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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01

sXY%.¢jAhGα-Gβ��&BSH01N2£。

sXY¤(¥A:hGα-GβBH.。

２　/0,2345

¦§)*¨¥s)*B©(ª«Z¬B。®ª¯°±B'()*，²¯°±B³s¤(¥s)

*。®ªZ¯°±B'()*，́ µ¶³s（·¸�¹Bº»|）¤(¥s)*。

ＧＢ１４８８３（�¹¼½）　¾;h��&¿TS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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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67)89

¦§+,-./¤(¥s)*。

３．１　

:;<　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
(È]^ªÉ¹«2ÊË��&SHBÌÍ]^Î，ÆÏ(犔Ｃ ÐÑ，Ò]（Ó©SH]^ÔZ«

SH）BÕÖα＝０．０５×，犔Ｃ ©ØÙÚ（１）：

狆ｒ（犔^ ＞犔Ｃ，犔＝０）≤α …………………………（１）

　　Úh：

犔^———SHBI，犔＝０ÐÑÛSHI½ÜBh�ÎÔ０。

３．２　

=.>　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
?@A=.>　犿犻狀犻犿狌犿犱犲狋犲犮狋犪犫犾犲犾犻犿犻狋
ÄÝsÞßàáßâãÎä½åBµæ¬`HçèÎ（ÆÏ(犔Ｄ ÐÑ），ÝsÞßàáßâãÎ

ä½ZåBÒéÕÖβ＝０．０５×，犔Ｄ ©ØÙÚ（２）：

狆狉（犔^ ≤犔Ｃ，犔＝犔Ｄ）＝β …………………………（２）

　　Úh：

犔^———SHBI，犔＝犔Ｄ ÐÑÛSHI½ÜBh�ÎÔ犔Ｄ。

êA:B��&¿TSHh，̀ HatZëìí¹×îÐÑÔµæ¬`Hï\（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ＤＡ）ß µ æ ¬ ` H ï \ ð \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Ｄ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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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BCDEF　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犮狅狌狀狋狉犪狋犲
ñ:;B��&ò，́ óôõ'yBbLÖ。

３．４　

=.GF　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êÌ.B`Hö*¦，H÷BøùLÝêëÌ×úúûüý�þÿ�wB!"øùGLB#Î。

３．５　

HIJK　狊犮狉犲犲狀犻狀犵犾犲狏犲犾狊
Gα-GβHIOPB��&EF，(¥ªÉ$2ÊËA:h��&%õ½ÇB]^。

４　LMNO

４．１　&'ü(¹αß)β��&%õ*+×，©ÊËGα-Gβ��&H.。

４．２　Ì,©tＧＢ１４８８３-.B01¨A:ÊËð/�>?，0Ó´�êHI1�，2\ê８５℃3¦，
456ÿ÷78，9:êHI1�;<=>78B?@ABH:;，&SHCDEF\GH×，¬3;
<ÓA:;ÊË�I>?。

４．３　¨αH.，J¬3ÆKl@Lð/，KMl@L¿，NO¥HI1�PQBH:。

４．４　BH:BGα-Gβ��&，(¹α-βøù`HRBCDÊËbLH.，©(α-βÿ�'ÁY
þ¨bLCDÊËÁY。

５　PQRS)TU

５．１　RS

５．１．１　VWXY

５．１．１．１　αVWXY

©SMÛSA:h��&%õB¬ÄTUVWαXYXY。ÆÏZ(j[αÿ�%õBXYX
Y，\]，２４１Ａｍ-２３９ＰｕXYXY。&Z(２３９Ｐｕ×，©e^_êBÌ"`T２４１Ｐｕ，ôÔabcd２４１Ａｍ

XYXYB@9。&Z(２４１Ａｍ，©e^γÿ�Beê7f。

５．１．１．２　βVWXY

©SMÛSA:h��&%õB¬ÄTUVWβXYXY。ê１０５℃78÷g.TIBh4ih
B４０Ｋ，¬3jÔklβÿ�'XYXY。ÆÏZ(j[βÿ�%õBXYXY，\]，９０Ｓｒ９０ＹXY
XY。

５．１．１．３　Z[\]^_,S

mnop。

５．１．１．４　`a,bcXS

oq。

５．１．１．５　J

©rsＩＳＯ３６９６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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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６　αa+defghijRS

６ｍｏｌ／Ｌtu4v（ＮＨ４ＯＨ）XY；１５．８ｍｏｌ／Ｌwn（ＨＮＯ３）XY；１ｍｏｌ／Ｌxn（Ｈ２ＳＯ４）XY；y
z'，５ｍｇ／ｍＬyXY；{z'，５ｍｇ／ｍＬ{XY。

