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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tuv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wxy%@z{。
s3t|}ＧＢ／Ｔ２１０８７—２００７《~�~�ZKXYC�》，2ＧＢ／Ｔ２１０８７—２００７�h，���&

��Q�9�+r���：
———����`JabJK��&Zy9:（�６．９、７．１０）；
———���WXYbJPlbJ�、�J��������y9:（�５．１３）；
———���^0;<���*（�７．１．３，２００７��y６．１．２）；
———���Zefg-ZKXYhy;<=>S��9:（�６．１２、６．１３、７．１３、７．１４）；
———���ijkWXYbJPly&Z-;<=>（�７．１２．３、HIＧ）；
———���cr&Z-;<=>（�６．２４、７．２５、HIＪ）。
s3t ¡¢£¤¥-¦§¨-©ª«¬^x。
s3t ®¦¯°~±Sa�¬²3t��+³´µ（ＳＡＣ／ＴＣ１４３）¶·。
s3tz{¸¹：¡¦«º»¼½¾¿ÀÁÂÃ、Ä¢Å¼、ÆÇÈ«º»¼½¾¿ÉÊËÌÀÁ

ÂÃ、ÍÎÏÐ�Ñ¼¿、ÆÇÒ�ÓÔfÕÀÁÂÃÖ×0ÂÃ、ØÙbÚ~±¬²ËÌÀÁÂÃ、Å
Û（¡¦）ÜÝÀÁÂÃ、Ö×ÓÞßà~±ÀÁÂÃ、áâãäåZ78ÀÁÂÃ、ÆâæçÓèéÐ
ÀÁÂÃ、ØÙêëìP·Øë~±Pì�ÀÁÂÃ、ÆÇíy¯°¬²ÀÁÂÃ、îïðñò¡ó~
±ÀÁÂÃ、ôõ�ö~±åZ¬²ÀÁÂÃ、¡¦÷øùÉÊ¨úéûüÀÁÂÃ、ýâþàÿ!Ó
Ô¬²»�ËÌÀÁÂÃ、"#$%ÓÔ&'é(（)*）ÀÁÂÃ、ç+（¡¦）̄ °¬²ÀÁÂÃ、î
ïÙ,-.~±fÕÀÁÂÃ、/Ù01ì�ËÌÀÁÂÃ、îïÙ%~±ì2ÀÁÂÃ、3×)�Ó
Ô»�ÀÁÂÃ、áâ45åZ»�ÀÁÂÃ、67°JfÕÀÁÂÃ、89:（ØÙ）;]~��+À
ÁÂÃ、õ<ÓÔfÕ（áâ）ÀÁÂÃ、=ç&'>ö¬²»�（?@）ÀÁÂÃ、ABÇÅ~±¬²À
ÁÂÃ、ÆÇC%DE»�ÀÁÂÃ、FJ°JfÕ（Gâ）ÀÁÂÃ、HI~�a��+（J3）ÀÁÂ
Ã、K=Lÿ+ÓÔ�+ËÌÀÁÂÃ、MNO2��P(ÀÁÂÃ、¡NþQR!b78»�ËÌÀ
ÁÂÃ、¡STUVW78ÀÁÂÃ、ÇXVW½¾Y（¡¦）ÀÁÂÃ、Ö×þ)ZúWûüÀÁ[\
ÂÃ、¡]ÉÊJ3^_P`abÀÁÂÃ、cdþ8(eì2»�ÀÁÂÃ、ØÙb45båZ»�
ÀÁÂÃ、Ö×+)åZ¬²ÀÁÂÃ、ÆÇfï~�fÕËÌÀÁÂÃ、K=¦gËÌÀÁÂÃ、K=
hijì�ËÌÀÁÂÃ、kÖ~±�ÑlCÀÁÂÃ、=ámnì�ÀÁÂÃ、oÿ%（Gâ）ÓÔ»
�ÀÁÂÃ、NÇípqråZ»�ÀÁÂÃ、ØÙasÓè»�ÀÁÂÃ、cdþCtuÓÔvZ»
�ÀÁÂÃ、)*þwxyz{ÓÔ»�ÀÁÂÃ、)*þ|}~ÓÔ»�ÀÁÂÃ、?@þ)�a�
~±¬²ÀÁÂÃ、�Z（¡¦）�WP�ÓÔ�+ÀÁÂÃ、æ�bZ�»�（=á）ÀÁÂÃ、ðà�
�ËÌÀÁÂÃ、+â��ÉÊÀÁÂÃ、Ö×+)ú�»�ü�ÀÁÂÃ、K=�ñ�JPËÌÀÁ
ÂÃ、Ö×¢�)�»�ü�ÀÁÂÃ、K=��ÓÔ¬²ÀÁÂÃ、�����ÓÔvZ»�ÀÁÂ
Ã、NÇ0ÿ+ÉÊÀÁÂÃ、ÆÇ8í,ì�ÀÁÂÃ、cdþ�»Û,a�»�ÀÁÂÃ、�Nþ�
+���»�ÀÁÂÃ、K=ú��Óè»�ÀÁÂÃ、=áÅ�»�ÀÁÂÃ、=á�g~±¬²À
ÁÂÃ、ABA�aÓè»�ÀÁÂÃ、Ö×®�»�ÀÁÂÃ、=á p~±¬²ÀÁÂÃ、3×¡J
ÓÔ�+ÀÁÂÃ、¡Nþ¢£¤ì2W'»�ÀÁÂÃ、Ç¥þñü8%~�a�fÕÀÁÂÃ、k
Ö8n»�ü�ÀÁÂÃ、¦=¢õ~±¬²ÀÁÂÃ、¦=þ§ø~±¬²ÀÁÂÃ、¦=þé(¨
K©ª?<?«¡¬、¦lÿ（Ö×）»�ÀÁÂÃ、ØÙ:pa�»�ÀÁÂÃ、=áçäÓè»�
ÀÁÂ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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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t�9z{£：®¯、O.°、±²、³´µ、¶1·、̧ ¹º、»¼½、¾¿、ÀÁ¢、OÂÃ、
Í¢、ÄWÅ、ÆÇ、È�、É)Ê、Ë��、OvÌ、Í�Ù、O_Z、ÎÏ4、ÐÑÒ、³)º、Ó¢、
¦+Ô、ÕzÖ、×Ø、OÙÚ、ÛÜÝ、ÞßB、àá、âlã、#«ä、ÕÀå、³æ、Èç、ËÃ、èé、
Ðêë、ÓÁÝ、ìAí、�Ç°、È�î、ï�e、ðñ¢、³òó、ôõÌ、õÇê、ö÷、øµ�、
Óùú、³¿、ÐAû、|_ê、ü²、³ý、þÿÅ、O«Å、Óº、È�!、�"#、ËÇ$、=%、È&'、
Ó)�、()�、Èµ、*AÆ、̧ )ë、)½+、Ë�%、Õ,、-ö、Ó.�、rÝë、/Ùë、ÓzÙ、
R�0、̧ 12、Ð-3、45Ù、Ó«Ù、Þ.6、71Å、8B、9å:、;ÿ<。

s3tY|}3ty=>�sü?@�÷：
———ＧＢ／Ｔ２１０８７—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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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s3t%.�WXYbJPly01234、56-78、9:、;<=>、?<%@、3A、BC、
DE-FGA。

s3tB(CD�¯、°J、~±、a�fÕ¡XY�JZK，�bJE·�、W、FS��GHIy
b�J°JPl。

２　.,/0123

�J)*�Cs)*yK(LMNOPy。QLR-Sy'()*，TR-Sy�sB(Cs)
*。QLNR-Sy'()*，U�b�s（BVYÀy��¸）B(Cs)*。

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１９　WXìP　.Y-&Z

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　�Ð°JP　(3t�JZ&Z;<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ÓÔ;<　|２^0：;<=>　;<Ｃａｂ：2.FW;<

ＧＢ／Ｔ３７８５．１—２０１０　ìq¼　q�[　|１^0：%#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1\(]ì�yl®　|１^0：°(9:

ＧＢ８６２４　«º78SP(^_&Z0�

ＧＢ／Ｔ９０６８　`¯°J2~�±å¬²pqqUV�y«.　�Ñ>

ＧＢ／Ｔ１４２９５　~����

ＧＢ／Ｔ１４２９６　~��a�2~��W�

ＧＢ／Ｔ１６８０３　�¯、°J、~±、a�¬²+,

ＧＢ２１５５１．２　�(-1\(]ì�ybc、�c、a�UZ　bc78yTd9:

ＧＢ／Ｔ３４０１２　°JfÕ(~�a�C�

ＧＢ５００１６　«º¬[Ôe%#

３　45678

ＧＢ／Ｔ１６８０３f.ygS�J+,-./B(Cs)*。

３．１

%&'()*+　犲狀犲狉犵狔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狅狉狊犳狅狉狅狌狋犱狅狅狉犪犻狉犺犪狀犱犾犻狀犵；犈犚犞
ghWi®WXYC�÷j¬，°�JPkl~�mln[bJ��JZKyXY-bJ��y

¬²。

３．２

%&'9:　犲狀犲狉犵狔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犈犚犆
n[~�-~�ohWi®WZKcdydW^*。

３．３

;%<=　狋狅狋犪犾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
p{üehW-qWrdyZK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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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　狊犲狀狊犻犫犾犲犺犲犪狋犲狓犮犺犪狀犵犲
rüehWrdyZKcd。

３．５

?@ABCD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犪犻狉
Å�M1÷１０１．３ｋＰａ，s��t÷２０℃、F��t÷１５．８℃，ut÷１．２ｋｇ／ｍ３ y~�。

３．６

()　狅狌狋犱狅狅狉犪犻狉
vbJ·ETy;Q~�。

３．７

E)　狊狌狆狆犾狔犪犻狉
v`J·`xy~�。

３．８

&)　狉犲狋狌狉狀犪犻狉
vXJ·ETy;]~�。

３．９

F)　犲狓犺犪狌狊狋犪犻狉
v�J·�xy~�。

３．１０

G7H　狉犪狋犲犱狏犪犾狌犲
Ds3t%.y;<���，ＥＲＶiＥＲＣKZ�wy&Zx。

３．１１

E)I　狊狌狆狆犾狔犪犻狉犳犾狅狑狉犪狋犲
v`J·`xy~�yzmK。
J：¸¹÷ ｍ３／ｈ。

３．１２

F)I　犲狓犺犪狌狊狋犪犻狉犳犾狅狑狉犪狋犲
v�J·�xy~�yzmK。
J：¸¹÷ ｍ３／ｈ。

３．１３

KLMN　狆狅狑犲狉犻狀狆狌狋
`、�JP-{|(ì¬²ETUV�-（ＥＲＶ）i{|(ì¬²yETUV（ＥＲＣ）。
J：¸¹÷ ＷiｋＷ。

３．１４

犈犚犞*OPQ　犪狏犪犻犾犪犫犾犲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犳犈犚犞
ＥＲＶ`J°ZS�J°ZD�KJK�，x·~�®M2E·~�®M�}。
J：¸¹÷Ｐａ。

