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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cz{-Àt_bcz{§\ÄＧＢ／Ｔ８１９６HRS。
wyz{HTU]^§mz{<¯�HDwT_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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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ùS¬cd¨�TUde¸±\ÄＧＢ／Ｔ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H23RS，e<{n��K�
¼ÀùR^�äë�']ö、fg、hi、jkQo[?。l?，\.mn§\ÄJ^１-J^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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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B犎≥１２０ｍｍ，犇≤５２ｍｍ（§á１-á２）；r^���bcz{（§á５）_wyHrst
uv_u$o。

{`(wyHrstuv_uH;·，§\Ä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À６．３．３．２- ＧＢ／Ｔ１８８３１—

２０１７H23RS。

６．１．１．４　��２

mn§B犎≥１２０ｍｍ，犇≤５２ｍｍ（§á１-á２）；r^���bcz{_wyHrstuv_
u$o。

{`(wyHrstuv_uH;·，§\Ä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À６．３．３．２- ＧＢ／Ｔ１８８３１—

２０１７H23RS。
OG×pquvH8<，s<ÿÚ?uvrÒ�rHde{spqt�à¸§u�４５ｍｍ。
8<vÚ?Hw8?é§＜４ｓ。

６．１．１．５　��３

uv¿Zºó^�-8<¡�pqwx，x×E®uvB¦`(·yrÏst。
uv§mE�wyz{wx。
O¸rstHuv，<wyz{§\Ä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ÀH23RS。
OzUrstHuv，<wyz{§\Ä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k�ÀùR×{�wyr3，E

�|w}_，E�s|w}_）H23RS。s|w89t�·_¸m�8<H<LRS（~BCRS、
bcÈ°、RLòb-TUdeQ）��?，Î{Z�<�uvH|w89t�H�Rr^�ijＡf
1H·_��^�／R�，Ïøø2§HTU]^。

{`(ÍE89_Î{r3?，<�rÍ:§â|w'�rk�^（xr§ＧＢ／Ｔ１８８３１—２０１７H

３．１１）

äë�åmKÞ�æçèéHTUde§\ÄＧＢ／Ｔ２３８２１—２００９Àf４-４．２．４HRS。
8<vÚ?Hw8?é§＜４ｓ。
£öl}ârstH，sl}|.¸/�?，E�wyz{§±�Ë8<ÿÚ。

６．１．１．６　]^３

^�E�|.bcz{HbËÍ³45ü#，|.bcz{§\Ä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ÀH６．３．３．２．２-

ＧＢ／Ｔ８１９６H23RS。
Ü®RS�Y(ZìJJ^H8<。

６．１．１．７　]^４

l}Þ±{8<k�Lt�¤!"，s<!"ÔDHK�Î{?xuKRS。
s!"¿t�k�?，§^�ÎZ45ü#è HE�j�Dw8<ÿt。swË?，l}{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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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HØÙ-|.§bË<¬ .\。æçm<��èéH�x§^�E�S[��·�-eá
�H/�H89�x·_��TU，¦����xâ¸þH。

J５　MN����fjSQR（KL）

６．１．２　b?9

s��wx¾ò=@A`(?，8<§���.。
8<§Ò=>B��.H、±v��７¨f１�X。
£ö¸±v�f１H�X，8<§Ò|.，P{defge|.�H�±。
z×３���H8<�¡R×E���（_E���）G×y.z{。
z×４���H8<�¡R×{���（_{���）G×y.z{。

６．１．３　cdefg2h?

8<=>§±�Y��)*Æabcz{Hrst�*{8<stè!ÕZ/�Î{。
l ，def§Æaz�·-/���ø>�ÙAH·。
£öp�z{H¸/�z�-|.Å�345@A，E§^�=>�ÏbË（£`(89_H�x

�*）。

６．１．４　/ifjSkl、mn2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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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n�ü#-<=ü#§°�~¥，£× RrÏ��78。

