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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４２６１《BCDEFGHIJKL9MN》OPQRSO：
———T１SO：:;<?+U*；
———T２SO：:;<L9?+U*；
———T３SO：VWX6MN。
YSOPＧＢ／Ｔ２４２６１ZT２SO。
YSO[\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Z%_`a。
YSObc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２—２０１０《BCDEFGHIJKL9MN　T２SO：:;<L9?+

U*》，d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２—２０１０ef，ghi&jklm0?+nopq：
———rst+,-./（uT３v）；
———rst789w:;<=>xy-ezZ?+@A（u４．１．３）；
———{|}~@A�o��|01（u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３，２０１０�Z３．７）；
———�gt����Z���^��（u４．３，２０１０�Z３．３．２）；
———rst789:;<=>xy�4（u５．３）；
———rst56Ａ。
YSO���BC���A�o?+���（ＳＡＣ／ＴＣ３５５）�^���。
YSO`a��：VDC����� ¡¢£~¤¥¦S、V�BC���K§¨©~ªH«¬¤

 ¡®¢£¯°~¤±�O¢£、BC²¦³<³´µ¶·¸23V¹、�º»¼S½¾D¿HµÀ
ÁÂ。

YSOm0`aÃ：ÄÅ�、ÆÇ、ÈÉD、Ê��、ËÌÍ、ÎÏ、ÐÑÒ、ÓÔÕ、Ö×�、ØÙÚ、
ÛÜÝ、Þß¯。

YA�àbcA�Záâ�YãäåæP：
———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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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ＧＢ／Ｔ２４２６１ZYSO%.tDEBC¬¤à(L9çHIFèJKMNéê:;<Z=>、²
ëì、!íì、î&ì、ïðñ9òwóôõZ����、|}~Z?+01-�401。

YSOö(È:;<L9Z÷ø、23-µ¶ùú。

２　?=@ABC<

qû)*üÈY)*Zz(ýþÿó!Z。"ý#$%Z'()*，&#$%Z�Yö(ÈY)
*。"ýÿ#$%Z'()*，'()�Y（*+à Zjk�）ö(ÈY)*。

ＧＢ／Ｔ５０９６　BC,-./01432

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１　BCDEFGHIJKL9MN　T１SO：:;<?+U*

３　:DEFG

qû+,-./ö(ÈY)*。

３．１

678HI　犎狔犱狉狅狆犺狅狀犲犪狉狉犪狔狊
3R43RòE:;<[5.%_6û。

３．２

JKL　犛狋狉犲犪犿犲狉犮犪犫犾犲狊犲犮狋犻狅狀
7 HIFèJK89Zñ9。

３．３

#ML　犔犲犪犱犻狀犮犪犫犾犲
:;<S*，(ÈFè=�，7 L>、?@Aë(，'BCDEFGHIJ.，KÓLÈñ9MN

dî&ìOP。

３．４

N@L　犛狋狉犲狋犮犺狊犲犮狋犻狅狀
:ØQS*，(ÈFè=�，òRST-UA×A,VZWX，KÓLÈ!íìd²ëì-²ëì

dUAOP。

３．５

OPQ0　犇犲犮犽犮犪犫犾犲
ÓLTEZHIFèX6MNd!íìOPZñ9。

３．６

RST　犅犪犾犾犪狊狋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YZ[\]^_PZ~µ，pñ9C、̀ a、b8c~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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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UV