５．１．２　klRS

ñ��&XYXYò，́ ó�¹67©ª½Ç)|，:}Z>~¹��¬`H÷Bα-βï\。

５．２　TU

５．２．１　mnoapqrsTU

ÂÀÃ_�-:;@9Ï(89©¹��1，��6ÿRß��´ós¤B�R。

５．２．２　αa+defghptuTU

�¹��89B���；�ò�；�àKMCD。

５．２．３　.vw

�(��BZ��1。HI1B;�©SM`HR;�-bLR�(þ�.RB�æ:.。HI
1¬(��ß45��>?，ß�¬3Z(���HI1。êl@LB�.ìí¦，©¹ÌÍ�P��
ÓM �.êHI1�。

５．２．４　.vTU（αβDEx）

Gα-Gβï\HI¡¬(¢Ð£¤（ＳＳＢ）SHR，î¬3Z(¥¦§#bLR、̈ ù¯©¢`H
R-?¦（≤１００μｇ·ｃｍ

－２）§#bLR。ªò，Gα-Gβï\J¬½«(¬ïBx4®¯°±-
²³¯°`HRÊËbLHI。

６　&yz{、|})~U

６．１　&yz{�3LM

６．１．１　duＧＢ１４８８３@.A:;<:jo´µJK，N¶·tªJKÊË<:。

６．１．２　<:¸Rµ¹(¸IZæ¥３ＬBºop²³»。2Ä¶¼½¾，N¸¿Àå，:}¸¿ÁÂ。
©Ã¬ÄZ(Ä¾¸R，̧ RBÅ-ÆBÇ³©Ý¸RÈë。êÌÉìí¦，J$2(ºop?Ê·
Ë，µ¹(Ì½·Ë¾。

６．１．３　<:!©Ó¸R(E-ÂÍ7ÁÂ，ñÎÏÐ、ÑÒÓ(�ÈEÂ7Ô，lÓ�©¤I１０％wn
（ßÕn）Ö×８ｈ，ØwÙ7Ó(�ÈEÚÂ３Û，N(6ÜEÝ½ÞÂ7Ô。

６．１．４　êåß<=×，A:<=¨à©áàN�âª×BAY，9ª×úåßb×NãØ3ÓBAY，
¯ä<=µÓÌÛAY，Ó２４ｈBAYå¼æ=¥%#BA¸Rü，çÍjèBA:©é©ê�Ø:
¸Rh，ZëjèBA:Z>ëé；êA:<=±，æ=¨àZ2ÊËGìBí�。

６．２　%&y�|}

６．２．１　Ó<=BA:;ëî，tAGI'AB２％�©ðwnÓïîqð，ñ2_�，qòÿó。

６．２．２　OôØ:，©õöHI２４ｈABG'A，÷GTI，bcwÈ¨¼\，HIABAøùI。

６．２．３　Y[úWåA:B'A、TI、È¨¼\、Aøù、<ABß3-û3，Û<AjèB&«、ü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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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ÿ�í!ç"。

６．３　%&p��)��

６．３．１　<=B:;©#$%&，2qòí'N�_KJh()，qò:;Û*+ß*+*+，:;_�
×2qò,¥45--¿j(Z%õ.V¥R/B0�，2qò:;X1B(2-3)。

６．３．２　Ô45*+，:;Bí'N�_89、�_¸R-:;_�ä©%6Á7，µ¹Z(ÌÛ&�_
¸R。

６．３．３　�_:;×，©¯ä3¦B89：

ａ）　ê:;æ=Ó，©<(¤&B01�_:;，45:;、<T、½;ß*+；

ｂ） ½Ç!$=±�_B:;，2£¨:;>?、>@，ß�ò�qA7（]BxntC，DE）；

ｃ） :;$2F±�_×，ê<:Ó，©õöÓ´GHÔI.B:;PÚ3J�_；

ｄ） �_:sB¸R©Z¨:;K-:;，L´¨�nBY':sB_�¸R，�Z(ºop
Ç³；

ｅ） �_×úZFB:;，ÆÏ¬�_êMNO。]P�b$2GF×úB_�，¬3P�]QR
XYßST4Cqð7（５％EXY，３．５ｍＬ／Ｌ）3qòÿó。©úW¹<:B°±。

６．４　�.&yp~U

６．４．１　A:;、ÁY:;-àá:;ÆÏZ(n4>?，:ªÓð/ÓBA:;<êHI1�6ÿ、7
8-@L。]P�.ìí¦$2n4>?，¬3Z(ðwn（Z©Z(Õn）。

