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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Ｂ（%#&IJ）　MNOPQRST]^&_`<=> １９…………………………………………

IJＣ（%#&IJ）　MNOPQRSabcd`<=>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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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5lmn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ojp%?qr。
k5lstＧＢ／Ｔ１５７６２—２００８《MNOPQRST》，uＧＢ／Ｔ１５７６２—２００８vw，xyz&{|

U，}9~+����：
———�O�“+,-./、01”（��３�）；
———{|�MNOPQRSTF�5@s1（�４．１．１，２００８��p３．１．１）
———�������Ａ７．５-�����Ｂ０８（�４．１．２，２００８��p３．３-４．３．２）；
———�O�m��h���23-�(p��h���（�４．１．３）；
———{|��(%4（�４．２．１，２００８��p３．２）；
———�O���w��（�４．２．２）；
———�O�“78%.”（��５�）；
———�2{|���L� 5l9:（�５．１，２００８��p４．１）；
———�O�eZ¡¢-eZ¡£^¤（�５．２）；
———�O�eZ¥¦§¨（�５．３）；
———{|�©k&_9:（�６．３，２００８��p４．３．１）；
———{|�]^&_ª«�p01（�６．５，２００８��p４．５）；
———{|���h;<¬���（�®１１，２００８��p®９）；
———{|�¯°、±²;<³*（�８．３．１，２００８��p６．３．１）；
———{|�MNOPQRST]^&_`<=>（�IJＢ，２００８��pIJＣ）；
———�O�“IJＣ　MNOPQRSTabcd`<=>”（�IJＣ）；
———{|�eZfgh�°-´µ9:（�Ｄ．２，２００８��pＤ．２）。
k5l¶ª·¸¹�LºG»¼j。
k5l¶½·¾¿´F5l�~+ÀÁ»（ＳＡＣ／ＴＣ１９７）ÂÃ。
k5lqrÄÅ：ª·OPQRSÆ»、ÇÈÉÊ、ËÌÍ¸Î±¸�ÏÐÑ�ÒÓ、ÔÕÖ×Î±

ØÙ�LÑ�ÒÓ、ÚÛÜÝÞßÑ�ÒÓ、àáâãÎ±¸�（äå）Ñ�ÒÓ、æçè_Î�LÜ~
Ñ�ÒÓ、éçêëìí¸�Ñ�ÒÓ、äåî¸¹�LEFïðñò;óªô、õöÌáìí�LÑ
�ÒÓ、ÔÕ×¹÷øEù�Ñ�ÒÓ、Õúû·üý�LÑ�ÒÓ、þ¸ÿ!Þ"Ñ�ÒÓ、é#$%
¸�Ü~Ñ�ÒÓ、Õõîä&¸�Ñ�ÒÓ、�çî¸¹�L'()Ñ�ÒÓ、ÔÕ*O+,¸¹-
_Î�LÑ�ÒÓ、./î01¸�Ñ�23ÒÓ、45î678G9(¸�Ñ�ÒÓ、:#R;Î�
LÜ~ÏÐÑ�ÒÓ、�çîÕõÎ±¸¹�LÑ�ÒÓ、é#¸<=>¸¹Eù?KÑ�ÒÓ、ÔÕ
@AÎ�LÜ~Ñ�ÒÓ、æBC!¸Ü=>DçÖ×Î�ÏÐÑ�ÒÓ。

k5l}9qrE：úF!、GHI、JK、LM、NO¨、PQR、PÎS、TUV、WXY、ZV[、
\]^、_`、abc、dÜ、e/、f�、ghi、jkõ、_k¸、fQ、3lm、nop、qrö、Prs、
_tr、duv、ev、wxy、z·{、|}、_~、���、N��、��。

k5l)st5lp���kê����：
———ＧＢ１５７６２—１９９５、ＧＢ／Ｔ１５７６２—２００８。

Ⅰ

犌犅／犜１５７６２—２０２０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

１　-.

k5l%.�MNOPQRSTp23、%4-56、78%.、9:、;<=>、;<%?、5@、
AB-CD��EFG4H。

k5l�(��(u<ù¸¹�ª�(pMNOPQRST。

２　/-01234

��)*��k)*p�(����bp。�����p'()*，����p�k�(�k)
*。������p'()*，� Î�k（¡¢)Ñp{£Ä）�(�k)*。

ＧＢ１７５　,(¤¥¦¾¿

ＧＢ／Ｔ７０１　§¨e©ª«¬³

ＧＢ／Ｔ１４９９．１　eZQRS(e　�１�2：©ª«eZ

ＧＢ／Ｔ２０８５．２　®¯　�２�2：°ý®¯

ＧＢ／Ｔ５４８３　ä±²³

ＧＢ６５６６　¸¹�L´µ&¶·�ð

ＧＢ／Ｔ１０２９４　¸©�L¹º©»�Ñ¼½&pó.　¥¾©T>

ＧＢ／Ｔ１１９６８　MNOPQRS¿À

ＧＢ／Ｔ１１９６９　MNOPQRS&_`<=>

ＧＢ／Ｔ３７７８５　ÁPÂÃ²³

ＪＣ／Ｔ４０７　OPQRS(®¯³

ＪＣ／Ｔ４０９　¤¥¦¸¹´F(¯ÄÅ

ＪＣ／Ｔ５４０　QRS´F(ÆÇ§¨eÈ

ＪＣ／Ｔ６２１　¤¥¦¸¹´F(É²Å

ＪＣ／Ｔ６２２　¤¥¦¸¹´F(Ê

ＪＣ／Ｔ８５５　MNOPQRSTeZËÌ¥¦&_`<=>

３　56789、:;

３．１　56789

��+,-./�(�k)*。

３．１．１

%&'()*+　犪狌狋狅犮犾犪狏犲犱犪犲狉犪狋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犃犃犆
�¤ï�L-Íï�L�}9��L，ÎOêPÏ��ÐÑ-�L，,ÒYLÓ�、êPÔÕ、Ö

×、MNØ¾Ù<Ú´ÛpÜÝÞï¤¥¦¸¹´F。

３．１．２

%&'()*+,　犪狌狋狅犮犾犪狏犲犱犪犲狉犪狋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犾犪犫狊；犃犃犆犛
ßMNOPQRSÉEªYàá¥¦ËÌ§¨peZ¡£âeZ¡¢pã´T�。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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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　狑犲犾犱犲犱犫犪狉犳犪犫狉犻犮
¶äåeZ-æåeZ^Û、m7.9:ç�èéêëìíîp¡¢。