{n�ü#-<=ü#，�sQ+ùR，§§¨Tz©ª、©«、¬«Q。Ü®rÏ�ijＢHá

Ｂ．１７ÀÉÊ。
7：¿Z�{?@®，̧ `(¯]·_~¥8<［§９．１．ｅ）］。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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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X\HTUbcRS。

l}H¨ô!"�§¸u�２００Ｎ。

６．５　��

§°(DwOP²HVW，Ï`¿v;:±HOP¶¶N5²ø¨³]^。

{��uJ<L8<H$ÑOP¶¶±（§ijＣ）VW�，ÃÄÖ°(HÅOVWâ´2³。

７　 ¡¢£

VWXY§f１。

�１　 ¡¢£

¢£ XY·

６．１．１
õZ-�à，MNz{-(b3áHk�p(z{HdeÏ§¨(M。

wyz{H³±�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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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de�à。

õ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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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８．２　¦§¤¢

¼½G�§v\]ZXÄ¾¿·r\]，PiG�Ä¾Y。\]ZXÀÁ�¡MN６．１．１、６．１．３Ï
³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ijＡH���X。

８．３　�¨¤¢

×¤U@AèE?，§��^_ZX：
———/_CG¿，{��、Âl、KÃQ×`ô�¢，ÄÅøG�'±?；
———G�wGu�６�Æ，Ç>ÈÉCG?；
———©、ÊG�Ú]，���w.^Ë.?；
———\]ZXm�>^_ZX×`ôÖ×?；
———G�&.3¥'.¥ZX_��ßàÌÍZX8�Æ\��ZX?。
^_ZXÀÁ£f２。
�Î[J：ＡJBÏó�Î，ＢJBEÁ�Î。
×EÀＡJ¸Ä¾，EÐ.�ÑG�¸Ä¾。×EÀＢJ¸Ä¾，EÐ.�ÑG�¸Ä¾。OＢ

J¸Ä¾ÀÒ.��¥É，v¥É¿ÇO¸Ä¾À��ÉZ，ÉZ¿û×¸Ä¾À，EÐ.�ÑG�¸
Ä¾。

�２　�¨¤¢©!\ª«¥�

ÀÁ 23¢£ �X·
�Î[J

Ａ Ｂ

89TU ６．１．１

õZ-�à，MNz{-(b3áHk�p(z{Hde

Ï§¨(M。

wyz{H³±�X
√

�.' ６．１．２

�X{z×«µ]Hl}H8<���。��ø¨¸µÙ

A，�X{¨¸µ·��]^g!"１０°，8<§Ôø]

^g
√

z�-|. ６．１．３ õZ、jt�X √

Óÿ、~�-�� ６．１．４ õZ √

:;TU ６．２ ��ＧＢ４７０６．３８—２００８�� √

BCRS ６．３ ¶·ijＢ √

IJKLM ６．４

de�à。

õZ。

³±�X
√

OP ６．５

¶·ijＣ。¶¶Pm�H�.§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

�à?，§¸:P<Ó{{dl}¹êñ１ｍ、e;g

１．６ｍºHÎ{��，rÏÝøＡ>»Pm�H¨º±
√

９　¬:®

９．１　Ez

`(ab§µý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À６．４HRS，P§ÆaEõ`(def。
１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９．２　¬:¯°±

`(def§µý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À６．４HRS，P§�(bfeB¦øø:ÔÕ°'F§
µýHTz、̀ (-`c（ÆaL�.HEÁ:K／:ï=È）¢*。

§MN¤1ab：

ａ）　ÿÖ、Óÿ-��ab
§MN：
———3Z8<H；
———3ZæÞH，ÏÅ¡p(-12HN5。

ｂ）　\¼Tzab
§MN：
———Z×<ÞHØåâ/�H；
———Z×<ÞH:²âÄYH；
———Z×�x:Ùâ/�Hmn；
———Z×<Þ¾«Úr�Û×Q:Îx;�x；
———¾«\¿TzRS。

ｃ）　\¼��ab
§MN：
———Tz-zÈ@A；
———×3(b§°ÜòbVWHab。

ｄ）　=Èº0ab
§MN：
———ÜÝZn��KàHl}gÞ°Ð；
———=È、i*、bcz{-／_TUz{Hpq61；
———<Þ�ß`(-àË`(HIJ$%，£×；
———8<óà，£ö8<â^��*Ø_aá，ùÆaI�*Hóà；
———Pe\ÄijＣRSHOP¶¶±；
———:;=ÈH°·-:<âãá；
———�:ä�cz{±。

