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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

　　!"#$%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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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3DE：
———FGH)IJKL３２％（MN）、３８％（MN）、４３％（MN）O７０％（PN）４Q)I（RS５T，

２００９UV(S５T）；
———WXYZ[4、1-1[4、\1[4]"（RS５T）；
———<=Y134、1234^_(`abc，WXYZ[4^_(`abc（R６．３，２００９UV(

６．３）；

———WXY\1[4、1-1[4^_(`abc（R６．４）；
———<=Yd^_(`abc（R６．５，２００９UV(６．４）；
———<=Y`e)*（RS７T，２００９UV(S７T）；
———<=Yfg、hijk（RS９T，２００９UV(S９T）。
!"#lmnopO3q/0rstu'。
!"#lvn3q"#3ABwxt（ＳＡＣ／ＴＣ６３）yz。
!"#+,{|：}~���3��������、~���3q������、}~�����

�������、�}��3/����、��3/��������、��（��）�0����、 �
¡¢£��¤A����、m¥p¦§3/¨©ª«¬����、n®¯°±²³_´µ`em¶。

!"#?@+,·：̧ n¹、º»¼、½¾、¿ÀÁ、ÂÃ、ÄÅÆ、ÇÈÈ、ÉÊË、ÌÍ�、ÉÎÏ、
ÌÐÑ、ÒÓt、ÔÕÖ、×ØÙ、ÚÛ、ÜÝÞ。

!"#ß-."#(àáV!âãäåL：
———ＧＢ／Ｔ２３９３７—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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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犌犅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６-./0，12345,８6789:;，<=>9:;?@A
B%'&，CDEFGHI。JKL@MNOP。QR1ST.UV@WX/YZ[#K.Y\]Z。

1ST^_`abWc<.defg。QRhWijklmn.deopqrs，̂ tuvwxyW
z{//0.|}。

１　~�

!"#)æY/01234(GH、AB@ç、èebc、̀ e)*、"Ð、"é、fg、êëOhi。

!"#ìíî/01234，ï±²?@íîðñ、òó、ôõ、ö÷、�¯søù¡úûü/0。

２　/~9DR�}

EýÁþÿî!Áþ(!í"#$%&(。'"()*(+íÁþ，,()*(V!ìíî!Á
þ。'"$()*(+íÁþ，-./V!（f0ß�(<={）ìíî!Áþ。

ＧＢ１９０　1234fg"Ð

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fg5ê67"Ð

ＧＢ／Ｔ３０４９—２００６　/0í3/±²　d^_aæ(8íbc　１，１０9:;G<<=c

ＧＢ／Ｔ６６７８　3/±²>?@*

ＧＢ／Ｔ６６７９　PN3/±²>?8*

ＧＢ／Ｔ６６８０　MN3/±²>?8*

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　GA�eBí¡)IOèebc

ＧＢ／Ｔ８１７０　CD<E)*5F�CD(G7OHæ

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１２　1234²IG

ＨＧ／Ｔ３６９６．１　®¯3/±²　3qGAí"#JM、ôKùô²(ôL　S１MG："#NæJ
M(ôL

ＨＧ／Ｔ３６９６．２　®¯3/±²　3qGAí"#JM、ôKùô²(ôL　S２MG：O³"#J
M(ôL

ＨＧ／Ｔ３６９６．３　®¯3/±²　3qGAí"#JM、ôKùô²(ôL　S３MG：ôKùô²
(ôL

３　���o����;�

GÝP：ＮａＨＳ
6ÿGÝ³_：５６．０６（$２０１８UnQ6ÿRÝ³_）

４　�6

/01234GL：３２％（MN）、３８％（MN）、４３％（MN）O７０％（PN）４Q)I。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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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01234(AB@ç!SsG１()æ。

�１　����

]"TU
]　"