３．１．４

<=>@　狑犲犾犱犲犱犫犪狉犮犪犵犲
ïÌeZ¡¢¶ðZâkñïY*íîòÛpóÙ¡£。

３．１．５

AB<=　犾狅狀犵犻狋狌犱犻狀犪犾犫犪狉
uMNOPQRST��=åR ç�peZ。

３．１．６

CB<=　狋狉犪狀狊狏犲狉狊犲犫犪狉
uMNOPQRST��=åôõç�peZ。

３．１．７

<=DEF　犫犪狉犪犱犺犲狊犻狏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á¥¦ËÌËöpeZuMNOPQRSpf]��。

３．１．８

GHI　狊犾犲狀犱犲狉狀犲狊狊狉犪狋犻狅
Tp��u���pw�。

３．１．９

JKFLMN　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犾狅犪犱
÷XT、øTâUØT���ùôõ�TXµ(pU�«�。

３．２　:;

��01�(�k)*。

３．２．１　OPQR

犅、犫———(�%4、Ò²ªpTú�；

犫１、犫２———ûü§、ýXþÿâ!"§Tú=åab；

犮１、犮２———#ÉX、#$Xpí¾Ì��；

犇、犱———(�%4、Ò²ªpT��；

犱ｂ———eZfgh`<ªeZõ%；

犱１———ûü§T�=åab；

犔、犾———(�%4、Ò²ªpT��；

犾ｂ———eZfgh`<ª`*��；

犾０———`<T&'ë(#)；

犾１、犾２———ûü§、ýXþÿâ!"§T�=åab；

狋———ÉX*+,�。

３．２．２　S27S2TU

犉０ｃｒ———�=ªh«�V²®Ýp÷XT、øT、UØTâ-ØTp./«�0ó�；

犉０ｕ———�=ªh«�V²®Ýp÷XT、øTâUØTp12«�0ó�；

犌０、犙 ｂ———T34-TpÄÅX534；

犙 ｃｒ，ｌ———�ì�«�V²®Ýp÷XT、øTp./«�0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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犙 ｃｒ，ｑ、犙 ｃｒ，ｇ———�ì�«�V²®ÝpUØTâ-ØTp./«�0ó�；

犙 ｄ，ｌ、犙 ｄ，ｑ———�ì�«�V²®Ýp÷XT、øTâUØTp«�67�；

犙 ｇ———�ì�«�V²®Ýp-ØTp«�;<�；

犙 ｋ，ｌ、犙 ｋ，ｑ———�ì�«�V²®Ýp÷XT、øTâUØTp«�5l�；

犙 ｕ，ｌ、犙 ｕ，ｑ———�ì�«�V²®Ýp÷XT、øTâUØTp12«�0ó�；
［犙 ｚ］———�ì�«�V²®Ýp÷XT、øT、UØTp��h���；

犠———O�(ONeT、89-æ�p:4ð；
［αｌ］、［αｑ］———÷XT、øTâUØTp;�<����；

αｓ———÷XT、øTâUØTp;�<�0ó�。

３．２．３　VWXY、Z[\Y]^_

γｇ———-ØTp��h;<¬；

γＲ———=h2>¬；
［γｕ］———��h;<¬���；

γ０———]^Ú½49&¬；

ρｃ———�����7?�。

４　`a、/b7cd

４．１　`a

４．１．１　m�(�Å-@_2：÷XT（ＡＡＣＷ）、øT（ＡＡＣＬ）、UØT（ＡＡＣＱ）、-ØT（ＡＡＣＧ）Ù
F�，�U±、WX-YZ[\A�IJＡ。

４．１．２　m=N��2：Ａ２．５、Ａ３．５、Ａ５．０BC����，�ª÷XT、øTp�����§�Ａ３．５，UØ
T--ØTp�����§�Ａ２．５。

４．１．３　m��h���2：÷XT、øT-UØT�(��h���pD2�®１。

e１　f2JKFLMN ÄÅ�EFGR=H

F� �(��h���

÷XT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６００、２９００、３２００、３５００

øT 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６００、２９００、３２００、３５００

UØT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１６０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６００、２９００、３２００、３５００

　　g：�Ð��h���¶IJK=ÆLM.。

４．２　/b

４．２．１　�(%4�®２。

e２　f2/b ÄÅ�NH

��犔 ú�犅 ��犇

１８００～６０００ ６００ ７５、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５、１５０、１７５、２００、２５０、３００

　　g：�ÐO�(%4-Ä><Gp0P´µab¶IJK=ÆLM.。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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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Tp��w���®３。

e３　,hGHIiN

F� ÷XT、øT UØT -ØT

��w（犔／犇） ≤２５ ≤３０ ≤４０

４．３　cd

４．３．１　÷XT、øT、UØTp56�¡¢F�s1、����、%4（��×ú�×��）、��h��
�、5l1ÙQR。

jk１：

�����Ａ５．０，���４８００ｍｍ、ú��６００ｍｍ、���２００ｍｍ，��h����２２００Ｎ／ｍ２p÷XT：

ＡＡＣＷＡ５．０４８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ＧＢ／Ｔ１５７６２—２０２０；

jk２：

�����Ａ３．５，���４２００ｍｍ、ú��６００ｍｍ、���１５０ｍｍ，��h����１６００Ｎ／ｍ２pUØT：

ＡＡＣＱＡ３．５４２００×６００×１５０１６００ＧＢ／Ｔ１５７６２—２０２０；

４．３．２　-ØTp56�¡¢F�s1、����、%4（��×ú�×��）、5l1ÙQR。
jk：

�����Ａ２．５，���３０００ｍｍ、ú��６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p-ØT：

ＡＡＣＧＡ２．５３０００×６００×１００ＧＢ／Ｔ１５７６２—２０２０。

５　lm/8

５．１　nVW

５．１．１　¾¿�0GＧＢ１７５p%.。

５．１．２　É²Å�0GＪＣ／Ｔ６２１p%.。

５．１．３　Ê�0GＪＣ／Ｔ６２２p%.。

５．１．４　¯ÄÅ�0GＪＣ／Ｔ４０９p%.。

５．１．５　eZ�0GＧＢ／Ｔ１４９９．１、ＧＢ／Ｔ７０１âＪＣ／Ｔ５４０p%.。

５．１．６　®¯³�0GＪＣ／Ｔ４０７p%.。

５．１．７　®¯�0GＧＢ／Ｔ２０８５．２p%.。

５．１．８　²³�0GＧＢ／Ｔ５４８３âＧＢ／Ｔ３７７８５p%.。

５．１．９　eZ¥¦Ï、S(UOÏ、{T�L�0Gv�5lp%.。

５．１．１０　<ùUV��0Gv�5lp%.，�´µ&¾R�0GＧＢ６５６６p%.，Wá;<=�(�
ÉE。

５．２　<=>?7<=>@op

５．２．１　qr,、s,

５．２．１．１　÷XT、øT�YàeZ¡£；¡£�Ì¡¢äåeZYZð�XYTp��_h9:M.。

５．２．１．２　¡£Z、�ÌeZ¡¢[\(��]YZ，Z、�Ì¡¢ªp)ÑäåeZõ%�vÇ。

５．２．１．３　÷XT、øTªeZ¡£、¡¢p©k^¤9:�®４-^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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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４　qr,、s,t<=>@uvopwx

