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yK刀HHCbKe �4 �36 �11（1） �0，2 �27 �23 �5 

KyK刀HHCbKe �4 �37 �2（1） �0，5 �60 �51 �27 

KyK刀HHCLKe �4 �29 �15（1） �0，9 �171 �151 �76 

KyKJIHHCbKe �4 �21 �8（1） �0，1 �22 �19 �6 

KyKJIHHC♭Ke �4 �21 �9（1） �0，5 �120 �105 �38 

KyK几hHCbKe �4 �21 �9（2） �0，5 �82 �72 �21 

KyKnHHCbKe �4 �21 �14（l） �0，8 �201 �176 �74 

KyK刀HHCbKe �4 �21 �18（l） �0，9 �163 �143 �45 

Pa30M � � � �8，5 �1482 �1293 �437 

MaHeBIうubKe �4 �7 �33（l） �0，8 �81 �69 �16 

MaHeBylubKe �4 �17 �37（l） �0，4 �48 �40 �6 

MaHeBHubKe �4 �18 �13（3） �0，5 �62 �53． �15 

MaHeB14ubtくe �4 �1台 �13（4） �0，5 �60 �．52 �ll 

MaHe由ubKe �4 �18 �13（5） �0，3 �36 �31 �8 

MaHeBHnbKe �4 �18 �13（6） �0，4日 �51 �44 �8 

MaHeBHUもKe �4 �19 �19（2） �0，4． �50 �43 �13 

MaHeB14ubKe �4 �23 �5（1） �0，5 �75 �65 �20 

MaHeBHubKe �4 �27 �2（l） �0，6 �87 �75 �21 

MaHeBHUbKe �4 �27 �8（1） �0，7 �73 �63 �15 

MaHeBHubKe �4． �27 �9（1） �0，7 �79 �68 �23 

MaHeB14ubKe �4 �27． �9（2） �0，9 �129 �112 �32 

MaHeBHUbKe �4 �36 �36（3） �0，2 �19 �16 �2 

MaHeBHubKe �4 �42 �l（l） �0，6 �83 �72 �19 

Pa30M � � � �7，5・ �933 �803 �209 

H．tlepBHulaH �4 �16 �49（l） �0，3 �40 �34 �10 

H．qepBHuaH �4 �21 �54（l） �0，3 �29 �25 �7 

H．LIepBIⅡaH �4 �24 �36（1） �0，6 �67． �57 �19 

H．qepBHMaH �4 �25 �33（l） �0，2 �＝ �9 �l 

H．qepBHⅢaH �4 �26 �8（1） �0，3 �21 �18 �3 

H．qepBHⅢaH H．qepBHuaH �4 �26 �8（2） �0，3 �42 �36 �11 

4 �29 �34（1） �0，5 �53 �46 �16 

H．qepBHuaH �4 �32 �20（1） �0，3 �29 �25 �6 

H．qepBI4uaH �4 �38 �13（1） �0，8 �如 �77 �23 

H．qepBHⅢaH �4 �39 �29（l） �0，5 �46 �39 �5 

H．qepBHuaH �4 �40 �40（1） �0，2 �49 �43 �13 

H．LIepB抑山aH �4 �53 �16（1） �0，4 �33 �28 �2 

Pa30M � � � �4，7 �510 �437 �116 

Co申HiBCbKe �4 �22 �i4（1） �0，2 �35 �31 �17 

Co（匝HiBCbKe Co申HiBCbKe �4 �38 �20（1） �0，5 �120 �106 �70 

4 �39 �10（1） �0，4 �53 �46 �10 

Co中山BCbKe �4 �42 �11（1） �0，5 �120 �109 �40 

Co如HiBCbKe �4 �43 �18（l） �0，3 �83 �74 �42 

Co申刃HiBCbKe �4 �47 �2（1） �0，6 �94 �83 �43 

Pa30ht � � � �2，5 �505 �449 �222 

qepeBaXiBCbKe �4 �16 �29（1） �0，7 �120 �105 �18 

tIepeBaXiBCbKe �4 �19 �37（1） �0，6 �85 �75 �31 

qepeBaXiBCbKe �4 �20 �45（l） �0，3 �51 �44 �7 

qepeBaXiBCbKe �4 �20 �47（1） �0，3 �41 �36 �14 

tIepeBaXiBCbKe �4 �26 �－　2（1） �0，6 �100 �85 �15 

qepeBaXiBCbKe �4 �26 �8（l） �0，4 �89 �76 �26 

tlepeBaXiBCbKe �4 �3J �17（1） �0，7 �195 �171 �31 

lqepeBaXiBCbKe �4 �jl �21（1） �0，8 �169 �149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