３．１５

犈犚犆QRST　犪犻狉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犱狉狅狆狅犳犈犚犆
ＥＲＣ`J°ZS�J°ZD�KJK�，ＥＲＣéeyMÎ。
J：¸¹÷Ｐａ。

３．１６

>%<=UN　狊犲狀狊犻犫犾犲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
�KJKybJE·、̀ Jx·�}2bJE·、XJ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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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0g��。

３．１７

;%<=UN　狋狅狋犪犾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
�KJKybJE·、̀ Jx·�}2bJE·、XJE·�}�h。
J：g~0g��。

３．１８

VI<=UN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犺狌犿犻犱犻狋狔狉犪狋犻狅犲狓犮犺犪狀犵犲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
�KJKybJE·、̀ Jx·�FK}2bJE·、XJE·�FK}�h。
J：g~0g��。

３．１９

犈犚犆WI&'X　狉犪狋犻狅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狉犲犮狅狏犲狉狔狅犳犈犚犆
ＥＲＣXYyZK2ZKXY�Ñ¡��yìZ�h。
J：g~0g��。

３．２０

犈犚犞WUYZ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犲狀犲狉犵狔狅犳犈犚犞
b�J�mocdy�ZK-�mmlb²yZK�-2ＥＲＶyETUV�h。
J：g~0g��。

３．２１

O[\)N　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犪犻狉犾犲犪犽犪犵犲狉犪狋犻狅
 ＥＲＶiＥＲＣQ���_T、_xyJK2Y.`、�JK�x�h。
J：g~0g��。

３．２２

][\)N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犲狓犺犪狌狊狋犪犻狉犾犲犪犽犪犵犲狉犪狋犻狅
DＥＲＶiＥＲＣ]^， �J�_TbJ�yJK2Y.`JK�h。
J：g~0g��。

３．２３

E)^()I　狀犲狋狅狌狋犱狅狅狉犪犻狉犳犾狅狑狉犪狋犲犻狀狊狌狆狆犾狔犪犻狉
ＥＲＶiＥＲＣy`J¡�Ày;Q~�yzmK。
J：¸¹÷ ｍ３／ｈ。

３．２４

E)^()N　狀犲狋狅狌狋犱狅狅狉犪犻狉犳犾狅狑狉犪狋犻狅犻狀狊狌狆狆犾狔犪犻狉
ＥＲＶiＥＲＣy`J¡�Ày;Q~�yzmK2`JK�h。
J：g~0g��。

３．２５

_W`abcd　犲狀犲狉犵狔狊犪狏犻狀犵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狉
ＥＲＶ&�y、bÀ�«'PUZyåZD·'PC�。

４　efg?h

４．１　ef

４．１．１　WXYbJPl|�÷“ＥＲＶ”，WXYC�|�÷“ＥＲＣ”。

４．１．２　ＥＲＶ-ＥＲＣy01S�K|���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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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１　犈犚犞6犈犚犆jefklmno

�� 01=k 1� |�

WXYbJPl
（ＥＲＶ）

ulC=k0

�úk ＬＤ

�Ck ＤＺ

��k ＢＧ

�k ＣＳ

�Tk ＱＳ

WX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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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XY1�0

u����0

uE、xJ����0

uÔe&Z0

ubc&Z0

®W� ＱＲ

hW� ＸＲ

WXk（�X�k、°Z

�kA）
ＸＺ

L�k（���k、W*

k、 y¡ÓkA）
ＪＺ

ijk ＷＦ

¢� £¤×¥t×°Z�t

¦=� ¦×§×¥t×°Z�t

¨^� ＮＲ

©ª^� —

bc� ＫＪ

à°� —

４．２　?h

４．２．１　犈犚犞?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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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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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bJPl（ＥＲＶ ）

pq：

Y.`JK÷３００ｍ３／ｈ、®W、�Ck、WXk、©ª^-à°bcyWXYbJPl，34÷：

ＥＲＶ３００ＱＲＤＺＸ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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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犈犚犆?h

ＥＲＣ



 bc







&Z

Ô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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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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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YC�（ＥＲＣ ）

pq：

X�£¤÷３００ｍｍ、¥t÷１００ｍｍ、°Z�t２ｍｍyhW、WXk、̈ ^-à°bcyWXYC�，34÷：

ＥＲＣ３００×１００×２ＸＲＸＺＮＲ

E、xJ��«¬÷¦３００ｍｍ、§２５０ｍｍ、¥t２００ｍｍ、°Z�t２ｍｍy®W、L�k、©ª^-à°bcyW

XYC�，34÷：

ＥＲＣ３００×２５０×２００×２ＱＲＪＺ

５　rs6tu

５．１　ＥＲＶ-ＥＲＣKu®-�+)*Ph。

５．２　ＥＲＶ-ＥＲＣ]^K¯°sa、?±²。

５．３　ＥＲＶ-ＥＲＣy³8*��Kµ¯、́ µ�¶，NKÀ·¸、�¹A，³8*K�º�。

５．４　ＥＲＶ-ＥＲＣy»Û*、¼½*AKÀÔ¾¿À。

５．５　ＥＲＶ-ＥＲＣ;Q^0yÛÁQ�K�Ô¾HI，©ÛÁ78KbÀÔº�&Z。

５．６　ＥＲＣÂWè�78K?Ã、?ÄÅ，ÆÇKµ¯、ÈÉ。

５．７　¨^�ＥＲＣyÔeT&KÊËＧＢ５００１６y��9:，ÌKuＧＢ８６２４y��9:wx0�。

５．８　ＥＲＶ-ＥＲＣyÍÎ5ÏK¯ÐÈÉ，ÌKÀOÑyÏú，ìÍÒÓ-ÏÔÕK`(Ö×Ø*i

UÙèÚ¿À，�yQQnìÍÛ`(ÛÁÜ*èÚ。

５．９　ì�'P<�*Kl�ÝÜ、OÑ。

５．１０　�CÀ?��yＥＲＶiＥＲＣ，U?��KÞu、Ýß，£´ZETy?�°Z�K]Q�Z

ûà。

５．１１　ＥＲＶKáèWcd{m5o��â°。

５．１２　ＥＲＶ½�y��~��a�-�W�KÊËＧＢ／Ｔ１４２９６y��9:。

５．１３　ＥＲＶ½�y~����KÊËＧＢ／Ｔ１４２９５y��9:，DWcd^*（dWãy）�J�äJ

�K?���eVN�CＣ１y~����，DbJ�äJ�K?���eVN�CＺ１y~���

�，���KOgåæúçdiÄè。

５．１４　bc�ＥＲＣKÊËＧＢ２１５５１．２y��9:。

５．１５　ＥＲＶÛ¬�åZD·'P�，DÊËbJ�JE½JK9:y�*�，Oéê;]Q~���、

ìPU�A@�，°�±¯JPXë、ì°bJ�JAíî，n[ＥＲＶZ�Î�。

５．１６　ï.lCyＥＲＶbJ·-�J·Û½�è�uðJ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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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vw

６．１　Ox

PlQ��K_°，́ ±Kòó，?½hôõ、¾ö、M¸、m¸、�¹-÷�。Q��YÆÇyøU
3ù、úûKÈÉ，¹�K½h。

６．２　yzg`{

ＥＲＶ-ＥＲＣy¼^*K?Òl、±ü-�WAÄG[ý。

６．３　)I

`JK-�JKyn«xNKzCY.xy９５％。

６．４　*OPQ

ＥＲＶybJ�-�J�yPQRMn«xNKzCY.xy９５％。

６．５　|QST

ＥＲＣybJ�-�J�yLMNOn«xNKÅCY.xy１０５％。

６．６　KLMN

�CY.ETUVNÅC３０Ｗ yPl，UETUVn«xNKÅCY.xy１２０％；�CY.E
TUVÅC３０Ｗ yPl，UETUVn«xNKÅCY.xy１１０％。

６．７　][\)N

`JK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ＥＲＣ，U]^_JVn«xNKÅC１０％，þNKÅC“Y.x

＋１％”。

６．８　O[\)N

`JK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ＥＲＣ，UQ^_JVn«xNKÅC３％。

６．９　E)^()I

`JabJKn«xNKzCY.xy９５％。

６．１０　E)^()N

`JKN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ＥＲＣ，U`JabJVn«xNKzC９０％，þNKzC“Y
.x－１％”。

６．１１　<=UN

cdeVn«xNKzCY.xy９０％，þKÊË�２9:。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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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２　犈犚犞6犈犚犆j<=UN}H ％

1� �KXY WKXY

®W�ＥＲＶ-ＥＲＣ ®WcdeV ≥５５ ≥６０

hW�ＥＲＶ-ＥＲＣ hWcdeV ≥６５ ≥７０

　　J１：u�３%.��，þD`、�JK�Ay�*�«;ycdeV。

J２：®WcdeVB(C®W�ＥＲＶ-ＥＲＣ，hWcdeVB(ChW�ＥＲＶ-ＥＲＣ。

６．１２　WUYZ

Zefgn«xNKzCY.xy９５％。

６．１３　WI&'X

ZKXYhn«xNKzCY.xy９５％。

６．１４　~�、~r�

ＥＲＶK?mnQÿ，m5oK��°â。

６．１５　��

ＥＲＶ-WXkＥＲＣypqn«xNKÅC“Y.x＋１ｄＢ（Ａ）”。

６．１６　�B��

ＥＲＶ-WXkＥＲＣyì�ºtK?!Òi"#。

６．１７　����

ＥＲＶ-WXkＥＲＣ��、W��úÖ×ìªxNKzC２ＭΩ。

６．１８　������

ＥＲＶ-WXkＥＲＣ$oÖ×ìªxNKzC１ＭΩ。

６．１９　�*�+��

ＥＲＶ-WXkＥＲＣyìP%l�&K'ª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１９¡�８y%.。

６．２０　�\��

６．２０．１　`JKN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WXkＥＲＣy(_ìmK'ª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１３．２
y%.。

６．２０．２　`JK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WXkＥＲＣQnÛÁ^0-ì�Ío(_ìmxNKÅC

５ｍＡ。

６．２１　����

ＥＲＶ-WXkＥＲＣQnÛÁ^02Ïú)�oyìªxNKÅC０．１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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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V%�/