>　_ �Ì¡¢ ZÌ¡¢

^¤

9:

¡¢ð-^¤ ¡£¶Z、�ÌeZ¡¢íîòÛ，[\(��]YZ

¡¢ú�
（ U２XäåeZp(#）

≥４４０ｍｍ

ðZ
õ% uæåeZvÇ

(# ≤７５０ｍｍ

äå

eZ

õ% �≥５ｍｍ，[≤１０ｍｍ

YZð ≥４５ ≥３５

(# ≤２００ｍｍ ≤２５０ｍｍ

æå

eZ

õ% ≥５ｍｍ

$�O�æåeZpX ≥３X ≥２X

$�O�æåe

Z)$X#)

�7X ≤２０ｍｍ ≤２０ｍｍ

�ïX ≤５０ｍｍ ≤１５０ｍｍ

�BX ≤１５０ｍｍ

�Ð�Å(# ≤７５０ｍｍ

ÄÅ�NH

犪）　yz>?opj{| 犫）　>@opj{|

　　`V：

１ ———�Ì¡¢�7XæåeZ（$�O�）；

２ ———�Ì¡¢�ïXæåeZ（$�O�）；

３ ———�Ì¡¢�BXæåeZ（$�O�）；

４ ———æåeZ（ª�2�）；

５ ———äåeZ；

６ ———äåeZ-æåeZíë；

７ ———ZÌ¡¢�7XæåeZ（$�O�）；

８ ———ZÌ¡¢�ïXæåeZ（$�O�）；

９ ———kñïaî*；

１０———ðZ。

|１　qr,、s,h>?7>@uvop|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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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

５．２．２．１　UØT�YàeZ¡£，¡£päåeZYZð�XYTp��_h9:M.。

５．２．２．２　¡£ªpKÌeZ¡¢[\(�]YZ，)ÑäåeZõ%�vÇ。

５．２．２．３　UØTªeZ¡£©k^¤9:�®５-^２。

e５　}~,t<=>@uvopwx

>　_ 9　:

^¤

9:

¡£ ¡£¶K¢¡¢íîòÛ，[\(�]YZ

¡¢ú�
（ U２XäåeZp(#）

≥４４０ｍｍ

ðZ
õ% uæåeZvÇ

(# ≤７５０ｍｍ

äå

eZ

õ% �≥５ｍｍ，[≤８ｍｍ

YZð ≥４５

(# ≤２５０ｍｍ

æå

eZ

õ% ≥４ｍｍ

$�O�æåeZpX ２X

$�O�æåe

Z)$X#)

�7X ≤２０ｍｍ

�ïX ≤１５０ｍｍ

�Ð�Å(# ≤７５０ｍｍ

ÄÅ�NH

犪）　>?opj{| 犫）　>@opj{|

　　`V：

　　１———�7XæåeZ（$�O�）；

２———�ïXæåeZ（$�O�）；

３———æåeZ（ª�2�）；

４———äåeZ；

５———äåeZ-æåeZíë；

６———kñïaî*；

７———ðZ。

|２　}~,>?7>@uvop|

６

犌犅／犜１５７６２—２０２０

库七七 www.kqqw.com 提供下载



５．２．３　�~,

５．２．３．１　-ØT[\(KÌeZ¡¢；b-ØTcd��h9:、���É�１５０ｍｍ、���É�

３０００ｍｍe，�\(ÄÌ¡¢，¡¢[à�-ØT��ªf。

５．２．３．２　-ØTpäåeZYZð��o�４Xõ%４ｍｍpeZ；eZ¡¢$��gbÑ7Xæå
eZ，�uT$Xp#)��É�２０ｍｍ；�Ð�ÅpæåeZ(#��É�７５０ｍｍ；æåeZõ%
�o�４ｍｍ。

５．２．３．３　Ñ½h9:p-ØT，�ßíH�(Ú½p!¼�，¶IJK=ÆLM.。

５．３　<=����

５．３．１　eZ¡£â¡¢�\(eZ¥¦Ïi ¥¦ËÌ§¨。

５．３．２　$XjÑUkeZ，�\(eZ¥¦Ïi ¥¦§¨。

６　wx

６．１　QR��

abcd�0G®６p%.。

e６　QR�� ÄÅ�NH

>　_ ÷XT、øT UØT、-ØT

��犔 ±４

ú�犅 　０
－４

��犇 ＋１
－３

ýålm ≤犔／１０００

�ünd ≤犔／６００

®XRo ≤５ ≤３

６．２　}���

��{TpUp!+（�^３）��-á{TqpUpïð9:�0G®７p9:。

e７　}���iN7}���

>　_ ��{Tp!+�� Upïð9:

ÉXZR �Tú

p/r（æå/r）
�l� s

ÉXZR �T�

p/r（äå/r）
ú�＜０．２ｍｍ，ð≤３³，:�≤１／１０犔 s

ÉX*+ X5≤１５０ｃｍ２，,�狋≤１０ｍｍ，ð≤２§ s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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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７（t）

>　_ ��{Tp!+�� Upïð9:

Pu õ%≤２０ｍｍ sõ%＞８ｍｍ、,＞３ｍｍpPu

ûü

÷XT、øT
GC$XpTú=å≤１§，�ab�犫１≤１００ｍｍ、

犾１≤３００ｍｍ

U Ø T、-

ØT

GC$XpTú=å≤１§，ßTú=åab犫１≤

１５０ｍｍ、T�=åpab犾１≤３００ｍｍ

GÀT≤１§（犫１≤２０ ｍｍ，犱１≤

２０ｍｍ，犾１≤１００ｍｍ）

ýXþÿâ!"
T�≤３ｍpT≤２§，＞３ｍpT≤３§；G§��

犾２≤３００ｍｍ，,�犫２≤５０ｍｍ

G ý ≤１ § （犫２ ≤１０ ｍｍ，犾２ ≤

１２０ｍｍ）

犪）　CB��7AB��j{ 犫）　�r���(�j{

犮）　��j{ 犱）　�r�����j{

　　`V：

犫１———ûü§Tú=åab；

犱１———ûü§T�=åab；

犾１———ûü§T�=åab；

狋 ———ÉX*+,�；

犫２———ýXþÿâ!"§Tú=åab；

犾２———ýXþÿâ!"§T�=åab。

|３　}���j{|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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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uv0�

MNOPQRS©k&_¡¢=N��、���、�vwx�、=y&、z©¬，�0GＧＢ／Ｔ１１９６８
p9:。

６．４　<=��7��zwx

６．４．１　á¥¦ËÌ§¨qpeZ¥¦9:�0G®８p%.。

e８　<=��wx

>　_ eZ¥¦9:

¦{X5 ≤５％

eZfgh ≥１．０ＭＰａ

６．４．２　äåeZí¾Ì��（�^４）p©kab-��cd�0G®９p%.。

e９　AB<=��zwx ÄÅ�NH

>　_ ©kab
��cd

÷XT、øT、UØT -ØT

#ÉXpí¾Ì��犮１ ２０ ±５
＋５
－１０

#$Xpí¾Ì��犮２ １０
＋５
－１０

`V：

犮１———#ÉXpí¾Ì��；

犮２———#$Xpí¾Ì��。

|４　<=��zH�j{|

６．５　�o0�

６．５．１　�o0���

]^&_;<�0G®１０p%.。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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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１０　�o0���

F� ;<>_ 9:

÷XT、øT、UØT
��h;<

0G²（１）â²（２），²（３）

â²（４）

;�<�;< 0G²（５）â²（６）

-ØT ��h;< 0G²（７）

６．５．２　qr,、s,、}~,JKF��

６．５．２．１　÷XT、øT、UØTp��_h;<�Çecd./«�;<-12«�;<9:。

６．５．２．２　./«�;<�0G²（１）â²（２）p9:：
÷XT、øT：　　　　　　　犙ｃｒ，ｌ≥犙ｄ，ｌ …………………………（１）

UØT： 犙ｃｒ，ｑ≥犙ｄ，ｑ …………………………（２）

²ª：

犙 ｃｒ，ｌ———÷XT、øTp./«�0ó�，mIJＢªＢ．４．１p%.，ÄÅ�EFGR=H（Ｎ／ｍ２）；

犙 ｄ，ｌ———÷XT、øTp«�67�，mＢ．４．２p%.，ÄÅ�EFGR=H（Ｎ／ｍ２）；

犙 ｃｒ，ｑ———UØTp./«�0ó�，mＢ．４．３p%.，ÄÅ�EFGR=H（Ｎ／ｍ２）；

犙 ｄ，ｑ———UØTp«�67�，mＢ．４．４p%.，ÄÅ�EFGR=H（Ｎ／ｍ２）。

６．５．２．３　12«�;<�0G²（３）â²（４）p9:：

÷XT、øT：　　　　　犙ｕ，ｌ≥
γ０［γｕ］

γＲ
Ｑｄ，ｌ …………………………（３）

UØT： 犙ｕ，ｑ≥
γ０［γｕ］

γＲ
犙ｄ，ｑ …………………………（４）

²ª：

犙ｕ，ｌ ———÷XT、øTÝ|®１１)�125@}7ep12«�0ó�，mＢ．４．１p%.，ÄÅ�
EFGR=H（Ｎ／ｍ２）；

犙ｕ，ｑ———UØTÝ|®１１)�125@}7ep12«�0ó�，mＢ．４．３p%.，ÄÅ�EF
GR=H（Ｎ／ｍ２）；

γ０ ———]^Ú½49&¬，XY]^Ú½Ù�m®１２~(；�;<T�Ä><G.´，?mÄ
><Gp]^Ú½Ù���；sS�%.e，m]^Ú½Ù�ï���；

［γｕ］———��h;<¬���，m®１１~(；

γＲ ———=h2>¬，\(０．７５。

e１１　����c ]JKF��\YLMN

]^67ùh�� 12;<5@ ［γｕ］

ùl

ßù�}Zp É/rú�Ý|１．５ｍｍ，â<�Ý|��p１／５０ １．２０

ùN§OPQRS12 １．３０

ù�}Z�W １．６０

ùl^*pù�
���/rÝ|１．５ｍｍ，â�/r�$ùN�OPQRS�N12 １．４０

���XOPQRS�N12，âù�}Zß$��Â，â�Ð��12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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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１２　�o¡¢£w0\Y

]^Ú½Ù� 7� ï� B�

γ０ １．１ １．０ ０．９

６．５．３　qr,、s,、}~,¤¥¦���

÷XT、øT、UØTp;�<��0G²（５）â²（６）p9:：

÷XT、øT：　　　　　　αｓ≤ ［αｌ］ …………………………（５）

UØT： αｓ≤ ［αｑ］ …………………………（６）

²ª：

αｓ　———÷XT、øTâUØTp;�<�0ó�，mＢ．４．５âＢ．４．６p%.，ÄÅ�NH（ｍｍ）；

［αｌ］———÷XT、øTp;�<����，mＢ．４．５p%.，ÄÅ�NH（ｍｍ）；

［αｑ］———UØTp;�<����，mＢ．４．６p%.，ÄÅ�NH（ｍｍ）。

６．５．４　�~,JK�F��

-ØTp��_h�0G²（７）p9:：

犙ｃｒ，ｇ≥犙ｇ …………………………（７）

　　²ª：

犙 ｃｒ，ｇ———-ØTp./«�0ó�，mＢ．４．７p%.，ÄÅ�EFGR=H（Ｎ／ｍ２）；

犙 ｇ ———-ØTp«�;<�，mＢ．４．７p%.，ÄÅ�EFGR=H（Ｎ／ｍ２）。

７　��§¨

７．１　©�ª«]©�¬4

x%.U，̀ <�ß�Q³*�i 。

７．２　QR��

abcdmIJＣp%.i 。

７．３　}���

�ùóT，�#０．６ｍ，_óÑs/r，W6J。jÑ/r，óð/r��-ú�。

�ÉX*+、ÉPu、ûü、ýXþÿâ!"，\(���１ｍｍ pe�aâõaóð，��g

１ｍｍ，6Jð-abÉo。

�ûü、ýXþÿâ!"，m^３)[，\(���１ｍｍpüaâõa，óð12�2�T�、T
ú-T�=åp?�ab，��g１ｍｍ，6Jð-abÉo。

７．４　uv0�

７．４．１　MNOPQRSp=N��、���、�vwx�、=y&p;<�mＧＢ／Ｔ１１９６９%.p=>

i 。

７．４．２　MNOPQRSpz©¬�mＧＢ／Ｔ１０２９４p%.i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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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7��zwx