３２％（MN） ３８％（MN） ４３％（MN） ７０％（PN）

>V
®WXYZW、[

ZWX\]WMN

®WXYZW、[

ZWX\]WMN

®WXYZW、

ZWMN

ZW、\ZW、̂ 、_

`Wab、cb、db

1234（ＮａＨＳ），狑／％ ≥ ３２．０ ３８．０ ４３．０ ７０．０

134（Ｎａ２Ｓ），狑／％ ≤ １．０ １．０ ０．５ ３．０

Z[4（Ｎａ２ＣＯ３），狑／％ ≤ — — １．５ —

1-1[4（Ｎａ２Ｓ２Ｏ３），狑／％ ≤ — — ０．３ —

\1[4（Ｎａ２ＳＯ３），狑／％ ≤ — — ０．２５ —

d（Ｆｅ），狑／％ ≤ — —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０

６　�Z�{

６．１　��/0

!"#ßíèKO¡，ef�(g-h@çi，j]GAkèKOＧＢ／Ｔ６６８２—２００８m)æ(�l
¡。èemßí"#NæJM、O³"#JM、ôKùô²，ef�(g-h@çi，j$ ＨＧ／Ｔ３６９６．１、

ＨＧ／Ｔ３６９６．２、ＨＧ／Ｔ３６９６．３()æôL。

６．２　���Z

emn<E，UocHæ>V。

６．３　%'(、%&'(、�>(��.�0

６．３．１　��

è?JMXpq3rst'Z[4，í°["#NæJMNæ，íｐＨuFXvwZＧＧxyz{
|}s]7M]7S~��，«�134^_；Xp��51234�!�ø2�34，�ｐＨuFX
{�]7S���，«�1234^_；��Næ，�ｐＨ uFX��{[��]]7M]7S��
�。��~�è?$Xq3ræk，����Næ，��S�、������(N�，�8S~áNæS
�����(N�，«�'Z[4^_。

６．３．２　�����

６．３．２．１　q3rJM：１００ｇ／Ｌ。

６．３．２．２　m;��JM：３７％～４０％¡JM，èK��JM�{�L]7Mí2�34J�m;。

６．３．２．３　°["#NæJM：犮（ＨＣｌ）≈０．１ｍｏｌ／Ｌ。

６．３．２．４　vwZＧＧxyz{|}s]7M：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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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０．１ｇvwZＧＧJî１００ｍＬ５０％(��JMm；

ｂ）　０．１ｇxyz{|Jî１００ｍＬ５０％(��JMm；

ｃ）　�３０ｍＬａ）5２０ｍＬｂ），}�。

６．３．２．５　{�]7M（１０ｇ／Ｌ）。

６．３．２．６　��{[��]]7M。

６．３．３　����

[=«Xm�u|Næ�： =L０．０２ｐＨ{|，¡¢£uFO¤¥uFX¦suF。

６．３．４　�Z ¡

６．３．４．１　�Z¢£.¤�

６．３．４．１．１　�Z¢£犃.¤�

§�１０ｇ～１２ｇMNè?X５ｇPNè?， ¨�０．０００２ｇ，©îª«Xp１５ｍＬq3rJM(

５００ｍＬk_¬m，í¡®�¯=，°�。ím±²³��´µ²，¶·¸²M，¹�²MºLèeJ
MＡ。

６．３．４．１．２　�Z¢£犅.¤�

§�１０ｇ～１２ｇMNè?X５ｇPNè?， ¨�０．０００２ｇ，Jî５００ｍＬk_¬m，X¡®�
¯=，°�，ºLèeJMＢ。

６．３．４．２　�0

»�２５．００ｍＬèeJM Ａ，©î１００ｍＬ¼½¾¿m，À±X¡ÁÂ¾¿Ã�JMN�LE

４０ｍＬ，FｐＨuFÄpÅè?MÆ�E，ÇÈEí°["#NæJMNæ�ｐＨ＝９．８０（XX１０Nvw
ZＧＧxyz{|}s]7M，Næ�JMl[WCL|W），ÉLS~��，��N�L犞１；�Xp

５ｍＬm;��JM，��í°["#NæJMNæ�ｐＨ＝８．１０（XX２N{�]7MNæ�JM]W
�Ê）ÉLS���，��N�L犞２；��Næ�ｐＨ＝４．８５（XNX１０N��{[��]]7Mi，N