ｅ）　/�k�@Aab
§MN：
———Dw<61；
———Ö×/�k�，£«`(K�ÀÖÆaHTU�cz{-¾«åæbcz{Hde，_(

b§çèHTUw�-2§HéêRS；
———Óÿ、~�-��®KÞFr±GCH\¼N5，-{`(?Ö ùH\¿bcz{；
———(b§°ÜHK�¼í，��8<£６．１．２ÖRSëKâ�.H；
———¾«3Z(]ì_íß8<HØw，$BÆaHＩＰQ�HbcØw；
———(br±ùRHIJKLMRS（§６．４）；
———n�ü#、<=ü#-sn�ü#H~�·；
———bcz{³<o*Hî�（MNZ|*）-/�H~�·（VZTU��），£×
———KÞ、|.v³<o*~¥H\¼de。

ｆ）　`cab
§MN：

２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Hº:°<HAæ:mH45ab；
———ïðá、k�ñ>-`(HG�~Í；
———¥ò_`c?¸8<{ZTUÎ{Hde；
———È*H~Í-de；
———:ãá。

９．３　A²

gh§MN：
———wx¾-／_{óôÁ�H�ò¾HõÞ-;ö；
———|w'gh，£×；
———wxCõ；
———õÞ-^î；
———TUî，£×；
———÷.±ab［÷.:m，ÍÎBø（Ｖ）；÷.ñ´，ÍÎBùú（Ｈｚ）；÷.Ö'³´，ÍÎBû

ü（ｋＷ）］。

３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³　´　犃
（µQ9）

¶'./01FG-·¸¹ºS¹»fj

　　�ijHÁH，â^�E�Â�Hde=È\Ä�)*ý1HDò-tÒvXXY×LH§(。
�Â�¸âþÿ'H，xrÏ°Ü\ÄuKDòH<L!Ý·。

Dò：ÍEÎ{r3，¿"�／.#8�89_�t。B¦~�（BCRS），uï（bcz{）¿Z.
#�(rÏst［§áＡ．１，uïsr_�rHÂ�§áＡ．１ａ），uï$ÄHÂ�§áＡ．１ｂ）］。

犪） 犫）

　　g#íîde：

１———rstuv；

２———³��%�；

３———&'；

４———"�；

５———().#；

６———�)；

７———|w�rk�xÍ；

８———aîÕò。

7：

　　———r3Í�H�r§â|wH；

　　———.#§Ò=>B~`×E:ã*+（,-、:âHêë、'$.、��、b/Qà§#�\¼3«）x±k�

r3；

　　 ———³��0Ær§¨¾«r±H"�12；

　　 ———&'rÏbË]-34H�'，§¨8�H��-�5；

　　 ———Ö×�*§b/。

J犃．１　·¼G½¾¿½SKL

４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y�：
———wyz{§\Ä¨³BC�E-{{�¸u�Ãéuv°�~¥HùR（uv§°�î�）；
———��8�rÓ{{b]-b48Û¯。
��：
———Ï¾6，r3Í¶<�Huv（�cz{）ß×|w89�(。

５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³　´　犅
（859）

'./012341Fmn9S*syz

犅．１　ÀÁÂQ

犅．１．１　ÂQ��

犅．１．１．１　'�]^ÂQ

Omn�êxxÍHÂl-o�，Ö××LHEÁRS-m\¿Âl£7l×3H\¿ÄRS

§Òµý。

犅．１．１．２　��]^ÂQ

§\Ä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À５．３．２。

犅．１．１．３　�'�]^

§\Ä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À５．３．３。

犅．１．２　��ÃÄ

犅．１．２．１　E���

(� fgÂlHfg89Õò§`<{µ¬@A¤°�~¥。��ＧＢ／Ｔ１０３１—２００９H&.，

®¯�犚狕§µýfＢ．１-fＢ．２X\H°±。

犅．１．２．２　'�]^S����（��１）

�犅．１　'�]^S���� ÍÎBC:

wxKÃ
®¯�（犚狕）

to²G� ;o²G�

<=—>m—Om ≤１６ ≤１６

?}—@? ≤１６ ≤２５

8�K ≤１６ ≤１６

«¶
—Úr
—7l

≤１６

≤１６

≤２０

≤２０

�A—A—BäÚrv ¶·wx¾H~¥de

CD
—iE
—7l
—FG
—Úr

H

≤１６

≤１６

≤１６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６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犅．１．２．３　��]^S����（��２）

