÇÈýÈ��。

op?@Bqr�jkＢ。

６．６　ST

-�7BGH¥+�n©K®��k(Æm;<«BWX，ua±ü:þÙB;<¨°A5}2
ª~��，îN�ＥＮＩＳＯ１１６８８１。ÈtygL+�7aÊ3B�Ú;<¨°Á（�jkＣ）GH±，
ÃÄÉk(BÅ;WXïÛ£¬。

６．７　f=7

６．７．１　7a©GH£Q.B，B©]·６．７．３、６．７．４BÊ3ST。

６．７．２　9:GH£�.Ès�±B7a，a([Ü©deÈ�.�n£«1ÙBÁ。

６．７．３　ª�|#B�±�`7a，Èªª§qp±����ÜÝ１０°k©LÝQ.。

６．７．４　�Ê|#B�±�`7a¢¥aSÊ２ÉÛÊ^.ÛTB|#（O|b），B©]·６．７．３²B
ST。

７　����

YZqr�W２。
７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u２　����

=> YZqr

６．１．２．２ D[B�·¶^ÛT��¬£os

６．１．２．３ [�sY

６．１．２．４ D[-[�sYB��kûos

６．１．３ [�sYB��op

６．１．４ D[-[�sY

６．１．５ D[-[�sY

６．１．６ D[-[�sY

６．１．７ D[-[�sY

６．２ ij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ＧＢ４７０６．３８—２００８��iÞ

６．３ ßj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６���iÞ

６．４ D[、àogh�xáBl�'

６．５ ijjkＢ��os

６．６ ijjkＣ��os

６．７ D[、;ªª§qpÜÝâV��１０°

８　��6`

８．１　���b

[Y?@]^[Y-_`[Y。

８．２　����

ãä��©l]^[Y·å�ql]^，Bj��·åZ。]^[Yæà19:UV，¢¥��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jkＡB��sY。

８．３　 /��

Ê�7/0�4k，©��_`[Y：
———ý`F��，È��、çs、MèCÊPî��，(»2��'£k；
———����éÉêu±，�-ëìF�k；
———ô、í��r^，��sm._î.k；
———]^[Y�±-_`[YÊPîïðk；
———��&.#§'.§sYO±®Epñò[Y7�¹]��sYk。
_`[Yæà�W３。
óô\L：ＡL1õíóô，ＢL14öóô。
Ê4æＡLª·å，J÷.xø��ª·å。ÊＢLª·åæk，�ü9ＢLª·åæ�ü��

5ì，l5ì��9ª·åæ��ì[，ì[�ùÊª·åæ，J÷.xø��ª·å。

８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u３　 /��¡!

æà 23=> sYqr
óô\L

Ａ Ｂ

¶^RSÛT ６．１．２．２ D[B�·¶^ÛT��¬£os √

st ６．１．２．３ [�sY √

RSÛT-�kÛT ６．１．２．４ D[-[�sYB��kûos √

st�7úû¡ ６．１．３ [�sYB��op √

stý�7� ６．１．４ D[-[�sY √

Ú�Mîó ６．１．５ D[-[�sY √

}!"#-st ６．１．６ D[-[�sY √

RSÛT-st ６．１．７ D[-[�sY √

9:UV ６．２ ij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ＧＢ４７０６．３８—２００８��iÞ √

EFST ６．３ ßj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６���iÞ √

KLMNO ６．４ D[、àogh�xáBl�' √

?@ ６．５ ijjkＢ��os √

;< ６．６ ijjkＣ��os √

Q.' ６．７ D[、;ªª§qpÜÝâV��１０° √

９　¢8£¤

９．１　¥¦§

mn�©¹É]·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²６．４STBdef。def©¹É�7bc：
———Í÷、÷Ç、ûü、UÛ、ý�B&.。
———mn-þ)B&.：a(Bmnÿ，Z!BMî、mnµêu¥-"，¤SB#Â（�，m)©È