６．４．２　êÊË;<@L!HI1©t¦I01Y9：

ａ）　Ô[%H6:;ÄêHI1�Uî½Ü，NZ´UîBÐ£¼\@LVOêHI1�，©Z(
X7ßÐ£ï&7¨HI1ÊËWX>?；

ｂ） ÔqòÂÀÃ�YZ['y��»&，\WX>?BHI1]¹õöZ(×©%_ê78
Rh。

ｃ） êZ(!÷HI1，NúW´TI（犿ｐ）。]PZ(l@L01，Z(!÷HI1-M ，Nú
W´TI（犿ｐｆ）；

ｄ） Ô^*+*+，Z�_`Z(HI1。]P2_`Z(，©[%HI1]¹Û*+。

６．４．３　;<6ÿ@LJK]¦：

ａ） Z(Z[.\\aB��ßb��4�:RÓ¼½ð/:;�÷HI1h，æ�c6ÿ78。
Ô^de'yB3)，©%6fÍHI1BÐ£2\ê８５℃3¦，$45¹��K�Bä
g。êÓHI1hBSH¼½6ÿ73!，¬3Z(¤&B89�6ÿ。Z(��ß��B
HI1¸¿>÷µ¹BUî@L；

ｂ） Ôa@�.æhà，i¦B@L¿©PQÌÍÐ£¼\UîB?j，N[%ÝÁYþBk�P
�Ìl。]P@L]¹Uîmå，¬¤&�noßÐ£ï&7；

ｃ） êHI1>p÷Ã2Ó，ÊË÷_，úW´TI（犿ｐｄ），@LBTI（犿ｄ），(Ú（３）bc：

犿ｄ＝犿ｐｄ－犿ｐ …………………………（３）

Úh：

犿ｄ———AY@LBTI，|}Ôq（ｇ）；

犿ｐｄ———HI1Ý@LBTIr-，|}Ôq（ｇ）；

犿ｐ———HI1BTI，|}Ôq（ｇ）。

６．４．４　l@LJK]¦：

ａ）　-.[j'AÔ５００ｍＬ，&ÛH:;'AGæ，¬�E÷５００ｍＬ；&ÛH:;'A�¥

５００ｍＬ，¬6ÿð/÷５０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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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st[j'AüBｐＨu７．０±０．５；

ｃ） �©２０ｍＬxn，ê��1�vw５ｍｉｎ，Në×��；

ｄ） ê2\x÷５０℃yz×，�©１ｍＬ{z'XY，��３０ｍｉｎ；

ｅ） ({xnÕ@L；

ｆ） 0�１ｍＬyz'XY；

ｇ） (tu4vÌ{Ì{sfｐＨ，;÷y（Ⅲ）tu4¿@Lwh；|}��３０ｍｉｎ；

ｈ） KMl@L¿；

ｉ） ÓM �©¬~�BHI1h，Ô4578×<P，(�P��Ó´�.êHI1�；ê¤h
B2\¦Ó´78；

ｊ） êHI1-M >p÷Ã2Ó，̈ ´ÊË÷_，NúW´TI（犿ｐｆｄ）；

ｋ） (Ú（４）[.@LBTI：

犿ｄ＝犿ｐｆｄ－犿ｐｆ …………………………（４）

Úh：

犿ｄ ———AY@LBTI，|}Ôq（ｇ）；

犿ｐｆｄ ———HI1ÝM 3N@LBTIr-，|}Ôq（ｇ）；

犿ｐｆ ———HI1ÝM BTI，|}Ôq（ｇ）。

６．４．５　Ï%A:HIÌ,©ÆK6ÿð/A:È�HHIBEF\。6ÿð/×，́ �jJK]¦：

ａ）　IØÌ.'ABA:ïî�u¥×�，Ó¤I:;�©6ÿ¸R（]�6ÿ/ß��）h；

ｂ）Z(��ß����6ÿ¸R，ê７０℃¦6ÿ，&Y'I^Ì�×，�©i�:;，|}ªK
J，;u:;��；

ｃ） Y'I�×，Ó´G�uæ�6ÿ/hð/。Z(KB¸R(I6ÜEÂÍ，N�©ð/
Y。�÷R0�¹��¿!.V×，(L��Ä�Â，ÂÍsN©ð/Y，6ÿð/u２０ｍＬ，
jÔð/Y':BH；