７．５．１　eZ¦{X5�mＪＣ／Ｔ８５５p%.i 。

７．５．２　eZfgh�mIJＤp%.i 。

７．５．３　äåeZí¾Ì���(eZ�ó�â(ð�óð，��\(12&`<，í¾Ì���eZ
U�?q。

７．５．４　eZí¾Ì��;<�0G：

ａ）　÷XT-øT#ÉXpäåeZí¾Ì��犮１：��ù�X�Þóð１２§，���cdp 
É�，ó`]��Mg１ｍｍ；

ｂ） ÷XT-øT#$XpäåeZí¾Ì��犮２：&C$��2�;<，GC$��Þóð

４§，���cdp É�，ó`]��Mg１ｍｍ；

ｃ） UØT--ØT#ÉXpäåeZí¾Ì��犮１：&ýÉX�2�;<，GCÉX�Þóð

６§，���cdp É�，ó`]��Mg１ｍｍ；

ｄ） UØT--ØT#$XpäåeZí¾Ì��犮２：&C$��2�;<，GC$��Þóð

４§，���cdp É�，ó`]��Mg１ｍｍ。

７．６　�o0�

MNOPQRSTp]^&_�mIJＢp%.i 。

８　��/

８．１　��`a

;<2�j�;<-±²;<，;<>_-°kð�®１３。

e１３　��®!7¯vY�

�1 �³1 ;<>_ j�;<
j�;<

°kð
±²;<

±²;<

°kð

１ ６．１ abcd � １０À � １０À

２ ６．２ Upïð � １０À � １０À

３

４

５

６

７

６．３ ©k&_

��� � ３� � ３�

=N�� � ３� � ３�

�vwx� � — � ３�

=y& � — � ３�

z©¬ � — � １�

８

９

１０

６．４

eZ¥¦

-í¾Ì

9:

¥¦_h � — � １�

eZfgh � — � １�

äåeZí¾Ì�� � ２À � ２À

１１ ６．５ ]^&_ � １À � １À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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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

８．２．１　°±��®!

EFj��mÇF�、Ç��、ÇYZi ;<。j�;<>_�®１３。

８．２．２　²¯/

８．２．２．１　\(vÇ��L、vÇÉE<ÚatÉEEFe，¶Ç��、ÇYZpT�，�Û7Cù;�。

�ÇF�Tp�ð�®１４；ß３C QÉE:�d®１４p%.e，��µ�7C;<�。

e１４　°±��³�

F　� �ð／À

÷XT、øT ３０００

UØT ５０００

-ØT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２．２　�ù;�ª(�Þ¯°p=>¯�１０ÀT，i Upïð-abcdp;<。

８．２．２．３　�abcd-Upïð;<G4pTª，�Þ¯�&ÀTi äåeZí¾Ì��;<。�
äåeZí¾Ì��;<G4pTª，�Þ¯�１Ài ]^&_;<。

８．２．２．４　©k&_ª���-=N��`*，�ßu¡�TvÇ³*�´¢p¿ÀZ�°。�?��
abcd-Upïð;<G4pTª，�Þ¯�３ÀT，2�´µ３����`*-３�=N��
`*。

８．２．３　´8/

８．２．３．１　ù;p１０ÀTª，abcd�0G６．１%.pT�£Ò&Àe，¤¡�TabcdG4；�0
G６．１．２%.pT£Ò２Àe，¤¡�Tabcd�G4。

８．２．３．２　ù;p１０ÀTª，Upïð½�0G６．２p%.e，¤¡�TUpïðG4。j�0G６．２%
.pT£Ò１Àe，¤¡�TUpïð�G4。

８．２．３．３　=N��-���p¤.，�0GＧＢ／Ｔ１１９６８p%.。

８．２．３．４　i äåeZí¾Ì��;<p&ÀT½�0G６．４．２p%.e，¤¡�TeZí¾Ì��G
4；Ñ１À�0G%.e，¤¡�TeZí¾Ì���G4。

８．２．３．５　i ]^&_;<pT0G６．５．１p%.e，¤¡�T]^&_G4；i ]^&_;<pT
�0G６．５．１p%.e，¤¡�T]^&_�G4。

８．２．３．６　j�;<ª，ù;Tpj�;<>_½�G4e，?¤¡�Tj�;<G4。

jj�;<>_ª�Ñ7>�G4，?�¡>_O¥¯°，¦�i ;<；j;<G4，?¤¡�T
j�;<G4；j¡>_;<§�G4，?¤j�;<�G4。

jj�;<>_ªÑ&>â&>�Z�G4，��½�j�;<>_O¥¯°，¦�i ;<；j
�ï�)Ñ;<>_G4，?¤j�;<G4；j§Ñ１>�G4，?¤j�;<�G4。

８．３　µ¶��

８．３．１　µ¶��¬4

Ñ����}7e，�i ±²;<：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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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ÎEFâ¨EF©�ÉEi ?Eª.e；

ｂ） �²ÉEq，EFp�L、Y=、<ÚÑ4É|�，�_�«EF&_e；

ｃ） EFÕE¬��Z¦®ÉEe；

ｄ） j�;<]�uZ�±²;<]�Ñ¯Éd°e；

ｅ） ·±â²=ïðñò��¼ji ±²;<p9:e；

ｆ） bG�F�TpÉEðÝ|®１５p%.e，âß7�QÉE:�d®１５p%.e。

e１５　µ¶��³�

F　� �ð／À

÷XT、øT １００００

UØT ２５０００

-ØT ５００００

８．３．２　µ¶��®!

±²;<>_��６�ª½�%.>_（�®１３）。

８．３．３　²¯/

８．３．３．１　�ù;�ª(�Þ¯°p=>¯�１０ÀT，i Upïð-abcdp;<。

８．３．３．２　�abcd-Upïð;<G4pTª，�Þ¯�&ÀTi äåeZí¾Ì��;<。�
äåeZí¾Ì��;<G4pTª，�Þ¯�１Ài ]^&_;<。

８．３．３．３　(�©k&_;<p`*，�ßu¡�TvÇ³*�´¢p¿ÀZ�°。�?��abcd
-Upïð;<G4pTª，�Þ¯�３ÀT，2�´µ３����、３�=N��、３��vwx、３�
=y&、１�z©¬`*，��１�¥¦_h-１�eZfgh`*。