４．１　678HI

４．１．１　TWX@

:;<=>z]^pq~ªx&dF：

ａ）　eR=>Z:;<fg-F¶；

ｂ） eR²ëìZ=>F¶；

ｃ） =>hi（jBC）；

ｄ） jPG（ek=>V¹lPZGm）；

ｅ） :;<PG（=>\ek:;<ZPG）；

ｆ） =>:;<PGOän（o=>\ek:;<PGÿcp）；

ｇ） qr²ësC；

ｈ） (Htu:s（@:;<=>v<wxyzC{|&no}~�１ｄＢpZ(H:s）；

ｉ） óh�pZóô=���；

ｊ） �>ＧＢ／Ｔ２４２６１．１z%.Z:;<@Aû´。

４．１．２　QYX@

:;<=>z]^pqñ�x&dF：

ａ） *+:;<ÓL-�>ñ�Ù\Z²ëìñ���n；

ｂ） eR:;<=>Z�ñ�，（tu��(％´�）；

ｃ） �^�:；

ｄ） yzC；

ｅ） yzC�sCnoMF（(ｄＢ／ｍ´�）；

ｆ） ñ��；

ｇ） òn�©ç´�Z×����M��（����P��，×���PO�，ò１Ｖ／μＰａP

０ｄＢ），pn１q�SO；

ｈ） òn�©ç´�e����M��（e���P�C，����P��），pn１E�SO
à�；

ｉ） òn�©ç´�_P�z��（_P�zý=>BCd�BfZ�F），pn２à�。

Z１　H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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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２　HIab]^_`

４．１．３　cd0Xef678HI9:gh

４．１．３．１　cd0Xe

789m0z7�òqx&：

ａ）　 ¡；

ｂ） ¢C5£，ó(Èk¤¥¦；

ｃ） §¨©7，ª(«¬B；

ｄ） ÿ¤��qÿ�,V®��；

ｅ） Oäçñ¯°*；

ｆ） ñ¼�-=��J(±^�²；

ｇ） ó³´µj。

４．１．３．２　cd0678HI9:gh

789:;<=>Z?+x&z¶·pq¸¹-ez@A：

ａ）　ñ��：u56ＡVＡ．１；

ｂ） Sº»��：u56ＡVＡ．２；

ｃ） yzC：u56ＡVＡ．３；

ｄ） W¼犖：ÿ½È３２０μＶ；

ｅ） ¾¿À÷f（ＣＭＲＲ）：Ù７０ｄＢ-１１０ｄＢ#$OP；

ｆ） Áññ�犚：ÿIÈ５ＭΩ。

４．２　JKL

４．２．１　ij9:k)

²ëìz]^pq5Â?+dF：

ａ）　BC；

ｂ） lÃ；

ｃ） Äêfg-ÅC；

ｄ） sÆ¨*ZÇµ、fg、hi、F¹；

ｅ） (IL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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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ÙÉ_�VZµ¶；

ｇ） }|.¶Ê8ËÙÉ_�VZµ¶；

ｈ） Ù２０℃-5RA�H�Ìq，ÙÍ:VZ6:¶；

ｉ） ÌÎ~8Ï；

ｊ） ²ëÐC#$；

ｋ） ÑÒÐC#$；

ｌ） ñ9ìÓL<fg；

ｍ）:;<ZÇµ，��d'LÓZÌÎ~OPZoÔÕ�&；

ｎ） ÓL<lÃ、Í:VZµ¶、BC；

ｏ） ÿí£²ëì<wx~ªñ�&9ÿÖ×noZ(H:sC；

ｐ） ñ9-ÓL<óØÙZ(IÚ��Ã；

ｑ） Ùx. Ûq，í8Z �ÜÝñ�-ñ�；

ｒ） ²ëjF¹-��F¶；

ｓ） ��jF¹-��F¶；

ｔ） ñ¯¿Þµ¶ß÷�4�üZF¹；

ｕ） àáª(Zí8fg，pâM�、ãä�、åæc；

ｖ） jPzçèZ(IÁññ�。

４．２．２　lU9:k)

²ëìz]^pqm0?+dF：

ａ） e¿ÞHIjF（5ÂP２、４、１２、１６、２４óô）-��jF；

ｂ） dJéPêüzZ½º»��（5ÂP１６００Ｈｚ、８００Ｈｚ、４００Ｈｚ、２００Ｈｚ、１００Ｈｚ）；

ｃ） Sº»��（5ÂP０Ｈｚ～５Ｈｚ）；

ｄ） Ａ／Ｄëì<：（5ÂP２４�ΔΣfg）；

ｅ） Ù２ｍｓJépZA�#$＞１１４ｄＢ；

ｆ） Ù２ｍｓJépZ�í�în＞－１０５ｄＢ；

ｇ） �O�ïñ�（5ÂP２０ｋΩ）；

ｈ） Fè=�ðfg-ñò；

ｉ） ek¿ÞP4Vó<P(HF=Gm；

ｊ） 8�；

ｋ） 9¶·8�-F=ô1Z(Hñ9BC；

ｌ） õHIF=í�Zfg，@A，F¶-à(89；

ｍ）ÁñZñ�zHÈ１００ＭΩ。

４．３　mnop

����*+：

ａ） :È:;<；

ｂ） ñ9sC=ö<；

ｃ） ÷ø；

ｄ） ñ9ùú±û；

ｅ） ñ9sCß÷<；

ｆ） Uü；

ｇ） 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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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ñ9.���。