ＥＲＶ-WXkＥＲＣ�ì^02©�ìÛÁ^0�oyÖ×ìªxNKzC２ＭΩ，þK?!Òi
"#。

６．２３　()犘犕２．５��UN

ＥＲＶybJＰＭ２．５��eVn«xNKzCY.xy９５％。

６．２４　<�/W

cr&Z;<*ＥＲＶiＥＲＣyJKJM、̀ JabJV-�+JK�WcdeVy«;5,2
cr&Z;<!�h-}NKÅC３％，þKÊË�２y9:。

７　����

７．１　���3

７．１．１　.;ＥＲＶ-ＥＲＣKÊË|５7y9:。

７．１．２　.;ＥＲＶ-ＥＲＣKuúûØyY.ìM-Y./VE·;<。

７．１．３　.;ＥＲＶ-ＥＲＣyY.&Z;<��K'ª�３y%.。

７．１．４　;<{0g1¾-}K'ª�４y%.。

７．１．５　;<{yø1«;2�KD[K?.ÀeS]，UtátK'ª�５y%.。

i３　G7/W����

«;34

XJE· bJE·

s��t

℃

F��t

℃

s��t

℃

F��t

℃

ìM JK

JK、ETUV ２０．０ １５．８ ２０．０ １５．８

LMNO、PQRM ２０．０ １５．８ ２０．０ １５．８

pq １４．０～２７．０ — １４．０～２７．０ —

`JabJK １４．０～２７．０ — １４．０～２７．０ —

`JabJV １４．０～２７．０ — １４．０～２７．０ —

�KX

Y��

cdeV ２７．０ １９．５ ３５．０ ２８．０

Zefg、ZKXYh ２７．０ １９．５ ３５．０ ２８．０

WKX

Y��

cdeV ２１．０ １３．０ ２．０ １．０

Zefg、ZKXYh ２１．０ １３．０ ２．０ １．０

mn、

m5o

�KXY�� ２２．０ １７．０ ３５．０ ２９．０

WKXY��（Ⅰ） 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０．０ —

WKXY��（Ⅱ） 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５．０ —

]^_JV １４．０～２７．０ — １４．０～２７．０ —

Q^_JV １４．０～２７．０ — １４．０～２７．０ —

Y.x

—

—

Y.x

０

—

—

　　J：“—”��?%.x。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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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４　���Zj��� 

34
¸>0g2%.;<��

�Å-}

0gµ�x2%.;<

��y-}

E·~���
s��t／℃ ±０．３ ±０．２

F��t／℃ ±０．２ ±０．１

LM／Ｐａ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５％0g，þNÅC１０Ｐａ ±５％0g，þNÅC１０Ｐａ

０ ±２．５ ±２．５

JKａ／％ ±２．０ ±２．０

ì�ìM／％ ±２．０ ±２．０

　　
ａ 2�/x�}y~0g。

i５　¡f¢�£ij@¤�

;<5g «;2� ;<34 ¸¹ 2�tát

�t
67oZ�t[、ìª

�t[、Wì8

~�E、x·ys、F��t

UÙ�t
℃

０．１

０．３

M1
9M[Sì:;� ~�lM、LM Ｐａ １．０

Å�M1[ Å�M1 ｋＰａ ０．２

JK — JK ％ １．０

{o <� {o ｓ ０．２

ì�T&

UV�

ìM�

ìm�

/V�

ì�T& — ０．５�

pq q�[ pq ｄＢ（Ａ）
ÊËＧＢ／Ｔ３７８５．１—２０１０

¡１�9:

�y=t ＣＯ２=t«;2 `JabJV ｃｍ３／ｍ３

±４０（=tN�C３０００）

±２％0g（=t�C

３０００）

７．２　Ox

.;ＥＲＶ-ＥＲＣyQ>K`(4«>�UE·??。

７．３　yzg`{

７．３．１　�k?<{，±¯ＥＲＶ／ＥＲＣ（B({）ETìM÷Y.ìMy９０％，DY.JKiY.Xë�
àl，@.DX１０ｍｉｎ*，A�ì�，B�DX，CjE·３>，??¼^*À?Òl、±ü-�WAÄ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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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ý。

７．３．２　xD?<{，DY.ìM�àlＥＲＶiＥＲＣ，D�ÅJëi�ÅXë�@.D·，??¼^*
À?Òl、±ü-�WAÄG[ý。

７．４　)I

７．４．１　uHIＡ%.y;<=>-�３%.y;<��，«KＥＲＶ-ＥＲＣy`JK、�JK。

７．４．２　uHIＢ%.y;<=>，«KlCD[\ＥＲＶ-ＥＲＣy`JK、�JK。

７．５　*OPQ

７．５．１　uHIＡ%.y;<=>-�３%.y;<��，«KＥＲＶybJ�-�J�yPQRM。

７．５．２　uHIＢ%.y;<=>，«KlCD[\ＥＲＶybJ�-�J�yPQRM。

７．６　|QST

７．６．１　uHIＡ%.y;<=>-�３%.y;<��，«KＥＲＣybJ�-�J�yLMNO。

７．６．２　uHIＢ%.y;<=>，«KlCD[\ＥＲＣybJ�-�J�yLMNO。

７．７　KLMN

７．７．１　uHI Ａ%.y;<=>-�３%.y;<��，«KＥＲＶ-ＥＲＣ（B({）�KyET
UV。

７．７．２　uHIＢ%.y;<=>，«KlCD[\yＥＲＶ-ＥＲＣ（B({）�KyETUV。

７．８　][\)N

uHIＣ%.y;<=>-�３%.y;<��，«K]^_JV。

７．９　O[\)N

uHIＤ%.y;<=>-�３%.y;<��，«KQ^_JV。

７．１０　E)^()I

uHIＥ%.y;<=>-�３%.y;<��，«KＥＲＶ-ＥＲＣy`JabJK。

７．１１　E)^()N

uHIＥ%.y;<=>-�３%.y;<��，«KＥＲＶ-ＥＲＣy`JabJV。

７．１２　<=UN

７．１２．１　uHIＣ%.y;<=>«KＥＲＶiＥＲＣ]^_JV，iuHIＥ%.y;<=>«K

ＥＲＶiＥＲＣ`JabJV，ÊË６．７i６．１０y9:*，åOE·cdeV;<。

７．１２．２　uHIＦ%.y;<=>-�３%.y;<��，«KＥＲＶiＥＲＣyhWcdeV、FKc
deVS®WcdeV。

７．１２．３　uHIＧ%.y;<=>-�３%.y;<��，«KijkＥＲＶyhWcdeV、FKc
deVS®WcdeV。

７．１３　WUYZ

uHIＦ%.y;<=>-�３%.y;<��，«KＥＲＶyZefg。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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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　WI&'X

uHIＦ%.y;<=>-�３%.y;<��，«KＥＲＣyZKXYh。

７．１５　~�、~r�

７．１５．１　uHIＨ%.y;<=>-�３%.y;<��，DY.JK�5ED·４ｈ，??mn、m5
o5,。

７．１５．２　�ÀJK±åyC�，uHI Ｈ%.y;<=>-�３%.y;<��，D�ÅJK�5ED
·４ｈ，??mn、m5o5,。

７．１６　��

uHIＩ%.y;<=>«KＥＲＶyＡ[FqM�pq。

７．１７　�B��

７．１７．１　u�３%.ymn、m5o�KXY;<��5ED·４ｈ，DＥＲＶiＥＲＣ�ì^02©�
ìÛÁ^0�o，À�１２５０Ｖ、５０ＨｚyGHBìM，ûI{YÀ�yìMNKÅC%.xyòJ，K
*Lë&÷®x，ME{o６０ｓ。

７．１７．２　ÅNKeé{，ODG��(１８００ＶìMSME{o１ｓ�|}。

７．１８　����

７．１８．１　DG�、GF�*�，(５００ＶÖ×ìª[«KＥＲＶiＥＲＣ�ì^0-©�ìÛÁ^0�o
yÖ×ìª（��）。

７．１８．２　u�３%.ymn、m5o�KXY;<��5ED·４ｈ，(５００ＶÖ×ìª[«KＥＲＶi

ＥＲＣ�ì^0-©�ìÛÁ^0�oyÖ×ìª（W�）。

７．１９　������

�;QlCO(yPl，DG�、GF�*�，g４５°PQRtSC�;Q�TUmë÷３ｍｍ／ｍｉｎ
yÄo，ME１ｈ*B�TU，(５００ＶÖ×ìª[«K�ì^0-©�ìÛÁ^0�oyÖ×ìª。

７．２０　�*�+��

７．２０．１　D�３%.ymn、m5o�KXY;<���，(ＧＢ／Ｔ７５５—２０１９%.yìª>E·«K，
0�C;<!-5ED·４ｈ*，«KìP%lìª-�t。

７．２０．２　ìP%l�&KuÂk（１）E·[V：

Δ狋＝
犚２－犚１

犚１
２３５＋狋１（ ）＋狋１－狋２ …………………………（１）

　　k¡：

Δ狋———ìP%l�&，̧ ¹÷WXt（℃）；

犚２———;<5Y{y%lìª，̧ ¹÷Z[（Ω）；
犚１———;<ûI{y%lìª，̧ ¹÷Z[（Ω）；
狋１ ———;<ûI{y%l�t，̧ ¹÷WXt（℃）；
狋２ ———;<5Y{y~��t，̧ ¹÷WXt（℃）。

７．２１　�\��

u�３%.ymn、m5o�KXY;<��5ED·４ｈ*，uv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１３．１、１３．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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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PlQnyÛÁ^02ì�Í�oy(_ìm。

７．２２　����

uv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２７．５%.y=>，«KＥＲＶiＥＲＣQ�2Ïú)2�oyìª。

７．２３　V%�/

uＧＢ／Ｔ２４２３．３%.y;<�*5ED·４８ｈ*，(５００ＶÖ×ìª[«KＥＲＶiＥＲＣ�ì^
0-©�ìÛÁ^0�oyÖ×ìª，DÀ�１２５０ＶìM１ｍｉｎy@��，K?!Òi"#。

７．２４　()犘犕２．５��UN

uＧＢ／Ｔ３４０１２%.y=>«;ＥＲＶybJＰＭ２．５��eV。

７．２５　<�/W

uHIＪ%.y;<=>，«K.;ＥＲＶ-ＥＲＣycr&Z。

８　¥�.¦

８．１　¥�ef

?<0xD?<、\]?<-�k?<。

８．２　§¨¥�

８．２．１　^ýＥＲＶiＥＲＣ_`PhD?<ª0*，=OxD。

８．２．２　xD?<Ku�６%.y34E·，Ö×ìªTa��;<。

i６　¥�©!i

b� ?<34
?<1�

xD?< �k?< \]?<

9:

7���

;<=>

7���
²R

１ Q> ○ — ○ ６．１ ７．２

２ àl2DX ○ — ○ ６．２ ７．３

３ JK — ○ ○ ６．３ ７．４

４ PQRM — ○ ○ ６．４ ７．５ TB(CＥＲＶ

５ LMNO — ○ ○ ６．５ ７．６ TB(CＥＲＣ

６ ETUV — ○ ○ ６．６ ７．７

７ ]^_JV — ○ ○ ６．７ ７．８

TB(C`JKÅC

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
-ＥＲＣ

８ Q^_JV — ○ ○ ６．８ ７．９

TB(C`JKÅC

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
-ＥＲＣ

９ `JabJK — ○ ○ ６．９ ７．１０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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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６（E）

b� ?<34
?<1�

xD?< �k?< \]?<

9:

7���

;<=>

7���
²R

１０ `JabJV — ○ ○ ６．１０ ７．１１

TB(C`JKNÅC

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
-ＥＲＣ

１１ cdeV — — ○ ６．１１ ７．１２

１２ Zefg — — ○ ６．１２ ７．１３ TB(CＥＲＶ

１３ ZKXYh — — ○ ６．１３ ７．１４ TB(CＥＲＣ

１４ mn、m5o — — ○ ６．１４ ７．１５

１５ pq — ○ ○ ６．１５ ７．１６ TB(CＥＲＶ

１６ ì�ºt ○ — ○ ６．１６ ７．１７

１７ Ö×ìª
�� ○ — ○

W� — — ○
６．１７

７．１８．１

７．１８．２

１８ $oÖ×ìª — — ○ ６．１８ ７．１９

１９ ìP%l�& — — ○ ６．１９ ７．２０

２０ (_ìm — — ○ ６．２０ ７．２１

２１ Ïúìª ○ — ○ ６．２１ ７．２２

２２ FWT& — — ○ ６．２２ ７．２３

２３ bJＰＭ２．５��eV — — ○ ６．２３ ７．２４ TB(CＥＲＶ

２４ cr&Z — — ○ ６．２４ ７．２５

　　J：“○”÷M?34；“—”÷N?34。

８．３　ª«¥�

８．３．１　�CcNeéyＥＲＶiＥＲＣ，KE·d·\]?<，\]{oK�e0?D１�¡。

８．３．２　\]?<Ku�６%.y34E·。

８．４　¬¥�

８．４．１　D�J@��ò{KE·�k?<：

ａ）　bé(.�f.{；

ｂ）　.�é(y56、Ph�g、78Aç��é(&ZÀhi{；

ｃ）　XDeé{；

ｄ）　Béò�gØ，jjeé{。

８．４．２　�k?<Ku�６%.y34E·。

８．５　®7.¦

８．５．１　�CxD?<、\]?<-�k?<，r9ÀòýPlD�６%.y34¡Àò3Nª0，@k
lNé(N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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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２　�C�k?<，D�６%.yì�l®34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Àò3Nª0，@k.l
eéèSé(Nª0。

９　?¯、°9、̀ K6±²

９．１　?¯

９．１．１　^ýＥＲＶ-ＥＲＣKÀúû，ÌKÉ.D½h¹�。

９．１．２　úûØKÄm3xg�]n：

ａ）　��-��；

ｂ）　�9�+5g：
———`JK、�JK、ìM、/V、ETUV、cdeV，
———pq、PQRM-Zefg（B(CＥＲＶ），
———Wcdãy«¬、LMNO-ZKXYh（B(CＥＲＣ），
———lCRt（B(CW*C�），
———Xë（B(CWXkＥＲＣ）A；

ｃ）　bJ�、�J�y���A�-��eV（B(CbÀ��UZyＥＲＶ）；

ｄ）　oêy3t��；

ｅ）　eé��；

ｆ）　eé-S；

ｇ）　PhD�。

９．１．３　oê3teéyé(，úûØ3Ry&Zx�K÷3t~���-3t;<�*�eéPh¸
¹q½ygx；©3��y&ZxO3RDeéPh¸¹y]siªp¡，pDúûØ3R{，KR½
“�/x”-�KyÓÔ�*。

９．１．４　PlØKÀÏú3A-l®D·9:3A，ÌKHÀì�ÍÎ，WXkＥＲＣKÀX�yWX
=S3A。

９．２　°9

９．２．１　é(BC!KE·Ä°sqHI。

９．２．２　BCKÀÔr、ÔsSÔt¿À。

９．２．３　BCu¡KÀé(ª0v、Cu¸、é(w½A)*。

９．２．４　é(ª0vKBV?<5x、?<´7-?<-S。

９．２．５　Cu¸KJxYÀH*。

９．３　`K6±²

９．３．１　ＥＲＶ-ＥＲＣDDE�Ñ¡，KÀÔ�yz、P{、M|-}~�$�y¿À。

９．３．２　ＥＲＶ-ＥＲＣKG�DÄ°、sq、Ôe-°Jú�y\Y，è$K?��&�yGD。

９．４　³*´423

�P�+)*K�PBVg�]n：

ａ）　é(`(y3t��；

ｂ）　é(��、��%0、~�l1&Z�Í、���t#$、���I、T�S(]A；

ｃ）　�9�+&Z5g：
———`JK、�JK、̀ Jab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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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dãy«¬（B(CＥＲＣ），
———PQRM（B(CＥＲＶ）iLMNO（B(CＥＲＣ），
———ìM、/V、ETUV，
———pq，
———hWcdeV（B(ChWcdＥＲＶ-ＥＲＣ），
———®WcdeV（B(C®WcdＥＲＶ-ＥＲＣ），
———lCRt（B(CW*kＥＲＣ），
———Xë（B(CWXkＥＲＣ），
———Q�«¬S�K；

ｄ）　lC56«¬-ì�ÍÎ；

ｅ）　lCw½、O(9:；

ｆ）　WÚèsS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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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　犃
（.,/µ¶）

)I、|QST、*OPQkKLMN����

犃．１　��9:6£i

犃．１．１　ＥＲＶ-ＥＲＣ~�l1&Z;<C� JK«K2�，�、Ft«K2�，M1«K2�-5Ï
*ZAlc。

犃．１．２　;<C�0÷Ａ1、Ｂ1-Ｃ1。Ａ1-Ｂ1;<C�B(CJZkＥＲＶ-ＥＲＣ，Ｃ1;<
C�B(C?JZkＥＲＶ。

犃．１．３　Ａ1;<C�K ÊË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４２ｄ）9:yx·J;lc，��� Ａ．１。

øJ·YÏ£*îy�z¦t犑＝２犇ｅ，U¡犇ｅ ÷J·ypK£¤；�C=�J·犇ｅ＝ ４犃犅／槡 π，

犃 -犅 0�÷=�J·y¦-§；J;¡lCyT�KÊË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２２7y9:；;
<{，T�y�·ët#$K÷１５ｍ／ｓ～３５ｍ／ｓ。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JP；

７ ———mKT�；

８ ———ÒÓ�；

９ ———LM«�；

犑 ———øJ·YÏ£*îy�z¦t。

·犃．１　犃f��9:p¸·

犃．１．４　Ｂ1;<C�K ÊË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４２ｃ）9:yJZlc，���Ａ．２。øJ

·YÏ£*îy�z¦t犑＝２犇ｅ，U¡犇ｅ ÷J·ypK£¤；�C=�J·犇ｅ＝ ４犃犅／槡 π，犃 -犅
0�÷=�J·y¦-§；;<¬²O(y��*KÊË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２５7y9:。
６１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LM«�；

７ ———��*；

犑 ———øJ·YÏ£*îy�z¦t。

·犃．２　犅f��9:p¸·

犃．１．５　Ｃ1;<C����Ａ．３，?JZkＥＲＶyEJ·ixJ·n�K({N_5ÏJZ，;
<{KH�òîJZ(C«;~�LM，lH�JZy�z¦t犓＝２犇ｅ，U¡犇ｅ÷J·ypK£¤；

�C=�J·犇ｅ＝ ４犃犅／槡 π，犃 -犅 0�÷=�J·y¦-§；LM«�y¹��Ａ．３，LM«�Y
D��yµ�JëNKÅC１．２５ｍ／ｓ。

　　w½：

１———.;ＥＲＶ；

２———LM«�；

３———H�JZ；

４———JK«K2LM'PC�；

犓———H�JZy�z¦t。

·犃．３　犆f��9:p¸·

犃．１．６　�C�xJ·yＥＲＶ-ＥＲＣ，øxJ·J*Kun�K(Ï*=k5Ï，�2;<C�5Ï。

犃．１．７　p.;ＥＲＶ-ＥＲＣy`J、�JJK;<¬²NZp{5Ï{，Káè�ÏJK«K¬²y
ò�ÀLM'PJZ-LM'PC�。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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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１．８　LM«ÓKÊË��9:：

ａ）　DLM«K��y*�Ø，0����c９０°0?y４�LMÓy�MÏ·5ÏcLMÓ；

ｂ）　LMÓ£¤K÷１ｍｍ～３ｍｍ，Ó�K÷£Rþ?;�，�MÏ·*y]¤NKzCLMÓ
£¤y��，56K'ª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７7y%.。

犃．１．９　;<(2�KÊË�５y9:。

犃．２　��vw

犃．２．１　)¹犈犚犞6犈犚犆

犃．２．１．１　ＥＲＶ-ＥＲＣyJK«K¹�¹C`Jx·-�Jx·。^�XëiJK+¹�K«;５�
«�yJK-JM，B��Å-�zJKgS¡oAoÂy３�JK；�,ÀJK+¹±å，KDø+
¹��c５�«�yJK-JM«;；�,÷?�±ë，KD��Xë、��Xë-¡o３�Xë��
c５�«�yJK-JM«;。

犃．２．１．２　JK«;{，�CNÏJ*yＥＲＶ，U�mE、x·yLMÖ�x�K'PD（０±２．５）Ｐａ；�
CÏJ*yＥＲＶ，U�mE、x·yLMÖ�xK�A，-}NKÅC５Ｐａ（LMNÅC１００Ｐａ{）i
NÅCE、x·LMÖ�x¡�Åjy５％þNÅC１０Ｐａ（LMÅC１００Ｐａ{）。

犃．２．２　º)¹犈犚犞

犃．２．２．１　?JZkＥＲＶyJK«K¹�¹C`Jx·-�Jx·，�mE、x·yLMÖ�x�K'
PD （０±２．５）Ｐａ。

犃．２．２．２　±¯«K¬²，'P.;ＥＲＶ�w9:yJK，«KJK、PQRM、ETUV-Xë。

犃．２．３　犅f��9:¢»¼:

O(Ｂ1;<C�«KlM{，«�KDpò��Ø，��*K £*�，«ÕKG��m=Sþ
2J*¡Íµ·，U2JZ�¡Íµ·y-}KD±２°�]，«�?�� Ａ．４，̂ �£¤ØK?�
８��，2JZ]�ò�y¢£KD�Ａ．１wxy¤Áx�]，�z¹�Â}K÷±１ｍｍ。

　　w½：

１ ———JZ]�；

２ ———«�；

犇———JZ£¤，ｍｍ。

·犃．４　?@½)¹¾¿¢»j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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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犃．１　¢»Á)¹]ÂjÁÃ ¸¹÷¥¦

«�b� ¢£ «�b� ¢£

１ ０．０２１犇±０．０００６犇 ５ ０．６５５犇±０．００５犇

２ ０．１１７犇±０．００３５犇 ６ ０．８１６犇±０．００５犇

３ ０．１８４犇±０．００５犇 ７ ０．８８３犇±０．００３５犇

４ ０．３４５犇±０．００５犇 ８ ０．９７９犇±０．０００６犇

　　J：犇 ÷JZ£¤。

犃．２．４　|QSTÄ*OPQ

犃．２．４．１　`Jx·2bJE·LMÓ0x�}÷�K`JKyLMNOΔ狆ｓｓ，�Jx·2XJE·L
MÓ0x�}÷�K�JKyLMNOΔ狆ｓｐ。

犃．２．４．２　`Jx·2bJE·~�®M（LMÓ0x2~�lM�-）�}÷�K`JK�yPQR
M狆ｑｓ，�Jx·2XJE·~�®M（LMÓ0x2~�lM�-）�}÷�K�JK�yPQR
M狆ｑｐ。