８．３．４　´8/

８．３．４．１　jù;p１０ÀTª，abcd�0G６．１%.pT�£Ò&Àe，¤¡�TabcdG4；�
0G６．１%.pT£Ò&Àe，¤¡�Tabcd�G4。

８．３．４．２　jù;p１０ÀTª，Upïð½�0G６．２p%.e，¤¡�TUpïðG4。j�0G６．２
%.pT£Ò１Àe，¤¡�TUpïð�G4。

８．３．４．３　©k&_p¤.，mＧＢ／Ｔ１１９６８p%.i 。

８．３．４．４　jeZ¥¦-í¾Ì9:p`<]�0G６．４p%.e，¤¡�TeZ¥¦-í¾Ì9:G
4。Ñ１>�0G６．４p%.e，¤¡�Tp¡>&_�G4。

８．３．４．５　i ]^&_;<pT0G６．５p%.e，¤¡�Tp]^&_G4；j�0G６．５p%.，?
¤¡�Tp]^&_�G4。

８．３．４．６　±²;<ª，ù;Tp±²;<>_½�³G4e，?¤¡�TG4。

j±²;<>_ª�Ñ7>�G4，?�¡>_O¥¯°，¦�i ;<；j;<G4，?¤¡�T
±²;<G4；j¡>_;<§�G4，?¤±²;<�G4。

j±²;<>_ªÑ&>�&>�Z�G4，��½�±²;<>_O¥¯°，¦�i ;<；j
�ï�)Ñ;<>_G4，?¤±²;<G4；j§Ñ１>�G4，?¤±²;<�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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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c 、·¸7¹º

９．１　ßGÀTZ�i 5@。x４．３9:U，́ �56EFµ¶1（�ÉE��、·T1Ù）、̧ H1、
÷XT-øTpùh=åÙQR。

９．２　Tßj¹q�D´５ｄ，;<G4。

９．３　÷XT、øT[m�(=åR´，ØT[ýó´à。º´»²�¼0、Ro、�v，º´eT�¢õ
îî½²X。º¾e，��\Ú½，�¢12T�Up-&_。

９．４　käCDe�Ñ¥¿ÀÁ。

９．５　TßABÂÃeJ(S(<�，�ÄÅÆ�â¡ÂAB。

１０　»¼½b¾

EFj�éÇe�IÑEFG4H，�QR�¡¢：

ａ）　TpF�、k5ly1、L5；

ｂ） ÉEÈùÉ]-²Ê；

ｃ） Tp%4、����、��h���、äåeZpðu%4；

ｄ） ÉE��；

ｅ） j�;<>_-]�¤.；

ｆ） ;<��u;<EÁ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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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犃
（ÁW0¿À）

%&'()*+,}µ、Âr7Ã=j{

犃．１　%&'()*+,}µj{

MNOPQRSTpU±[\�^Ａ．１。

`V：

犇———Tp��；

犅———Tpú�；

犔———Tp��。

|犃．１　%&'()*+,}Äj{

犃．２　qr,7s,ÅµÂr7Ã=j{

÷XT-øTpÌ±WX-YZ[\�^Ａ．２。

犪）　犔µ 犫）　�Æµ

|犃．２　qr,7s,hÅµÂr7Ã=j{

犃．３　}~,ÅµÂr7Ã=j{

UØTpÌ±WX-YZ[\�^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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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犜µ（�Çµ） 犫）　犆µ（ÈÉµ）

|犃．３　}~,hÅµÂr7Ã=j{

犃．４　�~,ÅµÂr7Ã=j{

-ØTpÌ±WX-YZ[\�^Ａ．４。

犪）　犜µ（�Çµ） 犫）　Êµ

|犃．４　�~,hÅµÂr7Ã=j{

犃．５　ËÌ,}µ7Ã=j{

犃．５．１　ÍÎTpU±[\�^Ａ．５。

犪）　bÍËÌ 犫）　¬Ì

|犃．５　ËÌ,h}µj{|

犃．５．２　ÍÎUØTpÑÏ��-í¾Ì���^Ａ．６。

|犃．６　ËÌ,hÎTH�7��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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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６　Ï�,}µ

G¨YZp©üTpU±�^Ａ．７。

|犃．７　Ï�,h}µj{

犃．７　^_,V}µ

犃．７．１　ÐTU±78�R±，T�o�７５ｍｍ，�µ�ÂÑT、¥ÒTÙ�(，J�.ß]^^*â©
ÌØÙZ。

犃．７．２　íÓTU±78�R±，����É�Ｂ０４，�(�ÔÕíÓâµ�¥ÒT。

犃．７．３　Ò�TU±78�R±，2��4Ò�-O�4Ò�，Ò�TpQ�YZYJ2�áÒ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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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犅
（/-0¿À）

%&'()*+,�o0�©�§¨

犅．１　©�§¨

]^&_`<�\(=ªhÖ2ëO�>。

犅．２　©�ÐÑ

犅．２．１　T�O�`<Þ：��（[�pv�×d）��§�±１．０％，�ðGp~Ø�_�`*pã� 
É12«�ß½ðGp２０％～８０％#$Q。

犅．２．２　ßÙÅÚ7：��０．０１ｍｍ。

犅．２．３　õa：��１ｍｍ。

犅．２．４　Û�´ÉÜ：��０．０５ｍｍ。

犅．２．５　'��0G^Ｂ．１p9:，7$�Ý'�，Þ7$�8ß'�。
ÄÅ�NH

`V：

１———`<T；

２———eàT（ú��１００ｍｍ，���`<Ùú��Z，���６ｍｍ～１５ｍｍpeT）；

３———'ë89；

４———Ý'á；

５———ßÙÅÚ7ââ2®。

|犅．１　,h¡Òj{|

犅．２．６　[\(ßÙÅÚ7-3ßÅÚ6J�6JTp�VÅÚ。ßÙÅÚ7�2�ÚÂßT�-T
úª�ëp�=，��&$'�§、Túpªë§，�^Ｂ．１。

犅．２．７　O�(ONeT、89-æ���ãà=²�0G^Ｂ．２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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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Å�NH

`V：

１———O�(æ�；

２———ONeT（ú��１００ｍｍ，���`<Ùú��Z，���６ｍｍ～１５ｍｍpeT）；

３———O�ë89（６０×５ｍｍeä，��É�`<Ùú�）；

犫———Tpú�；

犾———Tp��；

犾０———`<T&'ë(#)。

|犅．２　ÓtFÔ`Õ'K¨j{|

犅．３　©�Ö×

犅．３．１　å;<pT�ß`<³*�D´�b�２４ｈ，�`<Tu0<�ìæ³*©k7çq，=_i
 óð-`<。

犅．３．２　óðW6JTp%4，¡¢��犾、ú�犫-��犱，�M|１ｍｍ。

犅．３．３　óðW6JT34犌０，�M|１０Ｎ，���_óð`<Tp4ð，�m²（Ｂ．１）7?�¨è4
ð，m²（Ｂ．２）é?�TpÄÅX534犙 ｂ。

犌０＝ρｃ犾犫犱 …………………………（Ｂ．１）

犙ｂ＝
犌０

犾犫
…………………………（Ｂ．２）

　　²ª：

犌０———T34，ÄÅ�EF（Ｎ）；

ρｃ ———�����7?�（m®Ｂ．１��），ÄÅ�EFGó=H（Ｎ／ｍ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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犾 ———Tp��，ÄÅ�H（ｍ）；