ｄ） ]$|}ð/78，¬(�ò���，Ì;ð/÷EÈk��)。²³HI¸R���¹×b
<P，©¯ä�-:;B�¨Z2��。

６．４．６　6ÿð/Y:;©¯ä3¦89：

ａ）　&(Z��16ÿY':;×，245:;Bde-()，Ôª，�Z(,2UB�G6ÿR
ß6ÿ�；

ｂ） 6ÿ¸R©(Z.æ��&%õBÇ³@Q；

ｃ） ��&�、�、�!%õ6ÿ×B2\Z�H¥７０℃；

ｄ） $2� 6ÿ×，�Z(G�6ÿCD，¡×¬6ÿZë'A，µ¢Z2£K３Ｌ。

７　%pHIJK

７．１　A:½Çh，¤¥©¤¥[.α-βBG��&。²êGαßGβ��&H¥ê�BCDEF×，
¦$2ÊËA:h��&%õB½Ç。

７．２　A:hBCDEF，Gαï\Ô５×１０－５Ｂｑ／Ｌ，Gβï\Ô０．３Ｂｑ／Ｌ。

７．３　Ï%BG��&ï\HIh，§§`HZ÷ÿ�ñÄIβB��&%õ、ÌÉZ'（]�）-¿¨
ÿB��&%õ（]�），ôªêG��&ï\CDXYhZ·¸¡Tβ��&%õ。Ï%½Ç]¹«
2½Ç¡É��&%õ，©]P$2½Ç，©<(�.��&%õB<:-HIª+。

７．４　iªj'«$Bâs«õ，{2ªÆK¬©¾¿Û.æ。]PHIBGβ£K０．３Ｂｑ／ＬBCDE
F，©®^Îi４０¨βB¯fÓBGβ。01ª¤¥[.Gi，0e^÷Gihi４０Bβ#ï\Ô

２７．９Ｂｑ／ｇ，9:¬3bci４０Bβ��&。

５

犌犅犣／犜２６９—２０１６

华东公共卫生 
www.ecphf.cn



８　(α)(βp.v��

８．１　BC)��&p.8

８．１．１　êÝHIBH:;ë:ö*¦，HIÁ7HI1BsÞ��&ï\。_`bL，;÷sÞHI

ÎI.。

８．１．２　]P(¢67，êÝHIBH:;ë:ö*¦，H.Á7HI1-67Bàá:ï\。_`b

L[°à:，;÷àá:HIÎI.。

８．２　DE���W

８．２．１　©Y9ÌÍk�-âTö*（HI1、�@L¿BM -Ó´�.êHI1B�P��!）ÝB

H:;È±²BÁYþXY。

８．２．２　Ó\aY[÷I（v５Ｂｑ～１０Ｂｑ）BXYþXY�©³ßA:h，ß;<ÓXYþXY�÷H

I1�，NZ(ÈëBþ@9JK。

８．２．３　¡ÉXYþ(`HRHI，tZ[.\Ô１％8.bL×ú（u©１００００ÍbL）。

８．２．４　α-βbL´Ö½«(Ú（５）-Ú（６）bc：

εα＝
狉Ｓα－狉０α

犃α

…………………………（５）

　　Úh：

εα ———αBbL´Ö；

狉Ｓα———9α¦¾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犃α———αÁYþBï\，|}Ô¶¬（Ｂｑ）。

εβ＝
狉Ｓβ－狉０β
犃β

…………………………（６）

　　Úh：

εβ ———βBbL´Ö；

狉Ｓβ———9β¦¾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β———9β¦¾BsÞ:;bLÖ，|}Ôçµ（ｓ－１）；

犃β———βÁYþBï\，|}Ô¶¬（Ｂｑ）。

８．２．５　Ì,ìí¦，¥$¨βøùbL´ÖÊË�.æÁY。¨αøùbL´Ö$2ÊË�.æBÁ
Y，�.æ;<Ø·¥:;þ¸\，́ �.æôù(Ú（７）./-®b：

犳ａα＝
εａα

εα
…………………………（７）

　　Úh：

犳ａα——— :;ａ¨αøùB�.æôù；

εａα——— :;ａ¨αøùBbL´Ö；

εα ———αBbL´Ö。

８．２．６　¨ëÌ:;ａ，êÈëö*¦@9¹ÍH6:。´hÌÍÔ¥$�.æÁYBH6:，ºÌÍÔ
�.æH6:，»P�\aï\BXYXY。:;ａ¨αBbL´Ö(Ú（８）bc：

εａα＝
狉ａα－狉ｇα

犃ａ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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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h：

εａα———:sａ¨αBbL´Ö；

狉ａα———9α¦¾B:;ａ�.æ:BbLÖ，|}Ôçµ（ｓ－１）；

狉ｇα———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犃ａ———:;ａh�ÊB��&ï\，|}Ô¶¬（Ｂｑ）。

８．２．７　@9Ì¼ÁYþ，a½¹ÈëBXYï\-ZëTI，t８．２．５H.�.æ´Ö。9HIBL
M，¬3>÷�.æôù¾TI<4B¿LÀC。

９　.vE�p|}�����

９．１　_���D�

９．１．１　αï\ð\犮α ¬(Ú（９）bc：

犮α＝（狉ｇα－狉０α）狑 …………………………（９）

　　Úh：

犮α ———αï\ð\，|}Ô¶¬çÁ（Ｂｑ／Ｌ）；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Ú（１０）ÐÑ：