４．４　#ML

!íìz]^pq~ªx&dF：

ａ） BC；

ｂ） lÃ；

ｃ） ÄêZfg-ÅC；

ｄ） í8ZF¶，fg，ＡＷＧí�%ý；

ｅ） þ±Zfg-sÆ¨*@A；

ｆ） (ILÈQ；

ｇ） ÿ；

ｈ） !ÿ；

ｉ） ²ëÐC；

ｊ） ÑÒÐC；

ｋ） "I±ûfg；

ｌ）  �ÜÝñ�、ñ�-Áñ；

ｍ）ÓL<fg；

ｎ） #Q；

ｏ） (IÚ��Ã。

４．５　OPQ0

ïðñ9z]^òq~ªx&zdF：

ａ） BC；

ｂ） lÃ；

ｃ） Äêfg；

ｄ） í8ZF¶，fg，ＡＷＧí�%ý；

ｅ） þ±fg；

ｆ） (ILÈQ；

ｇ） ÿ；

ｈ） ²ëÐC；

ｉ） ÑÒÐC；

ｊ） ÓL<fg；

ｋ） (IÚ��Ã；

ｌ）  �ÜÝñ�、ñ�、A$Áññ�。

４．６　N@L

î&ìz]^òq~ªx&dF：

ａ） BC；

ｂ） lÃ；

ｃ） Äêfg-ÅC；

ｄ） í8ZF¶、fg、ＡＷＧí�%ý；

ｅ） î&sÆ¨*fg-F¶；

ｆ） (IL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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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ó%&&；

ｈ） ÿ；

ｉ） 'ÿ；

ｊ） !ÿ；

ｋ） ²ëÐC；

ｌ） ÑÒÐC；

ｍ）e��BCZ()ÜÝñ�、ñ�、ÁñA$�；

ｎ） ÓL<fg；

ｏ） |}~8Ï；

ｐ） ²ë=ö<F¶-fgòw?+x&。

４．７　SRTgh

４．７．１　Q0&TWX@

ñ9CZ~ªx&z�>òq¸¹V\�：

ａ） ¢C：（０．７５０±０．０４０）ｇ／ｃｍ３；

ｂ） *l：zHÈ５８℃；

ｃ） +,-o>~.¶：zIÈ１０ｃｍ３／Ｌ；

ｄ） ?/&：0¦�4©2ýx1d234-35ü67Zg/Z�Csò¦¶。

ｅ） 01&：01&@AzP１ａ8；

ｆ） 34.¶：１ｍｇ／ｋｇ；

ｇ） B9：B9.¶zÿIÈ９９％；

ｈ） :;：:;.¶１０ｃｍ３／Ｌ。

４．７．２　qdTWX@

b8Z~ªx&z�>òq¸¹V\�：

ａ） ¼Ô&9：¼�Ù78<µ¼�==>"≤０．３ｄＢ／ｃｍ。

ｂ） ?@&9：

１）　ABC-%&&9；

２）　¢C01０．９６ｇ／ｃｍ３ òq；

３）　DCP０．３Ｐａ·ｓ～０．９Ｐａ·ｓ（２５℃），78.¶９９％；

４）　%&ÆCß÷Ù０．７ＭＰａ～１．５ＭＰａ、:EFÆCHÈ２５ｋＮ／ｍ、G&�çè４００％òE，
½ZùîHI&；

５）　JC01IÈ３０KLJCＡ。

ｃ） MÐqNOpP６ｈ～８ｈ。

４．７．３　cdTWX@

78Z~ªx&z�>òq¸¹V\�：

ａ）　PQ:Z~ª&9：

１）　¢C：０．９ｇ／ｃｍ３～０．９６ｇ／ｃｍ３；

２）　RS@F：０．３犵／１０ｍｉｎ～０．２５犵／１０ｍｉｎ。

ｂ） PQ:Z?@&9：

１）　Ú�¿¶：≤７５０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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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TUÆC≥２３ｋＪ／ｍ２；