犫 ———Tpú�，ÄÅ�H（ｍ）；

犱 ———Tp��，ÄÅ�H（ｍ）；

犙ｂ———TpÄÅX534，ÄÅ�EFGR=H（Ｎ／ｍ２）。

e犅．１　ØÙ�ÚÛZ[N ÄÅ�EFGó=H

����� Ｂ０４ Ｂ０５ Ｂ０６ Ｂ０７

�����7?�ρｃ ５５００ ６８５０ ８２５０ ９６００

犅．３．４　óðW6JO�(ONeT、89-æ�p:4ð犠，�M|１０Ｎ。

犅．３．５　m^Ｂ．１9:，êå;ópTÚÂ|`<Þp'�Z。�÷XT-øT，ùhX�u0P�(
v0；�UØT--ØT，��Þë´ùhX。

犅．３．６　ßTãà¹.q，ÚÂßÙÅÚ7，ìßÅÚ3ß6J�。.í�Âî。

犅．３．７　êONT、89-æ�ãàß`<TZ，�^Ｂ．２。

犅．３．８　ìß`<ÞÖíO�。O�ï��：�%ªfplm�VÝ|ðñ０．０５ｍｍòó。

犅．３．９　bO�|`<Tjô�7³/r，�õÕO�，��-6J./e=ªh«�0ó�、�ª<�
0ó�-&$'áÅÚ0ó�。b`<T�-ØTe，̀ <]ö。

犅．３．１０　÷XT、øT、UØT÷tO�|jô®１１p12;<5@}7e，ÕøO�，6J12e=
ªh«�0ó�，̀ <]ö。

犅．４　©��ÜZ[

犅．４．１　÷XT、øTp./«�0ó�犙ｃｒ，ｌm²（Ｂ．３）7?，12«�0ó�犙ｕ，ｌm²（Ｂ．４）7?，7?
]�ì�M|１０Ｎ／ｍ２。

犙ｃｒ，ｌ＝
犠 ＋犉

０
ｃｒ

犾０犫
…………………………（Ｂ．３）

犙ｕ，ｌ＝
犠 ＋犉

０
ｕ

犾０犫
…………………………（Ｂ．４）

　　²ª：

犙ｃｒ，ｌ———÷XT、øTp./«�0ó�，ÄÅ�EFGR=H（Ｎ／ｍ２）；

犠 ———O�(ONeT、89-æ�p:4ð，ÄÅ�EF（Ｎ）；

犉０ｃｒ ———T./e=ªh«�0ó�，ÄÅ�EF（Ｎ）；

犾０ ———`<T&ù'ë}(p��，ÄÅ�H（ｍ）；

犙ｕ，ｌ———÷XT、øTÝ|®１１)�125@}7ep12«�0ó�，ÄÅ�EFGR=H
（Ｎ／ｍ２）；

犉０狌 ———T12e=ªh«�0ó�，ÄÅ�EF（Ｎ）。

犅．４．２　j÷XT、øT�Ä><G.´，«�67�¶67ÄÅ¼I；j�O.´T，?�«�67�

犙 ｄ，ｌ�m²（Ｂ．５）ú?，]�ì�M|１０Ｎ／ｍ２。

犙ｄ，ｌ＝１．３犙ｂ＋［犙ｚ］ …………………………（Ｂ．５）

　　²ª：

犙ｄ，ｌ　———÷XT、øTp«�67�，ÄÅ�EFGR=H（Ｎ／ｍ２）；
［犙 ｚ］———Tp��h���（A�４．１．３），ÄÅ�EFGR=H（Ｎ／ｍ２）。

犅．４．３　UØTp./«�0ó�犙 ｃｒ，ｑm²（Ｂ．６）7?，12«�0ó�犙 ｕ，ｑm²（Ｂ．７）7?，7?]�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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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M|１０Ｎ／ｍ２。

犙ｃｒ，ｑ＝
犠 ＋犉

０
ｃｒ

犾０犫
＋
犌０

犾犫
…………………………（Ｂ．６）

犙ｕ，ｑ＝
犠 ＋犉

０
ｕ

犾０犫
＋
犌０

犾犫
…………………………（Ｂ．７）

　　²ª：

犙 ｃｒ，ｑ———UØTp./«�0ó�，ÄÅ�EFGR=H（Ｎ／ｍ２）；

犙 ｕ，ｑ———UØTÝ|®１１)�125@}7ep12«�0ó�，ÄÅ�EFGR=H（Ｎ／ｍ２）。

犅．４．４　jUØXT�Ä><G.´，«�67�¶67ÄÅ¼I；j�O.´T，?�«�67�犙 ｄ，ｑ

�m²（Ｂ．８）7?，]�ì�M|１０Ｎ／ｍ２。

犙ｄ，ｑ＝［犙ｚ］ …………………………（Ｂ．８）

　　²ª：

犙 ｄ，ｑ———UØTp«�67�，ÄÅ�EFGR=H（Ｎ／ｍ２）。

犅．４．５　÷XT、øTp;�<�0ó�αｓm²（Ｂ．９）7?，;�<����［αｌ］m²（Ｂ．１０）7?，7?]
�ì�M|０．１ｍｍ。

αｓ＝α
０
ｃｒ，ｍ－α

０
ｃｒ，ｒ …………………………（Ｂ．９）

［αｌ］＝
犙ｋ，ｌ－犙ｂ

犙ｋ，ｌ
×
１１

１０
×
犾０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Ｂ．１０）

　　²ª：

αｓ　———Tp;�<�0ó�，ÄÅ�NH（ｍｍ）；

α
０
ｃｒ，ｍ———T./e�ªÅÚ76Jp�ª<�0ó�，ÄÅ�NH（ｍｍ）；

α
０
ｃｒ，ｒ———T./e&$ÅÚ76Jp&$'áÅÚ0ó�pRì�，ÄÅ�NH（ｍｍ）；
［αｌ］———÷XT、øTp;�<����，ÄÅ�NH（ｍｍ）；

犙 ｋ，ｌ———÷XT、øTp«�5l�，Ä><G.´pøTâ÷XT¶67ÄÅ¼I；O.´p÷
XTâøTp«�5l�犙 ｋ，ｌ�m²（Ｂ．１１）ú?��，ÄÅ�EFGR=H（Ｎ／ｍ２）。