狑＝
１

犞εα犳ａα
…………………………（１０）

　　Úh：

犞 ———HI:;B'A，|}ÔÁ（Ｌ）；

εα ———αBbL´Ö；

犳ａα——— :;ａ¨αøùB�.æôù。

９．１．２　βï\ð\犮β¬3(Ú（１１）bc：

犮β＝

狉ｇβ－狉０β－
狉Ｓα→β
狉Ｓα

（狉ｇβ－狉０β）

犞εβ犳ａβ
…………………………（１１）

　　Úh：

犮β　 ———βï\ð\，|}Ô¶¬çÁ（Ｂｑ／Ｌ）；

狉ｇβ ———9β¦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β ———9β¦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狉Ｓα→β———ªHIαÁYþ×β¦¾BbLÖ，|}Ôçµ（ｓ－１）；

狉Ｓα ———9α¦¾B:;bLÖ，|}Ôçµ（ｓ－１）；

犞 ———HI:;B'A，|}ÔÁ（Ｌ）；

εβ ———βBbL´Ö；

犳ａβ ———:;ａ¨βøùB�.æôù。
χ ªα¨βBÂfº§ôù，¬(Ú（１２）bc：

χ＝
狉Ｓα→β
狉Ｓα

…………………………（１２）

　　Úh：
χ　 ———α¨βBÂfº§ôù；

狉Ｓα→β———ªHIαÁYþ×β¦¾BbLÖ，|}Ôçµ（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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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Ｓα ———9α¦¾B:;bLÖ，|}Ôçµ（ｓ－１）。

９．２　VW��8�D�

α-βï\ð\XYZ[.\BbcÃÄVWＡhＡ．１。

９．３　:;<)=.>pD�

α-βï\ð\]^_-`HaBbc½«ÄVWＡhＡ．２- Ａ．３。

９．４　��>��pD�

OçaäúBbcÃÄVWＡhＡ．４。

９．５　-.��

SHQR©rsＧＢ／Ｔ２７０２５B2£，Nu·¸]¦Bç"：

ａ）　duBmÅXY；

ｂ） Ô�fB:sÆ.�«$B�¹ç"；

ｃ） OPÐÑB|}；

ｄ） SHOP，犮Ａ±狌（犮Ａ）ß犮Ａ±Ｕ，ÝªÈÀB犽Î。
J¬3�Ç]¦BÈÝç"，]：

ａ）　ÕÖα，β-（１－γ）；

ｂ） `H_-`Ha；

ｃ） ñ¥`H_ß`Ha×t]¦0ÚQROP：
&ï\ð\，犮Ａ Ý`H_#G，́ HIOPñ¥`H_，OP©ÐÑÔ≤ＣＡ，

&ï\ð\，犮Ａ Ý`Ha#G，́ HIOPñ¥`Ha，OP©ÐÑÔ≤ＣＡ＃。

１０　-.p�v�~

１０．１　���~

©Ó�(÷B67，SH´ªÉ¹��&*+，́ ï\©¬3ÉÊZb。

１０．２　_� ¡�~

１０．２．１　¢£¤e

©&U@Ë!ÌÉ��&%õê6ÿ5Ì¬Ä,¥¨ÿ:()。\]，Íl２２２Ｒｎê>?KJhb
3)，l:©e^２２６ＲａBù'��&%õ，¾ÓQFÔbLþ。ÎC§２２４Ｒａrù'��&%õîbÿ
-TÏBìí。

１０．２．２　¥

ÌÉαÿ�BÐë}õ¹×¨ABGαHIbK-cd，�«ªêÈ¨ñB2\，́ Ñ4¿J¬Ä
¨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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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犃
（/0,¦§）

VW��8�、:;<)=.>pD�

犃．１　VW��8�pD�

犃．１．１　α_���pVW��8�

犃．１．１．１　αï\ð\BXYZ[.\(Ú（Ａ．１）bc：

狌（犮Ａ）＝ 狑２ 狌２（狉ｇα）＋狌
２（狉０α）［ ］＋犮Ａ

２狌ｒｅｌ
２（犮Ａ槡 ）

＝ 狑２ 狉ｇα

狋ｇ
＋
狉０α

狋０
［ ］＋犮Ａ２狌ｒｅｌ２（犮Ａ槡

）

…………………………（Ａ．１）

　　Úh：

犮Ａ　　 ———αï\ð\，|}Ô¶¬çÁ（Ｂｑ／Ｌ）；

狌（犮Ａ） ———犮Ａ HIOPBXYZ[.\，|}Ô¶¬çÁ（Ｂｑ／Ｌ）；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狌（狉ｇα）———狉ｇαHIOPBXYZ[.\，|}Ô¶¬çÁ（Ｂｑ／Ｌ）；