7a�Ïkg$，a(%Ê�-&'B(sÐ：ªZ!a()eMî）�a(*°�m)，mn
�©�e�üa(Bªî_Ù。

———�M��B+.F�£Ù。
———#,a(âÊ3?@A5Bbc，*+fa(NÙÛ�3zsk，7aBdef©?@a?@

Ó¨}~2ª¼µYBÛ�qr。

　　�：
●　¼¼Í÷-Û��uÅ¼Èst±qB.>çY；
●　©ÈstBª~n¼¼/g-#，ua�?0l£�± s；
●　a(1kBstù，ua�?@]stBg¿}2ª¼。

———2É#3B89A5©7]è，��?，aSpÉ©�4545"jB©�]ÈKMÛ�k©
678=RSÛ»。

———��7aï�.B，È�.�nBÙÁ。
———ÈLM§û，9:\|K½K®ïè�9¢a½¾9_B45#,。
———È7ae:５．２．４É9ù$%k，©Ê¡9@LSÛTB"Á。

９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９．２　¨©

gh¢¥©?@：
———mn�B:w-s;；
———um'gh；
———F7OL_B:w；
———F7ë；
———+.bc（9:��Bum't"：+.9_、+.<、+.Ç>¬C）。

９．３　STª=

def©I]7a;<¨°Á，BI]jkＣ²;<os&$-i.� ÁÉßjB;<¨°G
HgzBtu=s。

０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　¬　犃
（637）

���7G*^_`

犃．１　®¯B

犃．１．１　¯Bb 

犃．１．１．１　'�LM¯B

4 çs（�(s）©��V�O¦äB>½sY。
5：?@�AI]�KLÀBB�z-��'ÑBçsmÀ。

È?@�A²;¤¥Bçs°SZe-��ÊC�BD¢'，�la(。

犃．１．１．２　��LM¯B

©]·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²５．２．２B&.。

犃．１．２　u1°:

ÈC�B=*�，çsBW�EFY©a7aW�¿m)，xyＧＢ／Ｔ１０３１EFYB"Á（犚狕）©
]·WＡ．１-WＡ．２BST。

u犃．１　'�LMGu1°:

ÀÁ1��

mnMè EFY（犚狕）

$G—"_—q_ ≤２５

Hv—IH ≤３０

7�M ≤２５

�°
)e

(s
≤２５

JK

LM（osLN）

(s（osLN）

OP

)e（osLN）

≤１６

u犃．２　��LMGu1°:

ÀÁ1��

mnMè EFY（犚狕）

$G—"_—q_ ≤３０

Hv—IH

7�M
≤４０

１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u犃．２　��LMGu1°: （�）

ÀÁ1��

mnMè EFY（犚狕）

�°
)e

(s
≤４０

JK

LM

(s

OP

)e

≤３０

犃．２　*^

犃．２．１　±u1²³

犃．２．１．１　´µhi

�'n©îÊgt�'W�2gBEFY，GH�'nk©ÂÃ°&Që，©]·ＧＢ／Ｔ２２７４７—

２０××B&.。

犃．２．１．２　'�LM±¶u1²³

ãW�©ij�7=*�'：
———ReBª¼S´狉１≥３ｍｍ，lM¡u�qrTU：

●　78�M（òV£çsW）；
●　XYZ)e[（XY-£\）；
●　GH（v_、Hn、�°-*]…）（�ÔＡ．１）。

———OM¡^'B_£-`£（�ÔＡ．２）。
¡a（α１）≥１３５°，9S´bK¹ST（�ÔＡ．３）。

　　g#êëde：

（１）———��ëì。

F犃．１　'�LM·u1²³¸¹１

２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g#êëde：

（１）———��ëì。

F犃．２　'�LM·u1²³¸¹２

g#êëde：

（１）———��ëì。

F犃．３　'�LM·u1²³¸¹３

·ÉW�B��：
———M¡a(R\e，ãÉS´≥３ｍｍBRe，B�~·ÉïS´≥７ｍｍBR\e；
———M¡１３５°a（α１）aãÉXYnûBUV（犾１）≥７ｍｍ（�ÔＡ．４）。