犃．３　ZÅÆÇ

犃．３．１　犃f��9:

犃．３．１．１　¸�T�yJKKuÂk（Ａ．１）、Âk（Ａ．２）E·[V：

犔＝３６００犆犃ｎ

２Δ狆

ρｎ槡
…………………………（Ａ．１）

ρｎ＝
狆ｔ＋犅

２８７犜
…………………………（Ａ．２）

　　k¡：

犔 ———;<JK，̧ ¹÷.=¦^z{（ｍ３／ｈ）；

犆 ———T�mKfg，5vＧＢ／Ｔ１２３６—２０１７¡�４�x；

犃ｎ ———T��z，̧ ¹÷µ=¦（ｍ２）；

Δ狆 ———T�!*yLM}，̧ ¹÷oD§（Ｐａ）；

ρｎ ———T�H~�ut，̧ ¹÷¨�^.=¦（ｋｇ／ｍ３）；

狆ｔ ———T�!~�®M，̧ ¹÷oD§（Ｐａ）；

犅 ———Å�M1，̧ ¹÷oD§（Ｐａ）；

犜 ———T�!~�x·W1¼�t，̧ ¹÷û%)（Ｋ）。

犃．３．１．２　©`(��T�«K{，JKKACø¸�T�«KyJK�-。

犃．３．２　犅f��9:

犃．３．２．１　µ�lMKuÂk（Ａ．３）E·[V：

狆ｄ＝
狆槡 ｄ１ ＋ 狆槡 ｄ２ ＋…＋ 狆ｄ槡 狀

狀（ ）
２

……………………（Ａ．３）

　　k¡：

狆ｄ ———µ�lM，̧ ¹÷oD§（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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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ｄ狀———|狀�«�ylM，̧ ¹÷oD§（Ｐａ）；

狀 ———«��g。

犃．３．２．２　JKKuÂk（Ａ．４）、Âk（Ａ．５）E·[V：

犔＝３６００犃
２狆ｄ

ρ槡
…………………………（Ａ．４）

ρ＝
狆ｔ＋犅

２８７犜
…………………………（Ａ．５）

　　k¡：

犔 ———;<JK，̧ ¹÷.=¦^z{（ｍ３／ｈ）；

犃 ———«;��JZ�z，̧ ¹÷µ=¦（ｍ２）；

ρ ———«;��H~�ut，̧ ¹÷¨�^.=¦（ｋｇ／ｍ３）；

狆ｔ———«;��H~�®M，̧ ¹÷oD§（Ｐａ）；

犅 ———Å�M1，̧ ¹÷oD§（Ｐａ）；

犜 ———«;��H~�W1¼�t，̧ ¹÷û%)（Ｋ）。

犃．４　��rÈ

犃．４．１　ＥＲＣKwx3t~����yETUV2�K`JK、�JKy�f�ÍiJ�，gSLMN
O2�K`JK、�JKy�f�ÍiJ�。

犃．４．２　ＥＲＶKwx3t~����ETUV2�K`JK、�JKy�f�ÍiJ�，gSPQRM
2�K`JK、�JKy�f�ÍiJ�。

犃．４．３　;<5,KdV÷3t~���。

犃．４．４　3t~���JK，KuÂk（Ａ．６）E·[V：

犔０＝犔 …………………………（Ａ．６）

　　k¡：

犔０———3t~���JK，̧ ¹÷.=¦^z{（ｍ３／ｈ）；

犔 ———;<JK，̧ ¹÷.=¦^z{（ｍ３／ｈ）。

犃．４．５　3t~����yLMNOiPQRM，KuÂk（Ａ．７）-Âk（Ａ．８）E·[V：

Δ狆ｓ０＝
Δ狆ｓｔ×１．２

ρ
…………………………（Ａ．７）

狆ｑ０＝
狆ｑｔ×１．２

ρ
…………………………（Ａ．８）

　　k¡：

Δ狆ｓ０———3t~���LMNO，̧ ¹÷oD§（Ｐａ）；

Δｐｓｔ———;<��LMNO，̧ ¹÷oD§（Ｐａ）；

ρ ———«;��H~�ut，̧ ¹÷¨�^.=¦（ｋｇ／ｍ３）；

狆ｑ０ ———3t~���PQRM，̧ ¹÷oD§（Ｐａ）；

狆ｑｔ ———;<��PQRM，̧ ¹÷oD§（Ｐａ）。

犃．４．６　3t~����yETUV，KuÂk（Ａ．９）E·[V：

犘０＝
犘×１．２

ρ
…………………………（Ａ．９）

　　k¡：

犘０———3t~���ETUV，̧ ¹÷ªT（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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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 ———;<��ETUV，̧ ¹÷ªT（Ｗ）；

ρ ———«;��H~�ut，̧ ¹¨�^.=¦（ｋｇ／ｍ３）。

犃．４．７　�CrJKD·yＥＲＶ，;<5,KwxJKJMETUVeV�f�i�f�Í（�
Ａ．５Y�）；�C©3���yPl&Z«3（¬�/x），U1¾y-}9:K2Y.x1¾y-}
9:òó。

　　w½：

１———狆犙 �Í；

２———�zY.JK；

３———�ÅY.JK。

·犃．５　�)I犈犚犞/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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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　犅
（.,/µ¶）

%&'/WÉÊ����

犅．１　��9:6£i

犅．１．１　[\«;JK、JMy;<C�KÊËHIＡ¡Ｂ1;<C�y9:。

犅．１．２　[\;<(«;2�KÊË�５y9:。

犅．１．３　�Ft«;KO(&l`ÉfÕ，2�tKÊË�５y9:。

犅．２　���3

犅．２．１　.;ＥＲＶ-ＥＲＣ�mK-M1«K��oy5Ï*ZNK_J。

犅．２．２　«;{K'PJKDY.JKy±５％]。

犅．２．３　«;{K°�fÕr/�iJñ±åJK，±åJKyC�NKs®«Kîy�m。

犅．３　��ËÌ

犅．３．１　uvHIＡ%.y;<=>«KＥＲＶ-ＥＲＣyJK、JM-UV，ø5gK�P�j«K

３>，�µ�x。

犅．３．２　KD�cJK、JM-UV«;*，E·WXY&Z«;，ø�¹�Hy�t-Ft«;ëVN
K�C１>／ｍｉｎ，«;{oNPC３０ｍｉｎ，þK�c�P３０>«K。

犅．４　��rÈ

KuvHIＦ%.ygêHI=>[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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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　犆
（.,/µ¶）

][\)N����

犆．１　��9:6£i

犆．１．１　]^_JV;<C����Ｃ．１Y�。

　　w½：

１ ———bJE·；

２ ———`Jx·；

３ ———XJE·；

４ ———�Jx·；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mK«KC�；

７ ———\JP；

８ ———`JP；

９ ———bJE·�M1«K2�；

１０———�Jx·�M1«K2�。

·犆．１　][\)N��9:p¸·

犆．１．２　;<C�¡J*-^*Ku¯，LM«;¬²、mK«;¬²K'ªHIＡy%.。

犆．１．３　;<(2�KÊË�５y9:。

犆．２　��ËÌ

犆．２．１　�.;ＥＲＶiＥＲＣyYÀJ·uð，DXJE·�5Ï`JP，D`Jx·�5Ï\JP。

犆．２．２　u�３%.y;<��-�Ｃ．１y9:，'P.;ＥＲＶiＥＲＣybJE·�LM÷狆ｊｘ、�J

x·�LM÷狆ｊｐ。

犆．２．３　«K`Jx·�*î]y~�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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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犆．１　][\)N��|Qvw