狌（狉０α）———狉０αHIOPBXYZ[.\，|}Ô¶¬çÁ（Ｂｑ／Ｌ）；

狌ｒｅｌ（犮Ａ）———犮Ａ HIOPBÈ¨XYZ[.\；

狉ｇａ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狋０ ———sÞHI×ú，|}Ôµ（ｓ）。

犃．１．１．２　,¥bL×ú-l@LÒÓBZ[.\#´óÈþBZ[.\2æ�¢，¬3ÉÊ，狑 BZ
[.\(Ú（Ａ．２）bc：

狌ｒｅｌ
２（狑）＝狌ｒｅｌ

２（εα）＋狌ｒｅｌ
２（犞）＋狌ｒｅｌ

２（犳ａα） …………………（Ａ．２）

　　Úh：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狌ｒｅｌ（εα）———εα HIOPBÈ¨Z[.\；

狌ｒｅｌ（犞）———'AHIOPBÈ¨Z[.\；

狌ｒｅｌ（犳ａα）———犳ａαHIOPBÈ¨Z[.\。

犃．１．１．３　εα BÈ¨Z[.\(Ú（Ａ．３）bc：

狌ｒｅｌ
２（εα）＝狌ｒｅｌ

２（狉Ｓα－狉０α）＋狌ｒｅｌ
２（犃α）＝

（狉Ｓα／狋Ｓ）＋（狉０α／狋０）

（狉Ｓα－狉０α）
２ ＋狌ｒｅｌ

２（犃α） ……（Ａ．３）

　　Úh：

狌ｒｅｌ（εα）　　 ———εα BÈ¨Z[.\；

狌ｒｅｌ（狉Ｓα－狉０α）———HIOPBÈ¨Z[.\；

狉Ｓα ———9α¦¾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Ｓ ———:;HI×ú，|}Ôµ（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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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０ ———sÞHI×ú，|}Ôµ（ｓ）；

狌ｒｅｌ
２（犃α） ———ÝÁYþÈÀB�¹Z[.\。

犃．１．２　β_���pVW��8�

βï\ð\BXYZ[.\(Ú（Ａ．４）～（Ａ．６）bc：

狌（犮Ａ）＝ 狑２ 狌２（狉ｇβ）＋狌
２（狉０β）＋（狉ｇα－狉０α）

２
χ（χ＋１）

狉Ｓα狋Ｓα
＋χ

２狉ｇα

狋ｇ
＋
狉０α

狋０
（ ）［ ］＋犮Ａ２狌ｒｅｌ２（狑槡

）

……（Ａ．４）

　　Úh：

狌（犮Ａ）———βï\ð\BXYZ[.\；

狑 ———Ôï\º§ôù，|}ÔçÁ（Ｌ－１）；

狌（狉ｇβ）———狉ｇβBZ[.\；

狌（狉０β）———狉０βBZ[.\；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χ ———α¨βBÂfº§ôù；

狉Ｓα ———9α¦¾B:;bLÖ，|}Ôçµ（ｓ－１）；

狋Ｓα ———9α¦:;HI×ú，|}Ôµ（ｓ）；

狋ｇ ———:;HI×ú，|}Ôµ（ｓ）；

狋０ ———sÞHI×ú，|}Ôµ（ｓ）；

犮Ａ ———ï\ð\，|}Ô¶¬çÁ（Ｂｑ／Ｌ）；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ÔÔ4ÕÚ（Ａ．５），./犜（χ）ÔÔ4ôù，]Ú（Ａ．６）�Ñ：

犜（χ）＝（狉ｇα－狉０α）
２
χ（χ＋１）

狉Ｓα狋Ｓα
＋χ

２狉ｇα

狋ｇ
＋
狉０α

狋０
（ ） ……………………（Ａ．５）

　　Úh：

犜（χ）———Ô4ôù；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χ ———α¨βBÂfº§ôù；

狉Ｓα ———9α¦¾B:;bLÖ，|}Ôçµ（ｓ－１）；

狋Ｓα ———9α¦:;HI×ú，|}Ôµ（ｓ）；

狋ｇ ———:;HI×ú，|}Ôµ（ｓ）；

狋０ ———sÞHI×ú，|}Ôµ（ｓ）。
xÚ（Ａ．４）¬Ô4ÖÔÚ（Ａ．６）：

狌（犮Ａ）＝ 狑２ 狉ｇα

狋ｇ
＋
狉０α

狋０
＋犜（χ）［ ］＋犮Ａ２狌ｒｅｌ２（狑槡

） …………………（Ａ．６）

　　Úh：

狌（犮Ａ）———βï\ð\BXYZ[.\；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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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０ ———sÞHI×ú，|}Ôµ（ｓ）；