３）　%&ÆC１５．３ＭＰａ～２３ＭＰａ；

４）　JC：５５ＨＲＣ。

ｃ） PQ:ZR&9：

１）　Sl：１２３℃～１２５℃；

２）　§VC：１１０℃～１１５℃；

３）　Rn�ÐC：８０℃
４）　WoÐC：≤－６０℃；

５）　µXYoÐC：１１０℃～１２５℃。

５　rsEts

５．１　&0JKL

üñ9²ëìZZ¸?+@AZ43，z[\ＳＥＧ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５３，ｎｏ．０３，４１５４１６（Ｂａｄｇｅｒ，Ａ．Ｓ．，

１９８８）Ze�Z©2[\，§]z�>４．２Z01。

５．２　Q0uvTwx@

üñ9ÌÎ~01&Z23，z[\ＧＢ／Ｔ５０９６Z%.^\，§]z�>４．７．１Z01。

５．３　cd0678HIXeyt

５．３．１　678HIz{yt|o}

:;<=>W¼�4Z�û*+：
———¿Fëì<Z�ï：_:;<ÓLè�ïñ�；
———!û`H<ra：４００ｍＶ（１２ｄＢ）；
———F¿ëì<：�b；
———c�<fg：０．８ＬＩＮ；
———JéPê：®�；
———�4dû：[n３-´１Ve�4dû。

犜ｂ 犜ｍ 犜ｅ

　　��：

犜ｂ ———f�ñ�`gpP，��Phi（ｍｓ）；

犜ｍ———�¶pPZBC，��Phi（ｍｓ）；

犜ｅ ———f�ñ�§jpP，��Phi（ｍｓ）。

Z３　678HIz{yt~���Z

７

犌犅／犜２４２６１．２—２０１７



�１　678HIz{yt|犜犿 ~�

c�fg JéPê／ｍｓ 犜ｍ／ｍｓ

０．８ＬＩＮ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５ １０２４

１ ２０４８

２ ２０４８

４ ２０４８

０．８ＭＩＮ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５ １０２４

１ ２０４８

２ ２０４８

４ ２０４８

５．３．２　678HIz{|��

:;<=>W¼Z²kpq：

ａ）　�8�Ù犖 �^��Jé[ç（１）²k：

犘＝
１

犖∑
犖－１

０

犡２
犻 …………………………（１）

　　　　çV：

　　犘 ———�8�，��Pl（Ｗ）；

　　犖———mnÈJéBC-JéPê；

　　犡———２４�hoZél×�。

ｂ）　SÈ３ＨｚZ8�[ç（２）²k：

犘１＝∑
犕

０

犡犼
∧ ２

…………………………（２）

　　　　çV：

　　犘１———SÈ３ＨｚZ8�，��Pl（Ｗ）；

　　犕 ———SÈ３Ｈｚí��F（Δ犳＝１／犖．犛犚）；

　　犡犼
∧

———ＤＦＴ（mpqrsnì）ZＤＳＰ（FG��tª<）�^��狓（狋）。

ｃ）　 ÛW¼ZＲＭＳ（u©v）�[ç（３）²k：

犖Ｆ＝ 犘－犘槡 １ …………………………（３）

　　　　çV：

　　犖Ｆ——— ÛW¼。

　　�4§]z�>４．１．３．２ｄ）Z01。

５．３．３　678HIQ��yt|o}E��

:;<=>ñ���4Z�û*+：
———¿Fëì<Z�ï：_:;<ÓLè�ïñ�；
———!û`H<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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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ëì<：ÓLè:;<；
———�c<fg：®�；
———JéPê：０．２５ｍｓ；
———�4dû：[n４Ve�4dû。