æ�JMl[WCLË]W）ÉLS���，��N�L犞３。

»�２５．００ｍＬèeJMＢ，$�ÌÍº��，��"#NæJM(N�GÎ«L犞１′、犞２′、犞３′。

ÏÐÑbcaæÒÓ'ÔÕÖi，�ｐＨuF]7L×Øbc。

６．３．５　�Z¥¦§�

６．３．５．１　%'(��

134^_�134（Ｎａ２Ｓ）(³_GC狑１ «，$�P（１）«�：

狑１＝
犞１×犮×犕 ×１０

－３

犿×２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１）

　　Pm：

犞１———Xq3r(èeJMS~áNæ��i��°["#NæJM(N�(CD，{|LÙ¼
（ｍＬ）；

犮 ———°["#NæJMÚ=(#¨CD，{|LÛÜÝ¼（ｍｏｌ／Ｌ）；

犕 ———134ÛÜ³_(CD，{|LÞÝÛÜ（ｇ／ｍｏｌ）（犕＝７８．０４）；

犿 ———è?（R６．３．４．１．１）³_(CD，{|LÞ（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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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áß�aæÒÓ(�BßjDL.�ÒÓ，Ðáß�aæÒÓ(àÿDáâ$ãäî０．０５％。

６．３．５．２　%&'(��

1234^_�1234（ＮａＨＳ）(³_GC狑２ «，$�P（２）«�：

狑２＝
（犞２－２犞１）×犮×犕／１０００

犿×２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２）

　　Pm：

犞２———Xq3r(èeJMS�áNæ��i��°["#NæM(N�(CD，{|LÙ¼
（ｍＬ）；

犞１———Xq3r(èeJMS~áNæ��i��°["#NæM(N�(CD，{|LÙ¼
（ｍＬ）；

犮 ———°["#NæJMÚ=(#¨CD，{|LÛÜÝ¼（ｍｏｌ／Ｌ）；

犕 ———1234ÛÜ³_(CD，{|LÞÝÛÜ（ｇ／ｍｏｌ）（犕＝５６．０６）；

犿 ———è?（R６．３．４．１．１）³_(CD，{|LÞ（ｇ）。
�Ðáß�aæÒÓ(�BßjDL.�ÒÓ，Ðáß�aæÒÓ(àÿDáâ$ãäî０．２％。

６．３．５．３　�>(��

Z[4^_�Z[4（Ｎａ２ＣＯ３）(³_GC狑３ «，$�P（３）«�：

狑３＝
犞３′－犞２′

犿１

－
犞３－犞２

犿（ ）× ５００

２５×１０００（ ）×犮×犕 ×１００％ ………………（３）
　Pm：

犞３′———$Xq3r(èeJMS�áNæ��i��°["#NæM(N�，{|LÙ¼（ｍＬ）；

犞２′———$Xq3r(èeJMS�áNæ��i��°["#NæM(N�，{|LÙ¼（ｍＬ）；

犞３ ———Xq3r(èeJMS�áNæ��i��°["#NæM(N�，{|LÙ¼（ｍＬ）；

犞２ ———Xq3r(èeJMS�áNæ��i��°["#NæM(N�，{|LÙ¼（ｍＬ）；

犮 ———°["#NæJMÚ=(#¨CD，{|LÛÜÝ¼（ｍｏｌ／Ｌ）；

犕 ———Z[4ÛÜ³_(CD，{|LÞÝÛÜ（ｇ／ｍｏｌ）（犕＝１０６．０）；

犿１———è?（R６．３．４．１．２）³_(CD，{|LÞ（ｇ）；

犿 ———è?（R６．３．４．１．１）³_(CD，{|LÞ（ｇ）。
�ß�aæÒÓ(�BßjDLaæÒÓ，Ðáß�aæÒÓ(àÿâD$äî０．０５％。

６．４　¨%>(=%©%>(��.�0

６．４．１　��

eèMmXpZ[4JMåXp1[æJM，çø(Z[æèéMst1êÝ。�~�²MXp
��JMëì\1[4，íí"#NæJMNæ1-1[4。î�~�²M�í_caæ1-1[4
O\1[4(s_，ï·1-1[4^_6Ï(_，�ðáâÉã'\1[4^_。

６．４．２　�����

６．４．２．１　９５％��。

６．４．２．２　ñ�[JM：２０％。

６．４．２．３　Z[4JM：１００ｇ／Ｌ。

６．４．２．４　1[æ（ＺｎＳＯ４·７Ｈ２Ｏ）JM：１００ｇ／Ｌ。

６．４．２．５　��JM：３７％～４０％¡JM。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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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６　í"#NæJM：犮（１／２Ｉ２）≈０．０１ｍｏｌ／Ｌ。$ ＨＧ／Ｔ３６９６．１¡ô"æå，#¨®１０ò。