犜（χ） ———Ô4ôù；

χ ———α¨βBÂfº§ôù；

犮Ａ ———ï\ð\，|}Ô¶¬çÁ（Ｂｑ／Ｌ）；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bL×úBZ[.\#´óZ[.\Èþæ�¢×，¬3ÉÊ´Z[.\，ô:，狑 BÈ¨Z[
.\(Ú（Ａ．７）bc：

狌ｒｅｌ
２（狑）＝狌ｒｅｌ

２（εβ）＋狌ｒｅｌ
２（犞） …………………………（Ａ．７）

　　Úh：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狌ｒｅｌ（犞）———'ABÈ¨Z[.\；

狌ｒｅｌ（εβ）———εβHIOPBÈ¨Z[.\，×',Ú（Ａ．８）bc：

狌ｒｅｌ
２（εβ）＝狌ｒｅｌ

２（狉Ｓβ－狉０β）＋狌ｒｅｌ
２（犃β）…………………………（Ａ．８）

　　Úh：

狉０β　　　　 ———9β¦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狉Ｓβ ———9β¦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狌ｒｅｌ（狉Ｓβ－狉０β）———HIOPBZ[.\；

狌ｒｅｌ（犃β） ———XYXY-ÁYþBÈ¨Z[.\。

犃．２　:;<pD�

犃．２．１　α_���:;<

¨珓犮Ａ＝０:"，]^_，犮Ａ ¬(Ú（Ａ．９）bc：

犮Ａ ＝犽１－α狑
狉ｇα

狋ｇ
＋
狉０α

狋０槡 …………………………（Ａ．９）

　　Ø�ìí¦，Ì,Øα＝０．０５，¡×犽１－α＝１．６５。

Úh：

犮Ａ　———ð\ï\]^_；

犽１－α ———Oçôù；

α ———ÕÖäú；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０ ———sÞHI×ú，|}Ôµ（ｓ）。

犃．２．２　β_���:;<

¨珓犮Ａ＝０:"，]^_犮Ａ，¬(Ú（Ａ．１０）bc：

犮Ａ ＝犽１－α珘狌（０）＝犽１－α狑
χ（狉ｇα－狉０α）

狋ｇ
＋
狉０β
狋０
＋犜（χ槡 ） …………（Ａ．１０）

　　Ø�ìí¦，Ì,Øα＝０．０５，¡×犽１－α＝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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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h：

犮Ａ　 ———ð\ï\]^_；

犽１－α ———Oçôù；

α ———ÕÖäú；
珘狌（０）———ï\ð\BZ[.\；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χ ———α¨βBÂfº§ôù；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狉０β ———9β¦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０ ———sÞHI×ú，|}Ôµ（ｓ）；

犜 （χ）———Ô4ôù。

犃．３　=.>pD�

犃．３．１　α_���p=.>

`Ha犮＃Ａ ØÙÚ（Ａ．１１）：

犮＃Ａ ＝犮

Ａ ＋犽１－α珘狌（犮

＃
Ａ）

＝犮

Ａ ＋犽１－β 狑２

（犮＃Ａ／狑）＋狉０α

狋ｇ
＋
狉０α

狋０
［ ］＋犮＃Ａ ２狌２ｒｅｌ（狑槡

）
…………（Ａ．１１）

　　Úh：

犮＃Ａ　 ———ï\ð\]^a；

犮Ａ ———ï\ð\]^_；

犽１－α ———Oçôù；

珘狌（犮＃Ａ）———ï\ð\BZ[.\；

犽１－β ———Oçôù；

α ———ÕÖäú；

β ———ÕÖäú；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狋０ ———sÞHI×ú，|}Ôµ（ｓ）；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Ø�ÎÆÏVWβ＝０．０５，¡×犽１－β＝１．６５。

ÆK;0J¬3bc犮＃Ａ，ê2£ZHBìí¦¬(Ô|B�ÏÚ犮＃Ａ ＝２犮Ａ bc。

&Øα＝β，x犽１－α＝犽１－β＝犽，,Ú（Ａ．１１）¬>÷Ú（Ａ．１２）：

犮＃Ａ ＝
２犮Ａ ＋（犽

２狑／狋ｇ）

１－犽
２狌２ｒｅｌ（狑）

…………………………（Ａ．１２）

　　Úh：

犮＃Ａ　　———ï\ð\]^a；

犮Ａ ———ï\ð\]^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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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 ———Oçôù；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犃．３．２　β_���p=.>