犙ｋ，ｌ＝
犙ｚ［ ］

１．５
＋犙ｂ …………………………（Ｂ．１１）

犅．４．６　UØTp;�<�0ó�αｓm²（Ｂ．９）7?，;�<����［αｑ］m²（Ｂ．１２）7?，7?]�ì
�M|０．１ｍｍ。

α［ｑ］＝
犙ｋ，ｑ－犙ｂ

犙ｋ，ｑ

×
１１

１０
×
犾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Ｂ．１２）

　　²ª：

犙 ｋ，ｑ———UØTp«�5l�，Ä><G.´pUØT¶67ÄÅ¼I；O.´pUØTp«�5
l�犙 ｋ，ｑ�m²（Ｂ．１３）ú?��，ÄÅ�EFGR=H（Ｎ／ｍ２）。

犙ｋ，ｑ＝
犙ｚ［ ］

１．５
…………………………（Ｂ．１３）

犅．４．７　-ØTp./«�0ó�犙ｃｒ，ｇm²（Ｂ．１４）7?，«�;<�犙ｇm²（Ｂ．１５）7?，7?]�ì�
M|１０Ｎ／ｍ２。

犙ｃｒ，ｇ＝
犉０ｃｒ

犾０犫
…………………………（Ｂ．１４）

犙ｇ＝γｇ
犌０

犾犫
…………………………（Ｂ．１５）

　　²ª：

犙 ｃｒ，ｇ———-ØTp./«�0ó�，ÄÅ�EFGR=H（Ｎ／ｍ２）；

γｇ ———-ØTp��h;<¬，�０．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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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犆
（/-0¿À）

%&'()*+QR��©�§¨

犆．１　©�ÐÑ

犆．１．１　e�a：ðG�１０ｍ，���１ｍｍ；

犆．１．２　ûó#�：ðG�１０ｍ，���１ｍｍ；

犆．１．３　ü5ýa：ðG�３００ｍｍ，���０．０２ｍｍ；

犆．１．４　eõa：%4�１００ｍｍ，2���０．５ｍｍ；

犆．１．５　þa：%4�２ｍ，���０．５ｍｍ；

犆．１．６　ÿV!a：2���０．５ｍｍ。

犆．２　©�Ö×

犆．２．１　G�©�

��abcd\(e�aâûó#�óð３§，�ª&§�T"５０ｍｍ§，１§�T$ªë§，
�^Ｃ．１)[。

��g１ｍｍ。6J３§abcd，� Éabcd��;<]�。
ÄÅ�NH

`V：

犫———Tpú�。

|犆．１　G�Ý�Þß

犆．２．２　à�©�

ú�abcd\(e�aâûó#�óð３§，�ª&§�T$１００ｍｍ§，１§�T�ªë
§，�^Ｃ．２)[。

��g１ｍｍ。6J３§abcd，� É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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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Å�NH

`V：

犾———Tp��。

|犆．２　à�Ý�Þß

犆．２．３　H�©�

��abcd\(ü5ýaóð６§，�ª４§�T$１００ｍｍ§（R �¡T"），２§�T�ª
ë§，�^Ｃ．３)[。

��g０．１ｍｍ。6J６§abcd，� Éabcd��;<]�。
ÄÅ�NH

`V：

犾———Tp��。

|犆．３　H�Ý�Þß

犆．２．４　�Báâ©�

,ÒT"$ë�TX�õón，(��０．５ｍｍpeõaðóT&ýpýålm§，� É��;
<]�。�Mg０．５ｍｍ。

犆．２．５　ã�ä�©�

(e�aâûó#�ðó&³�ünp��。
��g１ｍｍ，6J&Có`Y，�&CóðYpd��;<]�。

犆．２．６　erÊå©�

ù;T&TX#óð３§，$６§。�7§：�þaªëÅ�TXªô，þaa%4G�TX7³
�ün；Þ&§：þaÅà¼�TXªô�]，þa7$Å�TXÞ7³�ün$ë，þaÞ7$é��
"T"，�^Ｃ．４)[，TÞ7XóðÅàu^[Åà¼�³Tª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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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a-ÿV!aóð。6JG§þauTX É(&p�，��g０．５ｍｍ。�６§óð
Yp É�- o��;<]�，�Mg１ｍｍ。

`V：

犫———Tpú�；

犾———Tp��。

|犆．４　,rerÊ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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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　犇
（/-0¿À）

%&'()*+<=DEF©�§¨　æ°©�¨

犇．１　©�ÐÑ

犇．１．１　�L`<Þ：��（[�pv�×d）��§�±１．０％，�ðGp~Ø�_�`*pã� É1
2«�ß½ðGp２０％～８０％#$Q。

犇．１．２　'ÝeT：eTÉo�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Ý%１０ｍｍ～１６ｍｍ、���１５ｍｍ～２０ｍｍ。

犇．１．３　ða：�o�２００ｍｍ，��０．１ｍｍ。

犇．２　©4

ßMNOPQRSTª�&XæZª(，Ö×(äå�Z、)�(æåeZp`*。GC`*�

１８０ｍｍ±３ｍｍ，�X"�gb４０ｍｍ。�°q，̀ *&$#Öx１０ｍｍMNOPQRS，�¡*eZ
pMNOPQRS�2���１６０ｍｍ（�^Ｄ．１）。v+�Åp３C`*�１�。

ÄÅ�NH

`V：

犱ｂ———eZõ%；

犾ｂ———`*��；

犾１ ———Ö�p`*��。

|犇．１　©4j{|

犇．３　©�Ö×

犇．３．１　óð`*ª¡*eZpMNOPQRS��犾ｂ，óðeZõ%犱ｂ，ì�Mg０．１ｍｍ。

犇．３．２　`<ß�L`<ÞZi 。,`*meZôõ=åóß'ÝeTZ，,eZp7$i÷ZN
T，Þ7$-.'ÝeTª，èeZ�u'ÝeTôõ（�^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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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１———`<ÞZNT；

２———äåeZ；

３———`*；

４———'ÝeT；

５———`<Þ�NT。

|犇．２　©4çßj{|

犇．３．３　Öß`<Þ�１００Ｎ／ｓ～１５０Ｎ／ｓpï�，/0O�，geZÚße，6J�L`<ÞZp É
O��，1�2�«�犉ｂ。

犇．４　�ÜZ[èé8

犇．４．１　m²（Ｄ．１）7?eZfgh犳ｂ，7?�M|０．１Ｎ／ｍｍ２。

犳ｂ＝
犉ｂ

π犱ｂ犾ｂ
…………………………（Ｄ．１）

　　²ª：

犳ｂ———eZfgh，ÄÅ�EFGR=NH（Ｎ／ｍｍ２）；

犉ｂ———2�«�，ÄÅ�EF（Ｎ）；

犱ｂ———eZõ%，ÄÅ�NH（ｍｍ）；

犾ｂ ———`*��，ÄÅ�NH（ｍｍ）；

π ———�，�３．１４１６。

犇．４．２　�Ç7`°ª#C`*p?+Rì��１�eZfgh，7?�Mg０．１Ｎ／ｍ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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