�犅．２　��]^S���� ÍÎBC:

wxKÃ
®¯�（犚狕）

to²G� ;o²G�

<=—>m—Om ≤２５ ≤２５

?}—@? ≤２５ ≤３０

8�K ≤２５ ≤３０

«¶
—Úr
—7l

≤２５

≤２５

≤３０

≤３０

�A—A—BäÚrv ¶·wx¾H~¥de

CD
—iE
—7l
—FG
—Úr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犅．１．２．４　�'�]^S����

IJfgHÂlfg89Õò，§{µ¬@A¤°�~¥。

犅．２　*s

犅．２．１　ÅÆ��Çº

犅．２．１．１　'�]^ÅÆ��Çº

�xÕ§Þ×u�xfg2uH®¯�。
=>�xÕ?§§¨¾«Kü，§\Ä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23RS。
{�fg�x·：
———0tH¨�~ë狉１＞３ｍｍ，r^�Ï¤·LÝ：

●　89�K（p�2ÂlM）；
●　NOPÚrç（NO-2Ø）；
●　=>（?}、?x、«¶-¯QQ）（§áＢ．１）。

———_^�RxP89-S9（§áＢ．２）。
———_E�¯Tα１≥１３５°。l?O~ëß×\¿RS（§áＢ．３）。

７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g#íîde：

（１）———n�ü#。

J犅．１　'�]^È��ÇºKL１

g#íîde：

（１）———n�ü#。

J犅．２　'�]^È��ÇºKL２

g#íîde：

（１）———n�ü#。

J犅．３　'�]^È��ÇºKL３

８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ì�fg�x（§áＢ．４）：
———0t，{�0tH0T~ë≥３ｍｍ，�ì�0tH0T~ë≥７ｍｍ；
———_１３５°T，̀ {�géHde犾１≥７ｍｍ。

g#íîde：

（１）———n�ü#。

α１≥１３５°

犾１≥７ｍｍ。

J犅．４　'�]^É��ÇºKL

犅．２．１．２　��]^ÅÆ��Çº

�xÕ§Þ×u�xfg2uH®¯�。
=>�xÕ?§§¨¾«Kü，§\Ä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23RS。
U{�fg¹ê，~ë狉２≥１ｍｍ（§áＢ．５）。
U¯Tα２ {６０°～９０°èé，~ë狉１≥３ｍｍ（§áＢ．６）。
s{�¹êfgRx{E�?，Rx§��V|（§áＢ．７）。W8�Krx�。

g#íîde：

（２）———<=ü#。

狉２≥１ｍｍ

J犅．５　��]^��ÇºKL１

９１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g#íîde：

（２）———<=ü#。

９０°≥α２≥６０°

J犅．６　��]^��ÇºKL２

g#íîde：

（２）———<=ü#。

J犅．７　��]^��ÇºKL３

犅．２．１．３　�'�]^Å��Çº

�xÕ§Þ×u�xfg2uH®¯�。ß×\¼RS。

犅．２．２　��fg2Êº

犅．２．２．１　'�]^S��fg2Êº

犅．２．２．１．１　��fg

ÚrPvz�§��¿Zh�¢�FGCHXY_Z[。
z�fg§^�¤U·�x：
———^��\Rx（§áＢ．８）；
———_^��\&'-]^H�x（§áＢ．９）。

g#íîde：

（１）———n�ü#。

J犅．８　'�]^��fgKL１

０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g#íîde：

（１）———n�ü#。

J犅．９　'�]^��fgKL２

犅．２．２．１．２　��Êº

U\o¸r§¨HQ+Øw（£^�¢�H_ÚrPv），̂ �PvH`x��z�，Ü?z�fg
§a2�x：

———xr^��\Rx；
bd�ä·�，̀ �Hfg§�`x`¤Hfg，̀ xHc.-dTÕHde≥３０ｍｍ（§

áＢ．１０）；
£¸±efl��，�x§\Ä×3n�ü#¯0Øü#HRS（§Ｂ．２．１．１-áＢ．１１）。
———_���x&'-]^�x。
s`x�[-xgÕH��^�u�１ｍｍ，B¦`^�（犱）²³ø≤１ｍｍ，��§hT（§