;<
bJE·�LM狆ｊｘ

Ｐａ

�Jx·�LM狆ｊｐ
Ｐａ

�M;< －１００ ０

�M;< －２５０ ０

　　J：�M;<B(CfÕLMNÅC２５０ＰａyPl；�M;<B(CfÕLMÅC２５０ＰａyPl。

犆．３　ZÅÆÇ

犆．３．１　3t~����y]^_JKKuÂk（Ｃ．１）E·[V：

犔ｎｌ０＝
犔ｎｌ×ρ
１．２

…………………………（Ｃ．１）

　　k¡：

犔ｎｌ０———3t~����]^_JK，̧ ¹÷.=¦^z{（ｍ３／ｈ）；

犔ｎｌ———;<��]^_JK，̧ ¹÷.=¦^z{（ｍ３／ｈ）；

ρ ———«;��H~�ut，̧ ¹÷¨�^.=¦（ｋｇ／ｍ３）。

犆．３．２　3t~����y]^_JVKuÂk（Ｃ．２）E·[V：

ηｎｌ０＝
犔ｎｌ０

犔ＳＡ０
×１００％ …………………………（Ｃ．２）

　　k¡：

ηｎｌ０ ———3t~����]^_JV，g~0g（％）��；

犔ｎｌ０ ———3t~����]^_JK，̧ ¹÷.=¦^z{（ｍ３／ｈ）；

犔ＳＡ０———�/`JK，̧ ¹÷.=¦^z{（ｍ３／ｈ）。

犆．４　][\)NÍÎÏÐ

oê]^_JVy[V5,，uv�Ｃ．２°±.;ＥＲＶ-ＥＲＣy]^_JVA�。

i犆．２　][\)NeÎÏÐi

A� ]^_JV

Ａ１ ≤２％

Ａ２ ≤５％

Ａ３ ≤１０％

?A� ＞１０％

４２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µ　¶　犇
（.,/µ¶）

O[\)N����

犇．１　��9:6£i

犇．１．１　Q^_JV;<C�lc���Ｄ．１。

　　w½：

１———bJE·；

２———`Jx·；

３———XJE·；

４———�Jx·；

５———.;ＥＲＶiＥＲＣ；

６———mK«KC�；

７———OdSJP；

８———M1«K2�。

·犇．１　O[\)N��9:p¸·

犇．１．２　;<C�¡yJ*-^*Ku¯，LM«;¬²、mK«;¬²K'ªHIＡy%.。

犇．１．３　;<(2�KÊË�５y9:。

犇．２　��ËÌ

犇．２．１　�ＥＲＶiＥＲＣYÀJ·uð，\²òJ·5Ï`JP，'PＥＲＶiＥＲＣ]LM÷４００Ｐａ，«

K5Ï*î]y~�mK，¬÷GMQ^_JK犔ｗｌｚ。

犇．２．２　�ＥＲＶiＥＲＣYÀJ·uð，\²òJ·5Ï\JP，'PＥＲＶiＥＲＣ]LM÷－４００Ｐａ，«
K5Ï*î]y~�mK，¬÷³MQ^_JK犔ｗｌｆ。

犇．３　ZÅÆÇ

犇．３．１　3t~����，GMQ^_JKKuÂk（Ｄ．１）E·[V：

犔ｗｌｚ０＝
犔ｗｌｚ×ρ
１．２

…………………………（Ｄ．１）

５２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k¡：

犔ｗｌｚ０———3t~����GMQ^_JK，̧ ¹÷.=¦^z{（ｍ３／ｈ）；

犔ｗｌｚ———;<��GMQ^_JK，̧ ¹÷.=¦^z{（ｍ３／ｈ）；

ρ ———«;��H~�ut，̧ ¹÷¨�^.=¦（ｋｇ／ｍ３）。

犇．３．２　3t~����，GMQ^_JVKuÂk（Ｄ．２）E·[V：

ηｗｌｚ０＝
犔ｗｌｚ０

（犔ＳＡ０＋犔ＥＡ０）／２
×１００％ …………………………（Ｄ．２）

　　k¡：

ηｗｌｚ０ ———3t~����GMQ^_JV，g~0g（％）��；

犔ｗｌｚ０———3t~����GMQ^_JK，̧ ¹÷.=¦^z{（ｍ３／ｈ）；

犔ＳＡ０———�/`JK，̧ ¹÷.=¦^z{（ｍ３／ｈ）；

犔ＥＡ０———�/�JK，̧ ¹÷.=¦^z{（ｍ３／ｈ）。

犇．３．３　3t~����，³MQ^_JKKuÂk（Ｄ．３）E·[V：

犔ｗｌｆ０＝
犔ｗｌｆ×ρ
１．２

…………………………（Ｄ．３）

　　k¡：

犔ｗｌｆ０———3t~����³MQ^_JK，̧ ¹÷.=¦^z{（ｍ３／ｈ）；

犔ｗｌｆ———;<��³MQ^_JK，̧ ¹÷.=¦^z{（ｍ３／ｈ）；

ρ ———«;��H~�ut，̧ ¹÷¨�^.=¦（ｋｇ／ｍ３）。

犇．３．４　3t~����，³MQ^_JVKuÂk（Ｄ．４）E·[V：

ηｗｌｆ０＝
犔ｗｌｆ０

（犔ＳＡ０＋犔ＥＡ０）／２
×１００％ …………………………（Ｄ．３）

　　k¡：

ηｗｌｆ０ ———3t~����³MQ^_JV，g~0g（％）��；

犔ｗｌｆ０———3t~����³MQ^_JK，̧ ¹÷.=¦^z{（ｍ３／ｈ）；

犔ＳＡ０———�/`JK，̧ ¹÷.=¦^z{（ｍ３／ｈ）；

犔ＥＡ０———�/�JK，̧ ¹÷.=¦^z{（ｍ３／ｈ）。

６２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µ　¶　犈
（.,/µ¶）

E)^()I、E)^()N����

犈．１　Ñ�¢��

犈．１．１　ÒÓ

£Ï«;>(CJZkＥＲＶ-ＥＲＣy`JabJK-`JabJVy«;。

犈．１．２　��9:6£i

犈．１．２．１　£Ï«;>;<C����Ｅ．１Y�。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LM'PC�；

７ ———LM«KC�；

８ ———JK«KC�；

９ ———�´�y«KC�；

１０ ———�´�y�；

１１ ———~�µª�；

１２ ———~�±åC�；

１３ ———¶·~�T·；

１４ ———�mx·；

１５ ———;]�ÓÔ；

１６ ———;Q�ÓÔ。

·犈．１　Ñ�¢����9:p¸·

７２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犈．１．２．２　;<C�¡yJ*-^*Ku¯，NKÀ«;O(y�´�y¸xi¹Y；KO(`]0º
`É-:E«;¹�y~�，̂ �«;¹�`]�gKNKPC３�«�；LM;<C�KÊËHIＡ
y9:。

犈．１．２．３　;<(2�KÊË�５y9:。

犈．１．３　���3

犈．１．３．１　£Ï«;>`(y�´�yK÷ＳＦ６ -ＣＯ２。

犈．１．３．２　«;SoK'P^�«;¹�y�´�y=tBl#$NÌ�Dl¹�«£y�´�y=
tµ�xy±５％。

犈．１．３．３　«;`(y�]fÕNK»¼�]y�´�y。

犈．１．３．４　�´�yüeC�KÊË�´�yüe=tD１．５％～５．０％]O'。

犈．１．３．５　KD.;ＥＲＶ-ＥＲＣ�cJK、JM、UV;<，&ZÊË６．３～６．６9:*，E·`Jab
JV;<。

犈．１．４　��ËÌ

犈．１．４．１　±¯ＥＲＶyE、x·LMiＥＲＣyJK�w9:x。

犈．１．４．２　�´�yRT;]µª½，�Ｅ．１¡¹�１０。

犈．１．４．３　0�D１（ＯＡ）、２（ＳＡ）、３（ＲＡ）¹�Hp{«K~�](�´�y=t。

犈．１．４．４　[V¯IPl��:Eh、̀ JabJV、̀ JabJK。

犈．１．４．５　E·0�°±。

犈．１．５　ZÅÆÇ

犈．１．５．１　Pl��:EhKuÂk（Ｅ．１）E·[V：

犝犈犃犜犚＝
犆ＳＡ－犆ＯＡ

犆ＲＡ－犆ＯＡ

×１００％ …………………………（Ｅ．１）

　　k¡：

犝犈犃犜犚 ———Pl��:Eh，g~0g（％）��；

犆ＳＡ ———`Jx·~�y�´�y=t，̧ ¹÷.=¾¦^.=¦（ｃｍ３／ｍ３）；

犆ＯＡ ———bJE·~�y�´�y=t，̧ ¹÷.=¾¦^.=¦（ｃｍ３／ｍ３）；

犆ＲＡ ———XJE·~�y�´�y=t，̧ ¹÷.=¾¦^.=¦（ｃｍ３／ｍ３）。

犈．１．５．２　`JabJVKuÂk（Ｅ．２）E·[V：

犖犛犃犚＝１－犝犈犃犜犚 …………………………（Ｅ．２）

　　k¡：

犖犛犃犚 ———`JabJV，g~0g（％）��；

犝犈犃犜犚———Pl��:Eh，g~0g（％）��。

犈．１．５．３　`JabJKKuÂk（Ｅ．３）E·[V：

犙ＳＡＮｅｔ＝犖犛犃犚×犙ＳＡ …………………………（Ｅ．３）

　　k¡：

犙ＳＡＮｅｔ ———`JabJK，̧ ¹÷.=¦^z{（ｍ３／ｈ）；

犖犛犃犚 ———`JabJV，g~0g（％）��；

犙ＳＡ ———`JK，̧ ¹÷.=¦^z{（ｍ３／ｈ）。

犈．１．６　�\ÍÎÏÐ

oê`JabJVy[V5,，uv�Ｅ．１°±.;ＥＲＶiＥＲＣy(_A�。
８２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i犈．１　Ñ�¢��（Ô¹�）�\ÍÎ

(_A� `JabJV

Ｃ１ ≥９９％

Ｃ２ ≥９８％

Ｃ３ ≥９４％

?A� ＜９４％

犈．２　ÕÖ�

犈．２．１　ÒÓ

¿À>òÁ(C?JZkＥＲＶy`JabJK-`JabJV«;。

犈．２．２　��9:6£i

犈．２．２．１　¿À>;<C����Ｅ．２Y�。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½；

７ ———;]�ÓÔ；

８ ———;Q�ÓÔ；

９ ———;]�«�；

１０ ———;Q�«�。

·犈．２　ÕÖ���9:p¸·（ºÔ¹*+）

犈．２．２．２　J*-;<½Ku¯，NKÀ«;O(y�´�y¸xi¹Y；«�K?�D;<½]¡¬
¹�H， £=S�0３�«�；;<½y~�u¯&«3NKÅC０．３>／ｈ&Kd�。

犈．２．２．３　;<(2�KÊË�５y9:。

９２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犈．２．３　��ËÌ

犈．２．３．１　×ØÙ)=BIj¤7

;<½sÂ&K°Jd�Ky«;uvg�ÃÄ：

ａ）　NlC.;ＥＲＶ，u¯;<½GÅylCû·；

ｂ）　D;<½]·R�´�y，３�½]«�y=tK�¶，þ½]�´�yyÆI=tKáèD
&K°J３０ｍｉｎ*，½]�´�yy=tÅCY`(2�y=t?xÁx；

ｃ）　«KD０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Ç½]�´�y=t；

ｄ）　�jØÈÃÄｂ）、ｃ）ø３>。

犈．２．３．２　Ú�犈犚犞`aÛ=BIj¤7

.;ＥＲＶD·{;<½°Jd�Ky«;uvg�ÃÄ：

ａ）　lC.;ＥＲＶ，5ÏÉ(yÊ)fÕ-J·0º；

ｂ）　D;<½]·R�´�y，３�½]«�y=tK�¶，þ½]�´�yyÆI=tKáèD
.;ＥＲＶD·３０ｍｉｎ*，½]�´�yy=tÅCY`(2�y=t?xÁx；

ｃ）　ûà.;ＥＲＶ，«KD０ｍｉｎ、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Ç½]�´�y=t，á..;

ＥＲＶD·*ø{o��Ky�´�y=t；

ｄ）　�jØÈÃÄｂ）、ｃ）ø３>。

犈．２．４　ZÅÆÇ

犈．２．４．１　`JabJKKuÂk（Ｅ．４）～Âk（Ｅ．６）E·[V：

犙ＳＡＮｅｔ＝犙２－犙１ …………………………（Ｅ．４）

　　U¡：

犙１＝
犞

狋
ｌｎ
犆１－犆０

犆狋－犆０
…………………………（Ｅ．５）

犙２＝
犞

狋
ｌｎ
犆２－犆０

犆狋－犆０
…………………………（Ｅ．６）

　　k¡：

犙ＳＡＮｅｔ———`JabJK，̧ ¹÷.=¦^z{（ｍ３／ｈ）；

犙１ ———uＥ．２．３．１%.y=>，&K°J{;<½yd�K，̧ ¹÷.=¦^z{（ｍ３／ｈ）；

犙２ ———uＥ．２．３．２%.y=>，.;ＥＲＶD·{;<½yd�K，̧ ¹÷.=¦^z{（ｍ３／ｈ）；

犞 ———z;yz，̧ ¹÷.=¦（ｍ３）；

狋 ———;<ME{o，̧ ¹÷z{（ｈ）；

犆１ ———uＥ．２．３．１%.y=>，;<½]yÆI�y=t（«�µ�x），̧ ¹÷.=¾¦^.=
¦（ｃｍ３／ｍ３）；

犆２ ———uＥ．２．３．２%.y=>，;<½]yÆI�y=t（«�µ�x），̧ ¹÷.=¾¦^.=
¦（ｃｍ３／ｍ３）；

犆０ ———;Q~�（ＯＡ）¡�´�y=t，̧ ¹÷.=¾¦^.=¦（ｃｍ３／ｍ３）；

犆狋 ———狋{o*;<½]�´�y=t（«�µ�x），̧ ¹÷.=¾¦^.=¦（ｃｍ３／ｍ３）。

犈．２．４．２　`JabJVKuÂk（Ｅ．７）E·[V：

犖犛犃犚＝
犙ＳＡＮｅｔ

犙ＳＡ

×１００％ …………………………（Ｅ．７）

０３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k¡：

犖犛犃犚 ———`JabJV，g~0g（％）��；

犙ＳＡＮｅｔ ———`JabJK，̧ ¹÷.=¦^z{（ｍ３／ｈ）；

犙ＳＡ ———`JK，̧ ¹÷.=¦^z{（ｍ３／ｈ）。

犈．２．５　�\ÍÎÏÐ

oê`JabJVy[V5,，uv�Ｅ．２°±.;ＥＲＶy(_A�。

i犈．２　ÕÖ��\ÍÎ

(_A� `JabJV

Ｂ１ ≥９９％

Ｂ２ ≥９８％

Ｂ３ ≥９４％

?A� ＜９４％

１３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µ　¶　犉
（.,/µ¶）

<=UN、WUYZ6WI&'X����

犉．１　��9:6£i

犉．１．１　��9:

;<C�O0÷J*>-�;>，O`(Ｆ．１-Ｆ．２Y�;<C��cdeV（hWcde
V、FKcdeV-®WcdeV）、Zefg-ZKXYhE·;<。;<ËÌKR½;<C�U1。

犉．１．２　)Ô�

犉．１．２．１　J*>;<C����Ｆ．１。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LM'PC�；

７ ———LM«KC�；

８ ———JK«KC�；

９ ———~�µªC�；

１０ ———~�±åC�；

１１ ———~��]C�。

·犉．１　)Ô���9:p¸·

犉．１．２．２　;<C�(*ÎKè�ÂW；D�t«K¹�ØÍK¬�µªC�，�t«K¹�HJ*]�
�-���ty}xKzC０．３Ｋ；LM«;¬²K'ªHIＡy9:。

犉．１．３　ÜÝ�

犉．１．３．１　�;>;<C����Ｆ．２。

２３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LM'PC�；

７ ———LM«KC�；

８ ———JK«KC�；

９ ———~�µªC�；

１０ ———~�±åC�；

１１ ———~��]C�；

１２ ———;Q�ÓÔ；

１３ ———;]�ÓÔ。

·犉．２　ÜÝ���9:p¸·

犉．１．３．２　;<C�(*ÎKè�ÂW；D�t«K¹�ØÍK¬�µªC�，�t«K¹�HJ*]�
�-���ty}xKzC０．３Ｋ；LM«;¬²K'ªHIＡy9:。

犉．１．４　��£i

;<(2�KÊË�５y9:。

犉．２　���3

犉．２．１　.;ＥＲＶiＥＲＣKuHIＣ%.y;<=>«K]^_JV，iuHIＥ%.y;<=>«
K`JabJV，«K5,KDÊË６．７、６．１０9:*，E·sHI%.]ny;<。

J：�C`、�JKN�AyＥＲＶiＥＲＣ，D«;�/JK�*�ycdeV{，KÎ�c`、�JK�AþJK

AC�/`JK�*�ycdeV«;，cdeV«K5,KÊË６．１１y9:。

犉．２．２　uvé(yJ·«¬P�JZ，5Ï.;ＥＲＶiＥＲＣw;<C�。

犉．２．３　;<;ÓÔ�t-��FtK0�'PD１０℃～３０℃-３０％～９５％]。

犉．２．４　;<��KÊË�３y%.。

犉．３　����

犉．３．１　á..;ＥＲＶiＥＲＣy«;JK。
３３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犉．３．２　'P.;ＥＲＶiＥＲＣD«;JK�ÊËg�9:：

ａ）　`J-�J~�yzmK-}NKÌ�«;JKy１％；

ｂ）　`Jx·2bJE·yLMÖ�xK�A，-}NKÅC５Ｐａ（LMNÅC１００Ｐａ{）iNÅ
CE、x·LMÖ�x¡�Åjy５％þNÅC１０Ｐａ（LMÅC１００Ｐａ{）；

ｃ）　�Jx·2XJE·yLMÖ�xK�A，-}NKÅC５Ｐａ（LMNÅC１００Ｐａ{）iNÅ
CE、x·LMÖ�x¡�Åjy５％þNÅC１０Ｐａ（LMÅC１００Ｐａ{）。

犉．３．３　;<���5E«;NPC３０ｍｉｎ，Dø�¹�Hy�t-Ftygê`ÉëVNK�C

１>／ｍｉｎ，þK�c�P３０>«K。

犉．３．４　;<{Kp{4I`JK、�JK、PQRMiLMNOx-;<;ÓÔ�*。

犉．４　ZÅÞÇ

犉．４．１　hWcdeVKuÂk（Ｆ．１）E·[V：

ηｗｄ＝
狋ＯＡ－狋ＳＡ

狋ＯＡ－狋ＲＡ
×１００％ …………………………（Ｆ．１）

　　k¡：

ηｗｄ———hWcdeV，g~0g（％）��；

狋ＯＡ———bJE·~�ys��t，̧ ¹÷WXt（℃）；

狋ＳＡ———`Jx·~�ys��t，̧ ¹÷WXt（℃）；

狋ＲＡ———XJE·~�ys��t，̧ ¹÷WXt（℃）。

犉．４．２　FKcdeVKuÂk（Ｆ．２）E·[V：

ηｓｌ＝
犱ＯＡ－犱ＳＡ

犱ＯＡ－犱ＲＡ
×１００％ …………………………（Ｆ．２）

　　k¡：

ηｓｌ ———FKcdeV，g~0g（％）��；

犱ＯＡ———bJE·~�y�FK，̧ ¹÷�^¨�s~�［ｇ／ｋｇ（s）］；

犱ＳＡ———`Jx·~�y�FK，̧ ¹÷�^¨�s~�［ｇ／ｋｇ（s）］；

犱ＲＡ———XJE·~�y�FK，̧ ¹÷�^¨�s~�［ｇ／ｋｇ（s）］。

犉．４．３　®WcdeVKuÂk（Ｆ．３）E·[V：

ηｈ＝
犺ＯＡ－犺ＳＡ

犺ＯＡ－犺ＲＡ
×１００％ …………………………（Ｆ．３）

　　k¡：

ηｈ ———®WcdeV，g~0g（％）��；

犺ＯＡ———bJE·~�y�x，̧ ¹÷¨Í^¨�（ｋＪ／ｋｇ）；

犺ＳＡ ———`Jx·~�y�x，̧ ¹÷¨Í^¨�（ｋＪ／ｋｇ）；

犺ＲＡ———XJE·~�y�x，̧ ¹÷¨Í^¨�（ｋＪ／ｋｇ）。

犉．４．４　ＥＲＣyZKXYhKuÂk（Ｆ．４）E·[V：

犚犈犚＝
犿ＳＡＮｅｔ 犺ＳＡ－犺ＯＡ ×１０００

Δ狆ｓ犙ＳＡ

ηｆｓ
＋
Δ狆ｅ犙ＥＡ

ηｆｅ
＋犘ｆｚ（ ）

…………………………（Ｆ．４）

　　k¡：

犚犈犚 ———ZKXYh；

犿ＳＡＮｅｔ———`JabJ¨KmK，̧ ¹÷¨�^<（ｋｇ／ｓ）；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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犺ＳＡ ———`Jx·~�y�x，̧ ¹÷¨Í^¨�（ｋＪ／ｋｇ）；

犺ＯＡ ———bJE·~�y�x，̧ ¹÷¨Í^¨�（ｋＪ／ｋｇ）；

Δ狆ｓ ———`J�yª1，̧ ¹÷oD§（Ｐａ）；

犙ＳＡ ———`JK，̧ ¹÷.=¦^<（ｍ３／ｓ）；

ηｆｓ ———`JJPy�eV，�÷０．５５；

Δ狆ｅ ———�J�yª1，̧ ¹÷oD§（Ｐａ）；

犙ＥＡ ———�JK，̧ ¹÷.=¦^<（ｍ３／ｓ）；

ηｆｅ ———�JJPy�eV，�÷０．５５；

犘ｆｚ ———{|¬²（�X�ìP、'P�A）yETUV，̧ ¹÷ªT（Ｗ）。

犉．４．５　ＥＲＶyZefgKuÂk（Ｆ．５）～Âk（Ｆ．９）E·[V：

犆犗犈ｄｕｃｔｅｄ＝
犿ＳＡＮｅｔ犺ＳＡ－犺ＯＡ（ ）×１０００［ ］＋犘ｖｍａ

犘ｉｎ
………………（Ｆ．５）

犆犗犈ｕｎｄｕｃｔｅｄ＝
犿ＳＡＮｅｔ犺ＳＡ－犺ＯＡ（ ）×１０００

犘ｉｎ
………………（Ｆ．６）

　　U¡：

犿ＳＡＮｅｔ＝犿ＳＡ １－犝犈犃犜犚（ ） ………………（Ｆ．７）

犘ｖｍａ＝ ∑
４

１

狆ｓ狀 ＋狆ｖ狀（ ）犿ＳＡＮｅｔνｓ ………………（Ｆ．８）

犘ｉｎ＝犘ｅｍ＋犘ａｕｘ ………………（Ｆ．９）

　　k¡：

犆犗犈ｄｕｃｔｅｄ　———ÏJ*ＥＲＶyZefg；

犿ＳＡＮｅｔ ———`JabJ¨KmK，̧ ¹÷¨�^<（ｋｇ／ｓ）；

犺ＳＡ ———`Jx·~�y�x，̧ ¹÷¨Í^¨�（ｋＪ／ｋｇ）；

犺ＯＡ ———bJE·~�y�x，̧ ¹÷¨Í^¨�（ｋＪ／ｋｇ）；

犘ｖｍａ ———E`~�yZKx，̧ ¹÷ªT（Ｗ）；

犘ｉｎ ———ＥＲＶyETUV，̧ ¹÷ªT（Ｗ）；

犆犗犈ｕｎｄｕｃｔｅｄ ———NÏJ*ＥＲＶyZefg；

犿ＳＡ ———`J¨KmK，̧ ¹÷¨�^<（ｋｇ／ｓ）；

犝犈犃犜犚 ———Pl��:Eh，g~0g（％）��；

狆ｓ狀 ———Ex·yQ^LM，̧ ¹÷oD§（Ｐａ）；

狆ｖ狀 ———Ex·ylM，̧ ¹÷oD§（Ｐａ）；

νｓ ———`Jyhn，̧ ¹÷.=¦^¨�（ｍ３／ｋｇ）；

犘ｅｍ ———ＥＲＶ¡ìPyETUV，̧ ¹÷ªT（Ｗ）；

犘ａｕｘ ———ＥＲＶ¡UÙì�<*yETUV，̧ ¹÷ªT（Ｗ）。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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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　犌
（.,/µ¶）

ßà%&'*+/W����

犌．１　��9:6£i

犌．１．１　Ａ1;<C�B(C¸PijkＥＲＶy«;，���Ｇ．１。

　　w½：

１ ———.;ＥＲＶ；

２ ———LM«KC�；

３ ———~�µªC�；

４ ———~��]C�；

５ ———JK«KC�；

６ ———LM'PC�；

７ ———~�±åC�；

８ ———ÏSRMñ；

９ ———;Q�ÓÔ；

１０———;]�ÓÔ。

· 犌．１　á*ßà犈犚犞¢�9:p¸·

犌．１．２　Ｂ1;<C�B(CÏPÐªijkＥＲＶy«;，���Ｇ．２。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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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½：