６．４．２．７　tó]7M（１０ｇ／Ｌ）。

６．４．３　����

ô_Næõ：１０ｍＬ，G=D０．０５ｍＬ。

６．４．４　�Z ¡

６．４．４．１　»�２００ｍＬèeJMＢ，©î５００ｍＬ(k_¬m，öáXp６０ｍＬZ[4JM、１２０ｍＬ1
[æJM、４０ｍＬ９５％��，X¡®�¯=，°�，́ µ²，¶·÷２０ｍＬ²M，¹�²Mî５００ｍＬø
ç¬m。

６．４．４．２　»�１００ｍＬ²M©î２５０ｍＬøç¬m，Xp１０ｍＬñ�[JM、２ｍＬtó]7M，íí"
#NæJMNæ�JM'Ô|WÉL��，��í"#NæJM(N��L犞４。

６．４．４．３　î»�１００ｍＬ²M©îî~２５０ｍＬøç¬m，X５ｍＬ��JM、１０ｍＬñ�[JM、２ｍＬ
tó]7M，íí"#NæJMNæ�JM'Ô|WÉL��，��í"#NæJM(N��L犞５。

６．４．５　�Z¥¦§�

\1[4^_�\1[4（Ｎａ２ＳＯ３）(³_GC狑４ «，$�P（４）«�：

狑４＝
（犞４－犞５）×１０

－３
×犮×犕１／２

犿１×（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４）

　　Pm：

犞４ ———1-1[45\1[4��í"#NæJM@N�(CD，{|LÙ¼（ｍＬ）；
犞５ ———1-1[4��í"#NæJMN�(CD，{|LÙ¼（ｍＬ）；

犮 ———í"#NæJM(�QÚ=，{|LÛÜÝ¼（ｍｏｌ／Ｌ）；

犕１———\1[4ÛÜ³_(CD，{|LÞÝÛÜ（ｇ／ｍｏｌ）（犕＝１２６．０）；
犿１———è?（R６．３．４．１．２）³_(CD，{|LÞ（ｇ）。
1-1[4^_�1-1[4（Ｎａ２Ｓ２Ｏ３）(³_GC狑５ «，$�P（５）«�：

狑５＝
犞５×１０

－３
×犮×犕２

犿１×（２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 ………………（５）

　　Pm：

犕２———1-1[4ÛÜ³_(CD，{|LÞÝÛÜ（ｇ／ｍｏｌ）（犕＝１５８．１）。
�ß�aæÒÓ(�BßjDLaæÒÓ。Ðáß�aæÒÓ(àÿâD$äî０．０３％。

６．５　ª��.�0

６．５．１　��

?²í¡Jùå，Xú�¡Gù1234，Xûü·%ýâG，¼þÿ¾Gù!134ù1"。í
°[Jù#$m(d，í%&'[F�(d)Rø�(d。eｐＨDL２～９¸*j，�(d5+9:
;�ø]W,s4，e.ä-¹./（５１０ｎｍ）EíG<<=«aæ-¹=。

６．５．２　�����

６．５．２．１　µ�32：３０％JM。

６．５．２．２　-hèK�ＧＢ／Ｔ３０４９—２００６S４T。

６．５．３　����

６．５．３．１　012：５０ｍ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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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２　7W3：５ｃｍ。

６．５．３．３　¼þ4：þ=�5ôe６００℃±２０℃。

６．５．３．４　-hªL�ＧＢ／Ｔ３０４９—２００６S５T。

６．５．４　�Z ¡

６．５．４．１　#K«¬.¤

$ＧＢ／Ｔ３０４９—２００６m６．３()æ��，-m"#7WM$“èMmª«(d^_”L１０μｇ～１００μｇ
6ÿ!(¡ôbc¡ô。

６．５．４．２　�0

§�E２ｇMNè?（E１ｇPNè?）， ¨�０．０００２ｇ，©î012m，X２０ｍＬ¡vMJù，î
8�6m7ÇÈ789NX６．５ｍＬµ�32JM，��ÇÈ１ｍｉｎ。