áＢ．１２）。

g#íîde：

（１）———n�ü#。

J犅．１０　'�]^��ÊºKL１

１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g#íîde：

（１）———n�ü#。

J犅．１１　'�]^��ÊºKL２

g#íîde：

（１）———n�ü#。

J犅．１２　'�]^��ÊºKL３

犅．２．２．２　��]^S��fg2Êº

ÚrPvz�§��¿Zh�¢�FGCHXY_Z[。
fgrÏÒ：
———_Li5PjD；
●　^�¸±Ò<rPk{z�!tTz�HE�2^*（§áＢ．１３）；
●　]^lx（(ZlxHmn�[§×E�_�犾２＞６ｍｍH"�tå，lÄH]^Õ¸§×Z

[à犛＞０．５ｍｍ）（§áＢ．１４）。
———_LbdG�ä�`�fg`x{¤fg���z�-�Ä（̈ ôéo犼≤０．５ｍｍ）。�¡

３０ｍｍHónde狉ｅOZ�Ë��$pqq�(F�râs� RH（§áＢ．１５）。

２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g#íîde：

（２）———<=ü#。

J犅．１３　��]^��fg2ÊºKL１

g#íîde：

（２）———<=ü#。

J犅．１４　��]^��fg2ÊºKL２

g#íîde：

（２）———<=ü#。

J犅．１５　��]^��fg2ÊºKL３

犅．２．２．３　�'�]^S��fg2Êº

H\¿RS。

３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犅．２．３　Çº

犅．２．３．１　'�]^SÇº

犅．２．３．１．１　ËÌ

§\Ä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H５．３．１．２。
U�xRS`(s'äÌ^gH¯tT©ª�：
———_L�x§\ÄáＢ．１６HRS，Pk{defÀ，wx¾§X\usH~¥·；
———_Lwx¾§^�°Ümn�ü#RS2E3H&'-�Q'5ïHVWHi'äÌ^g。

犅．２．３．１．２　ÍÎ-

§\ÄＧＢ／Ｔ２２７４７—２０××H５．３．１．２。
ó:t§×L¦s<v|Pkz�?wr±]^，wx¾rÏefE�Z×¼íH��m�RSE3。

g#íîde：

（１）———n�ü#。

犔≥２犱

J犅．１６　ËÌKL

犅．２．３．２　��]^SÏh<

Z|*§â°�~¥H，P§{áＢ．１７ÀÉÊ。

J犅．１７　��]^Ïh<KL

４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U��RS`(s'äÌfgH¯tT©ª，=>§\Ä：
———_L\Ä(Zn�ü#áＢ．１６DEH·，Pkwx¾R{defÀpqde<~¥·；
———_Lwx¾rÏ°ÜÖ× RVW(&'552xä。

犅．２．３．３　�'�]^SÇº

H\¿RS。

犅．２．４　:ÐmÑ1ZÒÆSÓ、ÔÕ2ÒÖ

犅．２．４．１　×�`¬:S1r

犅．２．４．１．１　Oy�8<H¾«RS。ÜJ8<B�Iyz（Ær(�RS≤２５０Ｎ），u?Ö×rst�
*rîr~¥。

犅．２．４．１．２　U!"�≤¨ôyzóà（２５０Ｎ），O!"H8<HRS。
üF，B¦=È!"st§Æa\¿�*Ï��{!"Î{�H�.'（ÄY��、�ÛQ），F!