　　１———.;ＥＲＶ（ＡPl）；

２———LM«KC�；

３———~�µªC�；

４———~��]C�；

５———JK«KC�；

６———LM'PC�；

　　７ ———~�±åC�；

８ ———ÏSRMñ；

９ ———;Q�ÓÔ；

１０———;]�ÓÔ；

１１———.;ＥＲＶ（ＢPl）。

· 犌．２　â*ãäßà犈犚犞¢�9:p¸·

犌．１．３　;<(2�KÊË�５y9:。

犌．２　��ËÌ

犌．２．１　á*ßà犈犚犞

犌．２．１．１　¸PijkＥＲＶ~�l1&Z;<KuvHIＡ%.y;<=>E·，«;34BVJK、
JM-UV。

犌．２．１．２　??.;ＥＲＶyUZ。.;ＥＲＶ ÑWy、°J°Z、Ex·°J½*、ÏSmJPS.{
XdmSy'P�lc，D.{XdmS'P�y'P�，K0�D�Ｇ．３Y�y狋ｓ、狋ｐ {î]，Ï
Ec}D·。

　　w½：

狋ｓ———`JD·{o；

狋ｐ———�JD·{o。

· 犌．３　á*ßà犈犚犞Ù)`abcåÇ·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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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２．１．３　¸PijkＥＲＶ�KXY��xJ�tr��Ｇ．４，«;D·0÷３�Òî：Òî１÷G
µeÒî，Òî２÷WµeÒî，Òî３÷gê`ÉÒî。p`Jx·5E３>c}D·`Éy�tµ
�x2３>`É{ø>`Jx·�tµ�xy-}NÅC０．５℃，@�wWµe，OûIgê`É。D
gê`ÉÒî，5E`É`Jx·~��t０．５ｈ，[V^�ÓÔy`Jx·~��tyÆIx、¡ox
-5Yxyµ�x，�÷lＥＲＶyAe`J�t。g;]、Q~��t-Ae`J�t�÷oê，u
vHIＦwxyÂk[VWXYeV。

　　w½：

狋ｓ ———`JD·{o；

Δ狋 ———GµeÒî2µeÒî�t}。

· 犌．４　á*ßà犈犚犞æI&'��§)���½·

犌．２．１．４　¸PijkＥＲＶWKXY��xJ�tr�� Ｇ．５，«;D·Òî-[V]nK'ª

Ｇ．２．１．３y9:。

　　w½：

狋ｓ ———`JD·{o；

Δ狋 ———GµeÒî2µeÒî�t}。

· 犌．５　á*ßà犈犚犞%I&'��§)���½·

犌．２．２　â*ãäßà犈犚犞

犌．２．２．１　ÏPÐªijkＥＲＶ~�l1&Z;<KuHIＡ%.y;<=>E·，«;34BVJ
K、JM-UV。

犌．２．２．２　??.;ＥＲＶyUZ。.;ＥＲＶ ��JK'P{î��ÐªyPlＡ-PlＢlc，

^�Pl�BVÑWy、°J°Z、Ex·°J½*、ÏSmJPS.{XdmSy'P�，D.{Xd
mS'P�y'P�，K0�D�Ｇ．６Y�y狋ｓ、狋ｐ {î]，ÏEc}D·。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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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犃*+

犫）　犅*+

　　w½：

狋ｓ———ＡPl`JD·{o（ＢPl�JD·{o）；

狋ｐ———ＡPl�JD·{o（ＢPl`JD·{o）。

· 犌．６　â*ãä犈犚犞Ù)`abcåÇ·

犌．２．２．３　ÏPÐªijkＥＲＶ�KXY��xJ�tr��Ｇ．７，U«;D·Òî-[V]nK'
ªＧ．２．１．３y9:。

犪）　犃*+

· 犌．７　â*ãäßà犈犚犞æI&'��§)���½·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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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　犅*+

　　w½：

狋ｓ ———ＡPl`JD·{o（ＢPl�JD·{o）；

Δ狋 ———GµeÒî2µeÒî�t}。

· 犌．７（E）

犌．２．２．４　ÏPÐªijkＥＲＶWKXY��xJ�tr��Ｇ．８，U«;D·Òî-[V]nK'
ªＧ．２．１．４y9:。

犪）　犃*+

犫）　犅*+

　　w½：

狋ｓ ———ＡPl`JD·{o（ＢPl�JD·{o）；

Δ狋 ———GµeÒî2µeÒî�t}。

· 犌．８　â*ãäßà犈犚犞%I&'��§)���½·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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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　犎
（.,/µ¶）

~�、~r�����

犎．１　��9:6£i

犎．１．１　mn、m5o;<C���� Ｈ．１。

　　w½：

１（ＯＡ）———bJ�m；

２（ＳＡ）———`J�m；

３（ＲＡ）———XJ�m；

４（ＥＡ）———�J�m；

５ ———.;ＥＲＶiＥＲＣ；

６ ———LM'PC�；

７ ———LM«KC�；

８ ———JK«KC�；

９ ———~�µªC�；

１０ ———~�±åC�；

１１ ———~��]C�；

１２ ———;Q�ÓÔ；

１３ ———;]�ÓÔ。

· 犎．１　~�、~r���9:p¸·

犎．１．２　;<(2�KÊË�５y9:。

犎．２　��ËÌ

犎．２．１　ué(w½ÕlC.;ＥＲＶ-ＥＲＣ。

犎．２．２　uv�３%.y;<��，±¯ÓÔ�*-.;ＥＲＶ-ＥＲＣJK、LM�w��9:。

犎．２．３　��@.４ｈ*，4«??.;ＥＲＶ-ＥＲＣy;]�À?mnÿ�，??.;ＥＲＶ-ＥＲＣ
P]Â�LÖÀm5o/GD，m5o��LÖ°â。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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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　犐
（.,/µ¶）
������

犐．１　��9:6£i

犐．１．１　��9:

犐．１．１．１　pq«K;K²×®�q;iJ�q;。�²×J�q;，ú�K÷CU�。
犐．１．１．２　«K;yq¼ÓÔK'ªＧＢ／Ｔ９０６８¡�Ñ>（B(C`JK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
u>（B(C`JKNÅC３０００ｍ３／ｈyＥＲＶ）y9:。

犐．１．１．３　�CJ·5ÏJZyＥＲＶ，Upq«K(5ÏJZK`(�qJ*，¦tK÷２ｍ。

犐．１．１．４　LM«�¹�2.;ＥＲＶ�KJ·y¢£KÊËHIＡy9:。

犐．１．２　��£i

;<(2�KÊË�５y9:。

犐．２　����

犐．２．１　ué(w½ÕlCＥＲＶ，5Ï�qJ*。

犐．２．２　±¯.;ＥＲＶ�w�３%.y;<��，D·１０ｍｉｎ。

犐．２．３　��k、.k、�úkØC、�ÙÚk½C、�ÙÚkØC、§kＥＲＶK0�uＩ．１～Ｉ．６Y
�¹�«Kpqx。

　　w½：

　　１———.;ＥＲＶ；

２———LM±åC�；

３———LMÓ；

４———pq«�；

　　５———ú�；

６———«;;；

７———Û;。

·犐．１　Âç犈犚犞��¢�p¸·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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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½：

１———.;ＥＲＶ；

２———LM±åC�；

３———LMÓ；

４———pq«�；

５———ú�；

６———PlG�；

７———«;;；

８———Û;。

·犐．２　è犈犚犞��¢�p¸·

犪）　èé·

·犐．３　ê�ë9犈犚犞��¢�p¸·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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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　ìé·

　　w½：

１———.;ＥＲＶ；

２———LM±åC�；

３———LMÓ；

４———pq«�；

５———«;;；

６———Û;；

７———ú�。

·犐．３（E）

　　w½：

１———.;ＥＲＶ；

２———LM±åC�；

３———LMÓ；

４———pq«�；

５———ú�；

６———«;;；

７———Û;；

８———`Jx·YD�。

·犐．４　íîïð9犈犚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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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½：

１———.;ＥＲＶ；

２———LM±åC�；

３———LMÓ；

４———pq«�；

５———«;;；

６———Û;；

７———ú�。

·犐．５　íîïë9犈犚犞��¢�p¸·

　　w½：

１———.;ＥＲＶ；

２———LM±åC�；

３———LMÓ；

４———pq«�；

５———«;;；

６———Û;；

７———ú�。

·犐．６　ñ犈犚犞��¢�p¸·

犐．２．４　[\pq;<KuvＧＢ／Ｔ９０６８y9:E·。

犐．２．５　uＧＢ／Ｔ９０６８%.y=>[V-�G;<gê。

５４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µ　¶　犑
（.,/µ¶）

<�/W����

犑．１　��9:6£i

犑．１．１　;<C�、2�KÊËHIＦy9:。

犑．１．２　;<C�KZ'PÌ�w;<9:y��，��Ｊ．１。

i犑．１　犈犚犞6犈犚犆<�/W����

34

XJE· bJE·

s��t

℃

F��t

℃

s��t

℃

F��t

℃

JK

WKXY�� ２０±０．５ １４±０．５ －１５±０．５ — �+

�KXY�� ２２±０．５ １７±０．５ ３５±０．５ ２９±０．５ �+

°J�� ２２±０．５ — ２０±０．５ — �+

犑．２　��ËÌ

犑．２．１　oêHIＡ、HIＥ、HIＦ%.y;<=>，«;ＥＲＶiＥＲＣyJKJM、̀ JabJV-�
+JK�yWcdeV。

犑．２．２　uvＪ．１Y�cr;<�bmÑ�c３�èSy;<，̄ �cr;<�¯y�Ñ'P�I�
Ｊ．２。�K^�èSy;<�Ñ��：

ａ）　±åÓÔ'PfÕ，�w9:y�KXY;<��，.;ＥＲＶiＥＲＣD�+JK�5ED·

１ｈ；

ｂ）　±åÓÔ'PfÕ，�w9:y°J;<��，.;ＥＲＶiＥＲＣD�+JK�5ED·１ｈ；

ｃ）　±åÓÔ'PfÕ，�w9:yWKXY;<��，.;ＥＲＶiＥＲＣD�+JK�5ED·

１ｈ；

ｄ）　±åÓÔ'PfÕ，�w9:y°J;<��，.;ＥＲＶiＥＲＣD�+JK�5ED·１ｈ。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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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１　<���òó�ôp¸·

·犑．２　<���;�ôåÇ·

犑．２．３　�c３�èSycr;<*，uHIＡ、HIＥ、HIＦ%.y;<=>，«;ＥＲＶiＥＲＣyJ
KJM、̀ JabJV-�+JK�yWcdeV，5,2cr&Z;<!�h-}NKÅC３％，þ
KÊË�２y9:。

犌犅／犜２１０８７—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