３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g#êëde：

（１）———��ëì。

α１≥１３５°

犾１≥７ｍｍ

F犃．４　'�LMºu1²³¸¹

犃．２．１．３　��LM±u1²³

�ãW�2cßà，S´狉２＞１ｍｍ（�ÔＡ．５）；

�¡a（α２）È６０°～９０°�û，S´狉１≥３ｍｍ（�ÔＡ．６）；
fãÉßàBW�^'È4Ak，̂ '©iLd�（�ÔＡ．７）。e_�Mïl'1B。

g#êëde：

（２）———¹ºë。

F犃．５　��LMu1²³¸¹１

g#êëde：

（２）———¹ºë。

F犃．６　��LMu1²³¸¹２

４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g#êëde：

（２）———¹ºë。

F犃．７　��LMu1²³¸¹３

犃．２．１．４　�'�LM±u1²³

fÊK¹ST。

犃．２．２　u1�»0¼³

犃．２．２．１　'�LMGu1�»0¼³

犃．２．２．１．１　u1�»

)eZgÛ:©u�±:XY�{¢�FBhiOjk。
Û:W�©M¡�7qr�'：
———M¡��^'（�ÔＡ．８）；
———M¡��l¤-m�B�'（�ÔＡ．９）。

g#êëde：

（１）———��ëì。

F犃．８　'�LMu1�»¸¹１

g#êëde：

（１）———��ëì。

F犃．９　'�LMu1�»¸¹２

犃．２．２．１．２　u1¼³

�]éªlÂÃBR+Ëm（�nY�{B�)eZg），M¡ZgBo'��Û:，�kÛ:W�
©c2�'：

———�luM¡��^'。
pq®@qp，P±BW�©xo'P�BW�，o'Brs-tanBUV≥３０ｍｍ（�ÔＡ．１０）。
�ª£u�8��，�'©]·Ê3��ëì¡R\ëìBST（�Ａ．１-ÔＡ．１１）。
———O���'l¤-m��'。
fo'�\-'vnB�NnYÈ¡１ｍｍ，1�anY（犱）}~2≤１ｍｍ（�ÔＡ．１２），±�©.a。

５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g#êëde：

（１）———��ëì。

F犃．１０　'�LMu1¼³¸¹１

g#êëde：

（１）———��ëì。

F犃．１１　'�LMu1¼³¸¹２

g#êëde：

（１）———��ëì。

F犃．１２　'�LMu1¼³¸¹３

６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犃．２．２．２　��LMGu1�»0¼³

)eZgÛ:©u�±:XY�{¢�FBhiOjk。
W�lut��q`�'：
———wxy�z°&4N：

●　M¡ª£t$gB�ÈÛ:!iUÛ�B4É£_*（�ÔＡ．１３）。
●　m�y'（(:y'Bz{�\©Ê4É�Y犾２≥６ｍｍB{Aef，y·Bm�n©Ê

jkp犛≤０．５ｍｍ）（�ÔＡ．１４）。
———Oâpq��@qpa±W�o'È�W�±��Û:-:·（ªîû¡犼≤０．５ｍｍ），í{

UV狉ｅ≥３０ｍｍ，9:oÏ®NF|d}|(¢±Yï»Ó¤SB（�ÔＡ．１５）。

g#êëde：

（２）———¹ºëì。

F犃．１３　��LMu1�»0¼³¸¹１

g#êëde：

（２）———¹ºëì。

F犃．１４　��LMu1�»0¼³¸¹２

７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g#êëde：

（２）———¹ºëì。

F犃．１５　��LMu1�»0¼³¸¹３

犃．２．２．３　�'�LMGu1�»0¼³

bK¹ST。

犃．２．３　½¾:

犃．２．３．１　'�LMG½¾:

犃．２．３．１．１　¿À

��nSTa(~>�¿��B¡éa���：
———�n©]·ÔＡ．１６BST，B�Èdef²，mn�©I]ÆfBm)Mî；
———Oâmn�©M¡kb���ëìST24,Bl¤-Ý�'x#BWXèw>�¿��。

g#êëde：

（１）———��ëì。

犔≥２犱

F犃．１６　¿À¸¹

８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犃．２．３．１．２　Á�-ÂÃ

�þ�FÇ©ÊN，̈ f+��B�Û:k0l£m�，mn�luu�4É[�µêèiL�w
ST4,。

犃．２．３．２　��LMG½¾:

¿tm)B �*©ÈÔＡ．１７²ÍÎ。

F犃．１７　��LM½¾:¸¹

��nSTa(~>�¿W�¡éa���，GH©]·：
———]·ÔＡ．１６��ëìIJBqr，B�mnâSÈdef²cdde+m)qr（��ç_

*°a）；
———Oâmn�lukbÉÊ¤SWX(l¤xx���。

犃．２．３．３　�'�LMG½¾:

bK¹ST。

犃．２．４　8Ä�Å2ÆÇ¶GÈ、ÉÊ0ÇA

犃．２．４．１　ËÌÍ1G2Æ

犃．２．４．１．１　�:ÉK��（��STB�Ù≤２５０Ｎ），gkÉÊl½�B�\l�gm)：fÊST。

犃．２．４．１．２　ÜÝ：�STÜÝB�Ù¼:OC:ªîl��íp，JfÊST。
�¢，1�G»ÜÝ½�©¹ÉK¹�*uiLÈÜÝÁT±BQ.'（·<B�Ñ、ÖúC），¢

ÜÝµê©Èdef²cdde。

犃．２．４．１．３　»[¹-»ÜÝST��：
———7aÊ�ÑOÊ�Õ。1�i.�ÑBª¼çY（犎），©u�ÈWＡ．３²É7]B�ü.Á

W�m)BM�UV（犘）（�ÔＡ．１８）。
———�7afÊ�Ñ，Jx©xT:Ê��l¤��BM|ä±。
def©cdde�'qr。

９１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u犃．３　ÎÏÐÑ

ÀÁ1��

犘 犎

≤１２０ ≥５０

１２０＜犘≤５００ ≥７５

５００＜犘≤６５０ ≥１００

＞６５０ ≥１５０

F犃．１８　ÎÏÐÑ¸¹

犃．２．４．２　Ë�ÒÓÔG2Æ

犃．２．４．２．１　ÕÖ×ÕÇAG¾=2Æ

�Oª��ÕB�.7a©k(�V-s�l¤B¶'è�.Ès�±，def©cdde�'
qr（�ÔＡ．１９），Oâ©Ê≥１５０ｍｍB�Ñ（犎）。

�¢，�m)üû（犔）＜１５０ｍｍ，çY犎 ©Å¼2１００ｍｍ，°Su�2yNªgM�Bl£'
（�ÔＡ．２０）。
０２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4É�ÑW�＞１ｄｍ２，�Ñ©tÞ1ï4É（�Êl¤B）�Õ（�ÔＡ．２１）。

F犃．１９　2ÆxÒ1ØÙGÚ³¸¹１

F犃．２０　2ÆxÒ1ØÙGÚ³¸¹２

F犃．２１　2ÆxÒ1ØÙGÚ³¸¹３

犃．２．４．２．２　�Û-2Æ

Ñ|©lum)，ÔＡ．２２²iI]��#，Ô²犫ïøù|##%BPîQY。
�犫≤２５ｍｍ，犪≥３．５ｍｍ；
�犫＞２５ｍｍ，犪≥６ｍｍ。

１２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F犃．２２　�Û-2ÆGÈÜ¸¹

犃．２．５　ÎÝÞ

犃．２．５．１　�'�LMÎÝÞ

MA¿©Á:»��ëì¡。
+GH©oÏ®NÈ7a¡�B°&�>O�N。
9:à�s�B7a，RSÛT©�Ï��z�>7aBÉÊR+ëì，±:�ÉIFg¿Bª

¼��©≤５ｍｍ。

犃．２．５．２　��LMÎÝÞ

±:R+Ëm，MA¿l£È¹ºëì。È�N/0�，MA¿©GH£lm)B。

犪） 犫）

　　g#êëde：

犱≥２０ｍｍ。

F犃．２３　��LMÎÝÞ¸¹

２２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9:à�s�B7a，RS%©�Ï��z�>7aBÉÊR+ëì。
g¿B��（犫）©≤５ｍｍ（�ÔＡ．２３）。