"¼í§{`(fÀpqde。

犅．２．４．１．３　sjÆ-s!"
———8<×:�_×:{。
B¦�.:�H¨�º�（犎），§��fＢ．３ÀÖX\H��fgÒ.~�H^|de犘（§

áＢ．１８）：
———8<ß×:�。

8<§�{Z×�\&'��HK�½�。def§pqde&'·。

�犅．３　ØÙÚÛ ÍÎB}:

犘 犎

≤１２０ ≥５０

１２０＜犘≤５００ ≥７５

５００＜犘≤６５０ ≥１００

＞６５０ ≥１５０

犅．２．４．２　Ü¸`¬:S1r

犅．２．４．２．１　M¾cMÒÖSh?1r

G_¸G:{H|.8<§°(zU-;g&'HwxH|.{;g�，def§pqde&'
·（§áＢ．１９），_L§×ºZ_QZ１５０ｍｍH:�（犎）。

üF，U~¥vé犔＜１５０ｍｍ，º� 犎 rÅ�ø１００ｍｍ，ÞR��ø¸uH^|r±'（§
áＢ．２０）。

£öE�:�fg＞１ｄｍ２，:�§Ò~BâE�（G×&'H）:{（§áＢ．２１）。

犅．２．４．２．２　FG-1r

��§rÏ~¥。áＢ．２２X\¦r~���HÂ�，áÀ犫â u�ï3%H`ôa�。

U犫≤２５ｍｍ，犪≥３．５ｍｍ；
U犫＞２５ｍｍ，犪≥６ｍｍ。

５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犅．２．５　Ø�Ý

犅．２．５．１　�'�]^Ø�Ý

^NÌ§{sn�ü#。
¾«ä�ät·�§�Ë{8<À×¾«·_H�'_��。
^NÌ犫Hmn§≤５ｍｍ（§áＢ．２３）。
OZêf;gH8<，bcz{§àË��to�'8<HÖ×Q+ü#，Ü®;·Hde犱＞５ｍｍ。

J犅．１８　ØÙÚÛKL

６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J犅．１９　1r¶Ü�ÞßS¹ºKL１

J犅．２０　1r¶Ü�ÞßS¹ºKL２

J犅．２１　1r¶Ü�ÞßS¹ºKL３

　　　　　　　　　　　　　　犪）　　　　　　　　　　　　　　犫）

J犅．２２　FG-1rSÓàKL

７２

犌犅／犜２３２４２—２０２×



ÍÎB}:

犪） 犫）

　　de：

犱≥２０ J犅．２３　��]^Ø�ÝKL

犅．２．５．２　��]^Ø�Ý

¿ZQ+Øw，̂ NÌr±{<=ü#。{ÜJ@A¤，̂ NÌ§\ÄＢ．２．５．１，Fk§âr~
¥H。

犅．２．６　áâ

ÞR×r±，wx¾§7�n�ü#HOÚ�。
UOÚ��{Zn�ü#âQ+ùR，E：
———��§°�st；
———U��¸±st，Ö×fg§rÍ³。
m|.�[Hz�§^�E�=>2±�Ë¾«�'H�xHz2。s^|Ha�（犾３）ôZ_Q

Zè�（犘）H２�?，Ö×Ü®ü#àr�'。a�犾３ §¸�Z１０ｍｍ（§áＢ．２４）。

ÍÎB}:

de：

犾３≥２犘

犾３＞１０ｍｍ J犅．２４　'�]^áâKL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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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７　ãÀ�¸

犅．２．７．１　�'�]^ãÀ�¸

/�@A¤，Dwgv§{sn�ü#，PkH�«?àrÏ~¥。

犅．２．７．２　��]^ãÀ�¸

$Q+D$¸r±�DwgvÓ{Zsn�ü#，IJDw§×°�~�Hfg。
{��*èéHde犔 §ôZ_QZ：
———２０ｍｍ（§áＢ．２５）；
———１２．５ｍｍ，U犺Hº�≤８ｍｍ（§áＢ．２６）。
U�1RS¸±øø，§`(�H�cDwz{（§áＢ．２７）。

de：

犔≥２０ｍｍ

犺＞８ｍｍ

J犅．２５　��]^ãÀ�¸KL１

de：

犔≥１２．５ｍｍ

犺≤８ｍｍ

J犅．２６　��]^ãÀ�¸KL２

J犅．２７　��]^ä�åKL

犅．３　¢£

犅．３．１　ÂQ

{§(?，ÂlH\'§��wx¾Pe、a§¾Hn�Y(Yf-�s�X����Z×。
£ö��=ÈHCD_Âl¸±S[��89��（��、12、8-）_�MÄÅ（��oß、�]

¯�QQ），r�Z�$X�RSwx¾^��K��RS�X。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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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ÙA§��Ｂ．１(¯�>-／_(Áõj�K�H�O����Z×。