F012©îu4�Xû:�ü´，;p¼þ4mî６００℃±２０℃Eÿ¾１０ｍｉｎ，<=。>12
ÃXp１ｍＬ°[JM（１＋１）Oì_¡，XûJù#$，<=åFJMvM;»�１００ｍＬk_¬m，$

ＧＢ／Ｔ３０４９—２００６m６．４()æ，?“#@i，X¡�６０ｍＬ”@AÿèeJM��Íº。

�i��BCèe，BCèe"eôLèeJM(�i$X?²，-hèKXp_5úû?²i
6�。

６．５．５　�Z¥¦§�

d^_�d（Ｆｅ）(³_GC狑６ «，$�P（６）«�：

狑６＝
（犿１－犿０）×１０

－６

犿
×１００％ …………………………（６）

　　Pm：

犿１———?/ºDE�F'(èeJMmd(³_(CD，{|LôÞ（μｇ）；

犿０———?/ºDE�F'(BCèeJMmd(³_(CD，{|LôÞ（μｇ）；

犿 ———è?³_(CD，{|LÞ（ｇ）；

�ß�aæÒÓ(�BßjDLaæÒÓ，Ðáß�aæÒÓ(6ÿGâ$äî２０％。

７　�Z/®

７．１　!"#>í½P`eO'H`e。½P`eO'H`e!SsEý@ç：

ａ）　!"#@çm)æ(ß�]"TUL½P`eTU，eIJ�±äåE，ÝKQL�&��~
á½P`e。eEýäåá~i，!��½P`e：

１）　M/NO�±/P；

２）　?@R÷�C3；

３）　Q±RS¦�±；

４）　5�á½P`e�TäâU；

５）　s�)æ。

ｂ）　!"#@çm)æ(1234^_、134^_、Z[4^_]"L'H`eTU，!VW
`e。

７．２　�±�0í6�X÷，�!6�(�±Yþ，Z��±X�~[\�±(�)I±²L~W。P
N±²ÝW$¾µ６０ｔ，MN±²Æ]5ik^ä_¨æ。

６

犌犅／犜２３９３７—２０２０



７．３　$ＧＢ／Ｔ６６７８、ＧＢ／Ｔ６６７９、ＧＢ／Ｔ６６８０()æ¨æ>?{`CO>?bc。F>�(�&２００ｇ
MNX１００ｇPN?²}sj�åGÎgîÐQ��、́ a(?²¬X?²bm，c�"é，(g：�±
HI、±²I§、)I、WdX�±)*。~�eGA`eí，~��iLF。

７．４　`eÒÓmD�]"$Ss!"#@çi，!f/mÐò_(fgm>?��¦e，¦eÒÓÉ
gh�~T]"$Ss!"#@çi，*KW±²L$sI。

７．５　>íＧＢ／Ｔ８１７０)æ(<ED7TcHæ`eÒÓ"iSs"#。

８　S¯、S°

８．１　/01234fgk^�!��j、gk、lP("Ð，jkf0：�±HI、Hm、±²I§、)
I、n^_、WdX�±)*O!"#9d�ùＧＢ１９０)æ(“op;4³”"é，O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æ(“qr”“qs”"Ð。

８．２　ÝW'H(/01234t!u�vvABwgxO³_ygx。³_ygxjkf0：�±H
I、Hm、±²I§、)I、n^_、WdX�±)*、±²³_Ss!"#(ygO!"#9d。

９　±²、³´oµ¶

９．１　±²

PNcb1234>íbfg，Ýfg{`n^_GÎL２５ｋｇX９００ｋｇü，zPb1234>
íd{fg，Ý{n^_１５０ｋｇX３００ｋｇ；MN±²>í|÷}（n^_１２００ｋｇ）X~�gê。X$
í�@ç�Sshêvv)æ(-hfgçP。

９．２　³´

/01234±²êëi!(���)r、s�、�û，��fg��。

９．３　µ¶

/01234±²!hiî��、́ a、8�(��m，��s�、��、�û，$ã5[�ùop;
4²��。�gí5}hi，!(�5}(��;。hi�ß!>í��½%g、8�ª�；$!gí
�±���(¯�ª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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