犜ｂ ５１２ｍｓ 犜ｅ

Z４　678HIQ��yt~���Z

犜ｂ＝５２８ｍｓ；犜ｅ＝８ｍｓ。

:;<=>ñ��Z²kpq：

ａ）　:;<=>Zcw�:[ç（４）²k：

犣ｅ＝
犳ＤＦＴ

犐ＤＡＣ
…………………………（４）

　　çV：

犣ｅ ———:;<=>cw�:；

犳ＤＦＴ———ＤＦＴ（mpqrsnì）�^Z�4��ý_ＡＤＣ（¿Fëì<）²k^Z。

犐ＤＡＣ———��4MNVZ��ãV<ã�xZñÝ。

ｂ）　:;<=>Zñ�¶ývèIF�:yS[ç（５）²k：

犆Ｆ＝Ｉｍ（１／犣ｒ）／２×π×犳Ｔ …………………………（５）

　　çV：

犆Ｆ ———:;<=>ñ�¶；

犣ｒ ———Ù�4��V，z²k^{Z:;<ZIF�:；

犳Ｔ ———�4��。
�：Ｉｍb´IFrZyS。

�4§]z�>４．１．３．２ａ）Z01。

５．３．４　678HI���[\yt|o}E��　

:;<=>Sº»���4Z�û*+：
———¿Fëì<Z�ï：_:;<ÓLè�ïñ�；
———!û`H<ra：®�；
———F¿ëì<：ÓLè:;<；
———c�<fg：®�；
———JéPê：０．２５ｍｓ；
———�4dû：[n５Ve�4dû。

Z５　678HI���[\y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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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犜ｂ＝５２８ｍｓ；犜ｅ＝８ｍｓ。

:;<=>Sº»���4Z²kpq：

ａ）　�F¿ëì<Z�x|T（}~�C-òC）�ïèHIj。

ｂ） ��¿Fëì<�^ñÌ�，HIjZSº»��óò((I��2²k。
�4§]z�>４．１．３．２ｂ）Z01。

５．３．５　678HI�Q��yt|o}E��　　

:;<=>Áñ���4Z�û*+：
———¿Fëì<Z�ï：�:;<-\S�4��3RSOÓLè�ïñ�；
———!û`H<ra：®�；
———F¿ëì<：ÓLè\S�4Z��；
———c�<fg：®�；
———JéPê：０．２５ｍｓ；
———�4dû：[n６Ve�4dû。

Z６　678HI�Q��yt~���Z

:;<=>Áñ���4Z²kpq：

ａ）　Ù�、��ïZHIjZ��E，�.IF�:ZàS[ç（６）²k：

犔ＲｅｓＮ＝犚犲（犣ＬｅａｋＮ）

犔ＲｅｓＰ＝犚犲（犣ＬｅａｋＰ）
…………………………（６）

　　çV：

犣ＬｅａｋＮ———��ï�ÃZÁñ�:；

犣ＬｅａｋＰ———��ï�ÃZÁñ�:。

ｂ）　�j:;<=Áñ��[ç（７）́ �P：

犔Ｒｅｓ＝（犔ＲｅｓＰ×犔ＲｅｓＮ）／（犔ＲｅｓＰ＋犔ＲｅｓＮ） …………………………（７）

　　çV：

犔Ｒｅｓ ———:;<=>Áñ��；

犔ＲｅｓＰ———�ZIF�:àS；

犔ＲｅｓＮ———�ZIF�:àS。
�4§]z�>４．１．３．２ｆ）Z01。

５．３．６　678HI�����yt|o}E��　　

:;<=>¾¿À÷f�4Z�û*+：
———¿Fëì<Z�ï：_:;<ÓLè�ïñ�；
———!û`H<ra：®�；
———c�fgç-JéPê：®�；
———F¿ëì<：Ó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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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û：[n７-´２Ve�4dû。