犃．２．６　ßà

°SÊl£，mn�©À���ëìBqr�。
�x7�È:��ëìïR+aS，J：
———x7©¢¿½�；
———�x7ª£½�，ÉÊW�©lu'²。
��.�\BÛ:©M¡4ÉGH££oÏ°&�>B�'è�£。fM�BQY（犾３）≥２犘

k，ÉÊ� ëì�l�>。QY犾３ ©＞１０ｍｍ（�ÔＡ．２４）。

g#êëde：

犾３≥２犘

犾３＞１０ｍｍ

F犃．２４　'�LMßà¸¹

犃．２．７　á1Ó

犃．２．７．１　�'�LMá1Ó

ýÓ/0�，Æm�g©È»��ëì¡，B�b�&k�lum)x。

犃．２．７．２　��LMá1Ó

FR+IFªl£�Æm�gØT:»��ëì，yNÆm©Ê¢¿mnBW�。
ãÉ&*�ûBUV犔 ©î:OC:：
———２０ｍｍ（�ÔＡ．２５）；
———１２．５ｍｍ，�çY犺≤８ｍｍ（�ÔＡ．２６）。
�±1STª£ç2，©a(%èLSÆmÛT（�ÔＡ．２７）。

３２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g#êëde：

犺＞８ｍｍ

犔≥２０ｍｍ

F犃．２５　��LMá1Ó¸¹１

g#êëde：

犺≤８ｍｍ

犔≥１２．５ｍｍ

F犃．２６　��LMá1Ó¸¹２

F犃．２７　��LMâst¸¹

４２

犌犅／犜２２７４８—２０××



«　¬　犅
（637）

ãäWXG��

犅．１　ãå!G

1�i.ÈÚ�g$\|k，�??@Ó¨�kûB�{。

犅．２　ãå_æ

©M¡�z1�?(B�kopÛTè��ª�sop?@，�a(M¡(��zB£BÓ°（�
ê�N©）èop?@B�a。

ã���a;ÛÈopÀ¡B?@²bc，��u"�\`-ÀÁ ｍｇ／ｍ３ WÂ，�clu��-
�7±q�?Ó¨B�{。

sYop?@²l=>B�\（à´＜８μｍ）。

犅．３　��°:

os©È¢¥１００ｍ３ Bã�¡B�Èb:@B=*���。
ã-os�©ÈýÓB�?:s¢p¡��。
opÛTBÁT-qp：
———f�¼ù#Êg¿k，Á:-�7stBef，Oâ�fÊ�¼ù#，Á:Ú�ëì9�Bs

t4�；
———opÀBáz©Á:-�7º-stB²¼z±；
———ÛTBçY：st±q０．３０ｍ-st!q０．２０ｃｍ；
———�stBr�áßà。
9:ã4ä-�7，ÈÚ�\|§û�©��op，Èos§ûã��¡，�©�k?@Á、XY-

29B�Y，H ¡É����B�\ÁB�Èuｍｇ／ｍ３ 1ÀÁ、kûuｓ1ÀÁB?@ÔW±g]。
©�]a(�?B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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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ãå63

犆．１　��0Éç°:

È&.BÁT-1�o.àB，<¬®-<_®Bop，x7BUÛ-Ö×=*ï2gB。

<·:<_®-<¬®op（�ijＧＢ／Ｔ３７６７op）BosËÌ©ï4É£¹É¯°�±q
Gw�±´B��B��ëì（� � 4 É � Ê ´）O ï 4 É ¡ � ü û，� É o s Ë Ì © ] ·

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jkＡ。��<¬®ïijＧＢ／Ｔ６８８１．２（�Ｃ．５）BSTop，h�osËÌ©]
·�Égz。

©��iL�'278±B°&9:、®_Oü:}�ª£¢°îpB<£，ÛJX(»Èos=
*�B7ao.。�luM¡£ÅO�\¤¥� ^*O¤¢lM¡op<¥uYèi.x7<¬
|(BqrèÂÃ。

犆．２　��°:

È;<¨°Á（¬O¨°<_®）o.§û，7aB\|=*��：
———7a©ü�；
———7a©uªî�Y÷�。

犆．３　ãä

i.op<_®（�Ｃ．４）-<¬®（�Ｃ．５）BÉaBkû©1３０ｓ。

犆．４　èéTêëGª=

i.<_®（��23，ＡH¦-ＣH¦§Á©]·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ST）。

op©È�7=*���：
———ç:s�１．６ｍ；
———È7a!q１ｍn（ÈÆmg!�B7aáz±）。

3p©o.ＡH¦opB¨©;¥OÈãÉosB<ªV±B¨©;¥。7aBo.，¢¥�
to<_®~６ｄＢ（�l£î:１５ｄＢ）。

1�È&.BÁT±oU<_®，©k(¨©;<B5ýÁ 犓１，犓１ Bi.-a(©]·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ST，5ýF"犓１ ª<(犆H¦§Á<_®，�É§Á1<_®。
5：§(+�<H¦O«<µO１／３«<µ<�B<_®�luy�op，�±opàBÉ¸.。

犆．５　TìíëGª=

ＡH¦<¬®Bo.©xa(�7;<¨°GHgzè��。

———��opïÈ4É¢ú＞４０ｍ３ B�W��¾，£¯°<¥Bosãû��，h�©]·

ＧＢ／Ｔ６８８１．２BST。9:¢ú≤１００ｍ３ Bãû，°Êªî��≤１ｍB7a£tos。9

:¢ú＞１００ｍ３ Bãû，°Êªî��≤２ｍB7altos。
———��opïÈ¬²4ÉOÞÉ¯°��BGH�±´¡��，©]·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o

p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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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６　ãä×ª=î

a(ＡH¦<¬®（�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opC:２．５ｄＢB�é'gzâï。
ijＧＢ／Ｔ６８８１．２-ＧＢ／Ｔ３７６７ST，ＡH¦<¬®Bo.a�é'gzâï≤１．５ｄＢ。

犆．７　ï¬±o

�k¡¢?@;<os&$²ÉÊBR+ST。�;<os&$Ox&$ÉG:BGHgzB°
&ïð©-� ïðBR+÷�4A�k。

犆．８　ðñ±o

os°,²¡¢¢¥S?@mn�STz»B;<gÂÁ-(±STiÞBgÂÁ。
¢¥©?@�7bc：
———mn�，7aBL®、_ë、ê7ë-mn2Ý；
———;<¨°tuBGHopgz；
———Éa(BUÛ-÷�=*；
———o.<_®BM|ÁT；
———ÉoUB;<¨°Á。
Si.;<os&$BÉÊST�ilÌ²，ÛJ，©xde°&;Ì²BST。�� STÊ3

Bâï�S�ude，BI]9� âïBR+÷.。

犆．９　STèéòG¨¸0��

;<¨°ÁBgÂxyＧＢ／Ｔ１４５７４B&.©(ZÁWÂ。
xy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w)*jkＣBST，©gÂ];<¨°Á犔（犔狆Ａ-犔狑Ａ）-2©Bª

i.犓 Á（犓狆Ａ-犓狑Ａ）。

ijw)*-ＧＢ／Ｔ６８８１．２OＧＢ／Ｔ３７６７-ＧＢ／Ｔ１７４２８．２—１９９９BGHgz，;<Bi.©³
1ioUB;<¨°Á。ÛJ，;<gÂ©m´sWe�;<os&$（jkＣ）-GHgzBâï。

����YZ，©xＧＢ／Ｔ１４５７４B&.，�µ-;<¨°ÁBo.k(2gBÖ«、U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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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ＧＢ／Ｔ１０３１　��¶&R+&$（ＧＰＳ）W���　|·r　W�EFYt"¥+"Á
［２］　ＧＢ／Ｔ３０１７４—２０１３　78UV　+,
［３］　ＥＮ４５３：２０００　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Ｄｏｕｇｈｍｉｘｅｒｓ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４］　ＥＮ４５４　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ｍｉｘｅｒｓ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５］　ＥＮ６１４１：２００６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ａｒｔ１：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６］　ＥＮ１０７０：１９９８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７］　ＥＮＩＳＯ１１６８８１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ｌｏｗｎｏｉｓ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Ｐａｒｔ１：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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