`Ha犮＃Ａ ØÙÚ（Ａ．１３）：

犮＃Ａ ＝犮

Ａ ＋犽１－β珘狌（犮

＃
Ａ）

＝犮

Ａ ＋犽１－β 狑２

（犮＃Ａ／狑）＋χ（狉ｇα－狉０α）＋狉０β
狋ｇ

［ ］＋狉０β狋０ ＋犜（χ）｛ ｝＋犮＃Ａ ２狌２ｒｅｌ（狑槡
）

……（Ａ．１３）

　　Úh：

犮＃Ａ　 ———ï\ð\]^a；

犮Ａ ———ï\ð\]^_；

珘狌（犮＃Ａ）———ï\ð\BZ[.\；

犽１－β ———Oçôù；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χ ———α¨βBÂfº§ôù；

狉０α ———9α¦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狉ｇα ———9α¦¾B:;ａBbLÖ，|}Ôçµ（ｓ－１）；

狉０β ———9β¦¾BsÞ:;bLÖ，|}Ôçµ（ｓ－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狋０ ———sÞHI×ú，|}Ôµ（ｓ）；

犜（χ） ———Ô4ôù；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Ø�ÎÆÏVWβ＝０．０５，¡×犽１－β＝１．６５。

ÆK;0J¬3bc犮＃Ａ，ê2£ZHBìí¦¬(Ô|B�ÏÕÚ犮＃Ａ ＝２犮Ａ bc。

&Øα＝β，x犽１－α＝犽１－β＝犽，,!Ú（Ａ．１３）¬>÷Ú（Ａ．１４）：

犮＃Ａ ＝
２犮Ａ ＋（犽

２狑／狋ｇ）

１－犽
２狌ｒｅｌ

２（狑）
…………………………（Ａ．１４）

　　Úh：

犮＃Ａ　　———ï\ð\]^a；

犮Ａ ———ï\ð\]^_；

犽 ———Oçôù；

狑 ———ï\º§ôù，|}ÔçÁ（Ｌ－１）；

狋ｇ ———:;HI×ú，|}Ôµ（ｓ）；

狌ｒｅｌ（狑）———狑 BÈ¨Z[.\。

犃．４　��>��pD�

Oça¦a犮　Ａ (Ú（Ａ．１５）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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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　Ａ＝犮Ａ－犽Ｐ狌（犮Ａ）　犘＝狑 １－
γ

２（ ）…………………………（Ａ．１５）
　　Úh：

犮　Ａ 　———Oça¦a；

犮Ａ ———ï\ð\HIOP；

犽Ｐ ———Oçôù；

犘 ———ÕÖäú；

狌（犮Ａ）———ï\ð\BXYZ[.\；

狑 ———XY§ÙLM½Ü¿L；

γ ———ÕÖäú。
Oça�a犮　Ａ (Ú（Ａ．１６）Èbc：

犮 　Ａ＝犮Ａ＋犽ｑ狌（犮Ａ）　狇＝１－
狑γ

２
…………………………（Ａ．１６）

　　Úh：

犮　Ａ　 ———Oça�a；

犮Ａ ———ï\ð\HIOP；

犽ｑ ———Oçôù；

狇 ———ÕÖäú；

狌（犮Ａ）———ï\ð\BXYZ[.\；

狑 ———XY§ÙLM½Ü¿L；

γ ———ÕÖäú。
]P犮Ａ≥４狌（犮Ａ）8O狑＝１，ê¡"ìí¦：

犮 　Ａ＝犮Ａ±犽１－（γ／２）狌（犮Ａ） …………………………（Ａ．１７）

　　Úh：

犮　Ａ　 ———Oçaäú；

犮Ａ ———ï\ð\HIOP；

犽１－（γ／２）———Oçôù；

γ ———ÕÖäú；

狌（犮Ａ）———ï\ð\BXYZ[.\。
êØ�ìí¦，ÆÏØγ＝０．０５，x犽１－（γ／２）＝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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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ª

　　［１］　ＧＢ／Ｔ５７５０．１３　-ïÚ(EXYSÀ01　��&´X
［２］　ＧＢＺ１２９　no&üu�ÍjÛH%#
［３］　ＩＳＯ１１９２９：２０１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ｌｉｍｉｔ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ｏｎｉｚ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ＩＳＯ１０７０４：２００９　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ｏｓｓａｌｐｈａａｎｄｇｒｏｓｓ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ｎｏｎｓａｌｉｎｅｗａｔｅｒ—Ｔｈ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ｍｅｔｈｏｄ

［５］　ＩＳＯ２７０４８：２０１１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ｗｏｒｋｅｒｓ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６］　ＩＡＥＡ．ＴＥＣＤＯＣ１０９２．Ｇｅｎｅｒ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ｏｒ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

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１９９９

［７］　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ＧＳＧ２，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ｕｓｅｉ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ｏｒ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２０１１

［８］　ＩＡＥＡ．ＩＡＥＡＴＥＣＤＯＣ１４０１．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４

［９］　ＷＨＯ，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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