犜ｂ 犜ｍ 犜ｅ

Z７　678HI�����yt~���Z

�２　678HI�����yt犜犿 ~�

c�fg JéPê／ｍｓ 犜ｍ／ｍｓ

０．８ＬＩＮ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５ １０２４

１ ２０４８

２ ２０４８

４ ２０４８

０．８ＭＩＮ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５ １０２４

１ ２０４８

２ ２０４８

４ ２０４８

　　:;<=>¾¿À÷f�4Z²kpç（８）：

ＣＭＭＲ＝２０ｌｇ
犞ＣＭ

犞ｒｍｓ
…………………………（８）

　　çV：

ＣＭＲＲ———¾¿À÷f，��PｄＢ；

犞ＣＭ ———�ïè:;<Z¾¿ñÌＲＭＳ（u©v）�；

犞ｒｍｓ ———ＤＳＰ（FG��tª<）�^Z�¶ñÌ�。
[ç（８）²k:;<=>Z¾¿À÷f，�4§]z�>４．１．３．２ｅ）Z01。

５．３．７　678HI��yt|o}　　

:;<=>|T�4Z�û*+：
———¿Fëì<Z�ï：_:;<ÓLè�ïñ�；
———!û`H<ra：®�；
———F¿ëì<：ÓLè�j�ï；
———c�fg-JéPê：®�；
———�4dû：[n８-´３Ve�4d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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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８　678HI��yt~���Z

�３　678HI��yt~�

c�fg JéPê／ｍｓ 犜１／ｍｓ 犜２／ｍｓ 犜３／ｍｓ

０．８ＬＩＮ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２５ ５１１．７５

０．５ ５１２ ０．５ ５１１．５

１ ５１２ １ ５１１

２ ５１２ ２ ５１０

４ ５１２ ４ ５０８

０．８ＭＩＮ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２５ ５１１．７５

０．５ ５１２ ０．５ ５１１．５

１ ５１２ １ ５１１

２ ５１２ ２ ５１０

４ ５１２ ４ ５０８

　　F¿ëì<�HIj�ïE���Z|T，òw��Ù¿Fëì<,VZ�^��X6èＳＥＧＤ
（HIFèJK)*X6ýç）。

�4§]z�>４．１．３．２ｃ）Z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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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犃
（?=@��）

cd0678HI9:gh

犃．１　Q��

犃．１．１　A�ñ�¶�djPG、ÐCMF-ÌQMFZ�M，u´Ａ．１。

�犃．１　678HIQ�h��9:gh

�$ ?+@A

789jPG／犿 １２．５ ６．２５ ３．１２５

�gZÐCMF（σｃｔ） ０．７ ０．５ ０．３

�gZÌQMF（σｃｐ） －０．２ －０．１ －０．１

A�ñ�¶�（犆ｓ） ２６０ １３０ ６５

犃．１．２　àáñ�¶�dÐC、ÌQZ²k¢ç[ç（Ａ．１）²kpq：

犆ａ＝犆ｓ×｛１＋［σｃｔ×（犜－２０）］＋［σｃｐ×（狆－１）］｝…………………（Ａ．１）

　　çV：

犆ａ———àáñ�¶�，��P�2（ｎＦ）；
犆ｓ———ÙÐC２０℃、ÌQP１�（ｂａｒ）åæq，A�ñ�¶�，��P�2（ｎＦ）；

σｃｔ———�gZÐCMF，��P�Ofe�LC（％／℃）；

σｃｐ———ÙÌQP（０ｂａｒ～３ｂａｒ）åæq，�gZÌQMF，��P�Ofe�（％／ｂａｒ）；

犜 ———àá:Ð�，��P�LC（℃）；

狆 ———àáÌQ�，��P�（ｂａｒ）。
�：１ｂａｒ＝１００ｋＰａ。

犃．１．３　ñ�¶tu��：Ùà HIjE，dà�ñ�¶¥u�OPE�，[ç（Ａ．２）²kpq。

犕ｃｅ＝
犆ａ－犆ｖ

犆ｖ
…………………………（Ａ．２）

　　çV：

犆ａ ———àáñ�¶�，��P�2（ｎＦ）；
犆ｖ ———à�ñ�¶¥u�，��P�2（ｎＦ）；
犕ｃｅ———ñ�¶tu��，％。

犃．１．４　(Hñ�¶�d(Iñ�¶�[ç（Ａ．３）²kpq：

犆ｍａｘ＝犆ａ×（１＋犕ｃｅ）

犆ｍｉｎ＝犆ａ×（１－犕ｃｅ）
…………………………（Ａ．３）

　　çV：

犆ｍａｘ———(Hñ�¶�，��P�2（ｎＦ）；
犆ｍｉｎ———(Iñ�¶�，��P�2（ｎＦ）。

犃．２　���[\

犃．２．１　A�Sº»���djPG、ÐCMF-ÌQMFZ�M，u´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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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　678HIh����[\�9:gh