犅．３．２　*s

�X§^�°(&.¦mn-~ëHP�ç·_��=È�X\Há��。

犅．４　¬:¯°

犅．４．１　¯°æç

wx¾§X\ RHrÏ��~�HÒ.ãëHde。
wx¾§¶·ÕòHn�-²³H2§N5de~��¼（�£~��HJ^、~�·、�(�

\?é-ñ´）。

犅．４．２　è�æç

wx¾§pqdeÖ×r±H R�à·Ï��RSHBCg�（£fgÙAH��，&'-\
.�*H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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³　´　犆
（859）

'./012341S��éê85（ëe�２ì）

犆．１　�íéî

犆．１．１　ïð�ñìé?

¶¶Pm�H�.§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

�à?，§¸:P<Ó{{dl}¹êñ１ｍ、e;g１．６ｍºHÎ{��，rÏÝøＡ>»Pm
�H¨º±。

犆．１．２　�òóìé?

£öùR（§Ｃ．８）�.P³´�，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Y(。

犆．２　�f2Ôôõ<

��ÆÇ§\Ä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５¨&.，P��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HijＡ��。
7：¿Z{rÓ»Ö�X，£öÆÇ /T°犓２≤０．５ｄＢ，ErÏ@A。

��ÀH8<§Ó{£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ÀijＥÖ&.Hµ¶（̧ :P）��½_µ¶v�
B8<:{。

犆．３　~�õ<

犆．３．１　'./01

�X§{G×vHl}Hnopq8ÕZ¨ôÛ�?��。

犆．３．２　341

£Ｃ．３．１uKRS，¢{l}¡«'２５％gÞ°ÐH]。

犆．４　éî

Ａ>»Pm�§{&.;��à。

�à¢<§\Ä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ÀH�４¨-１０．２．１&.。

{¼�:P<Î{H�à?é¸Ý¡Z１５ｓ。

犆．５　éîce?�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HＡ>»Pm�HÇo'g�£Ö¥¤±B０．５ｄＢ～２．５ｄＢ，¶·

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HＡ>»P³´�HÇo'g�£Ö¥¤±B０．５ｄＢ～１．５ｄＢ。

犆．６　ö´ÅC

¥j¯°MNOP��&$HÖ×Q+RS-§[¼\Ä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２０１８À�１２¨³

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À�１０¨HRS。

HºOP��&$-／_V�OP¶¶��g�H¾«£Ö§-Q+Ð�E�¥j。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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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７　÷øÅC

����ÀH¯°§MNwx¾RS�ÈHOPgÂ±-(bRS�~HgÂ±。
�¡§M¦¤1ab：
———wx¾，8<HJ¼、̂ î、íUî-wxCõ；
———OP¶¶��HVW�àg�；
———�àÀTzmk�¢*；
———:P<Ó{HÎ{；
———Ö�ÝHOP¶¶±；
———R�.OP��&$HÖ×RSàtvµý，́ E，§�de¾«§µýHRS。

犆．８　��ïðùSAK2¢£

OP¶¶±HgÂ��ＧＢ／Ｔ１４５７４—２０００H&.§(i±fÂ。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０１２-�)*ijＣ&.，§gÂ\OP¶¶±犔（犔狆Ａ-犔狑Ａ）-2§H¸�

.犓 ±（犓狆Ａ-犓狑Ａ）。

RS¸�.犓狆Ａ-犓狑Ａ±B２．５ｄＢ。
OPgÂ¨§fe：OP¶¶±§¶·OP��&$-VWg�ＧＢ／Ｔ３７６７—２０１６-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

２０１８LÝ。´E，OPgÂ¨§~©g\£Öâ´HºOP��&$-／_VWg�。
£ö��XY，§�ＧＢ／Ｔ１４５７４—２０００H&.，mª>OP¶¶±H�.°(2uH�¹、Tz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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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û　;　ü

　　［１］　ＥＮ１０７０：１９９８　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２］　ＥＮ１２８５２：２００１＋Ａ１：２０１０　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Ｆｏ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ｓａｎｄｂｌｅｎｄｅｒｓ

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ｙｇｉｅｎ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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