�$ ?+@A

789jPG／犿 １２．５ ６．２５ ３．１２５

�gZÐCMF（σｆｔ） －０．６ －０．４ －０．２

�gZÌQMF（σｆｐ） ０．２ ０．１ ０．１

A�Sº»���（犳ｓ） ３．１４ ３ ３

犃．２．２　àáSº»���dÐC、ÌQZ²k¢ç[ç（Ａ．４）²kpq：

犳ａ＝犳ｓ×｛１＋［σｆｔ×（犜－２０）］＋［σｆｐ×（狆－１）］｝…………………（Ａ．４）

　　çV：

犳ａ———àáSº»���，��P��（Ｈｚ）；

犳ｓ———ÙÐC２０℃、ÌQP１�（ｂａｒ）åæq，A�Sº»���，��P��（Ｈｚ）；

σｆｔ———�gZÐCMF，��P�Ofe�LC（％／℃）；

σｆｐ———ÙÌQP（０ｂａｒ～３ｂａｒ）åæq，�gZÌQMF，��P�Ofe�（％／ｂａｒ）；

犜 ———àá:Ð�，��P�LC（℃）；

狆 ———àáÌQ�，��P�（ｂａｒ）。

犃．２．３　ñ�¶tu��：Ùà HIjE，dà�Sº»��¥u�OPE�[ç（Ａ．５）²kpq。

犕ｆｅ＝
犳ａ－犳ｖ

犳ｖ
…………………………（Ａ．５）

　　çV：

犳ａ ———àáSº»���，��P��（Ｈｚ）；

犳ｖ ———à�Sº»��¥u�，��P��（Ｈｚ）；

犕ｆｅ———Sº»��tu��，％。

犃．２．４　(HSº»���d(ISº»���[ç（Ａ．６）²k：

犳ｍａｘ＝犳ａ×（１＋犕ｆｅ）

犳ｍｉｎ＝犳ａ×（１－犕ｆｅ）
…………………………（Ａ．６）

　　çV：

犳ｍａｘ———(HSº»���，��P��（Ｈｚ）；

犳ｍｉｎ———(ISº»���，��P��（Ｈｚ）。

犃．３　���

犃．３．１　A�yzC�djPG、ÐCMF-ÌQMFZ�M，u´Ａ．３。

�犃．３　678HIh�����9:gh

�$ ?+@A

789jPG／犿 １２．５ ６．２５ ３．１２５

�gZÐCMF（σｓｔ） －０．１ ０．１ ０．３

�gZÌQMF（σｓｐ） －０．４ －０．４ －０．５

yzCA��（犛ｓ） １９．７ １３．９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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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２　àáyzC�dÐC、ÌQ[ç（Ａ．７）²kpq：

犛ａ＝犛ｓ×｛１＋［σｓｔ×（犜－２０）］＋［σｓｐ×（狆－１）｝…………………（Ａ．７）

　　çV：

犛ａ———àáyzC�，��P��（Ｈｚ）；

犛ｓ———ÙÐC２０℃、ÌQP１�（ｂａｒ）åæq，A�yzCA��，��P��（Ｈｚ）；

σｓｔ———�gZÐCMF，��P�Ofe�LC（％／℃）；

σｓｐ———ÙÌQP（０ｂａｒ～３ｂａｒ）åæq，�gZÌQMF，��P�Ofe�（％／ｂａｒ）；

犜 ———:Ðà��，��P�LC（℃）；

狆 ———ÌQà��，��P�（ｂａｒ）。

犃．３．３　(HyzC�d(IyzC�[ç（Ａ．８）²kpq：

犛ｍａｘ＝犛ａ×（１＋犕ｓｅ）

犛ｍｉｎ＝犛ａ×（１－犕ｓｅ）
…………………………（Ａ．８）

　　çV：

犛ａ　———àáyzC�，��PO�（ｄＢ）；

犛ｍａｘ———(HyzC�，��PO�（ｄＢ）；

犛ｍｉｎ ———(IyzC�，��PO�（ｄＢ）；

犕ｓｅ ———yzCtu��，％，5ÂP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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