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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_`abc　d１ef：]^_)*Hgh-ij%c》H%.
ij。

klm1)*Hnopqrstuvw。1)*Hxyzh{|}~�vwH��。
1)*��������。
1)*���DE5�]^_�+���（ＳＡＣ／ＴＣ４８７）��。
1)*ij��：��D�+������、���������、� ¡¢£¤�+����、¥

¦§¨z8©�+����、�����Iª«¬®���、�����¯E°��±、�²³´µ
z8¶·�+¸¹º»、¼½¾��¶¿��������、�����ÀÁD�ÂÃzÄÅÆ3��
±、����Ç�。

1)*ÈÉij©：ÊË、ÌÍ、ÎÏÐ、ÑÒÓ、ÔÕÖ、×Ë、Ø?Ù、ÚÛ、ÜÝÞ、ß�、Ñàá、
âã、×ä、Ñåæ、çè、Êé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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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

１　56

1)*ëìí¶·îïDE&sH£¤ð45ñòH0123、456*、789:、45;<、4
5=>、GUV3-45WX。

1)*ó(ôõ�ö&DE÷øP&HGù¶·îï、ú�Gù£¤ûüýHîþ¶·îïÿu
a!¶·îï"efH£¤#$8。

7：¶·îï%&�'、('、)*ëÅö*ë+,-。

２　85+9:;<

./)*�Hpq01)�H%#&'(2h31)*4{r5H66。7�，l89H'()
*，:;89<øH=1ó(ô1)*；{l89H'()*，7>®=1（%&±�H?@�）ó(ô
1)*。

ＧＢ／Ｔ２９００．５６—２００８　E`+,　AB�+

ＧＢ／Ｔ２９２９８—２０１２　Gù（C）\Dz0(%#

３　=>?@A

ＧＢ／Ｔ２９００．５６—２００８、ＧＢ／Ｔ２９２９８—２０１２E.Hÿu./+,-./ó(ô1)*。

３．１

%&'(　狏犻狊犻狅狀犿狅犱狌犾犲
FÿD!GHH¶·£¤IJDEKLM>NO�Gù_£¤GUH9:。
7：¶·îï"P�QRSTU_ÆVbH（ＣＭＯＳ）WEXYZ8*（ＣＣＤ）£¤#$8-[\E°8*ï3，õ�

ö&DE÷øP]，̂ ;îïO�HGù«_`abD�Hcd2ö&cd。efDEKL1ghZD°K

iò（Ｐｈｏｔ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ｅｔｈｏｄ）23。

３．２

B+CDE　犾犻狀犲犪狉犻狋狔犲狉狉狅狉；犔犈
jLMD\6*.，klm�n_o，£¤#$8O�«_-3p«_（qö）JHrs。

３．３

FC　犵狉犪狔犾犲狏犲犾
F£¤�{t¤uHvNgTWw'¼xIJ�_yz，±<øH�_{。
7：|}~�，W~T+�。

３．４

GHIJ　狇狌犪狀狋狌犿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犙犈
j%.�ÀD\.，�mD°j£¤#$8¸�M��üHE°GÅ�mD°GH�{。

３．５

KLMNO　狅狏犲狉犪犾犾狊狔狊狋犲犿犵犪犻狀
¶·îïH¤u`ajö&��o，±O�H~T{Å7±�üHE°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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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P*Q　犱犪狉犽犮狌狉狉犲狀狋
j�D\6*-%.AB�T.，£¤#$8��`ao�x¸�HEO。
7１：|}�\EO。

7２：ÅAB�T-bDoJ��D²。

３．７

PRS　犱犪狉犽狀狅犻狊犲
j�D\6*.，bDoJ!�W���o，£¤#$8O�H����。

３．８

GTRS　狇狌犪狀狋犻狕犪狋犻狅狀狀狅犻狊犲
îþ«_K_!Gù«_�¤u�¼�B2��`z�LMfyH�_�s。
7：|}�_�s。

３．９

UV56　犱狔狀犪犿犻犮狉犪狀犵犲；犇犚
£¤#$8rO�H>Çr(«_Å>�r(«_H�{。

３．１０

WXYZC[\　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狋犺狉犲狊犺狅犾犱
j%.\m6*.，kO�£¤«��!１∶１o，£¤#$8�f¤uW��)�3¤)j"f

bD�9pH+�«_。
7：�}RST。

３．１１

]?^G　狊犪狋狌狉犪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f¤u�ö&rq�H>ÇEX�。

３．１２

P_`abc+　犱犪狉犽狊犻犵狀犪犾狀狅狀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犇犛犖犝
j�D\6*.，£¤#$8�¤u¸�HO�«_ÅO�«_ L{Hrs。

３．１３

)deabc+　狆犺狅狋狅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狀狅狀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犘犚犖犝
jLMD\6*.，£¤#$8O�«_V¡-o，{t��¤u¢JDE÷øP&Hrs。

３．１４

fgabc+　狊狆犪狋犻犪犾狀狅狀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
£¤#$8{t¤uJDE÷øP&Hrs。

４　hijk

¶·îï3¤�£¤�"¥/DQ¦@H¤uï3H"§W¨§©/。¶·îïHªf¤uj`a
oFbDoJp�m«$D)¬HD°KL!E°，®01¯°±oE°HEqKL!".²{HE
³«_，«_´µÇÅ�_n3Gù£¤�<ø¤uH~T{。¶·îï¤u`a23zm£¶£１。

.１　%&'(/lmnjk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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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H".G�HD°（μｐ，σ
２
ｐ），́ DEKL!".G�HE°（μｅ，σ

２
ｅ），ÅbDoJpH

NEO（μｄ，σ
２
ｄ）·d®，�KL3E³¸IJö&îGKL，îGKL�·dí�.H�_��（σ２ｑ），>

N¹3Gù~T{（μ狔，σ
２
狔）O�。7�，£¤#$8¤ubD¸�HDE°（ｅ－）Å7>NO�HGù

~T{（狔）¢JHKL²¥./!¥º»c¼（犓）。¶·îï¤u`aG�î-¶£２。

.２　%&'(/lmnqr'sop.

　　0ô¶·îï`aH0123，j%.H456*.，û(LM�'D\m�5¶·îï，ûü"
¥/{tbD6*.HGù£¤GU，IJDøHG��½，̂ r¾«�5;<H÷øT、¥º»c¼、

�°�¿、oÀN��、Á<RSTÂ{、¡-q�、Ã�#$、«��、ö&T、IJKLM&、NEOÿ
uDQRST+DEFG。

５　12t<

AB�T：２３℃±５℃；D<ÄT：３０％～８０％。

|rj�5;<ÅÆH`a�T#$p，j7Ç�AHAB�Tu;<`a�T.IJ5È，45
1g�AB�TÅ;<`a�THn_{¾É1±１℃（õ��TABÊsH¶·îïËÌ）。

６　uvwx

DÍDQHVÎ�Ï（ＦＷＨＭ）�ô５０ｎｍ。

DÍH�Ð�ÀÑÒÿ.6*：

ａ）　k�5;<!ÓÔ¶·îïo，øÕDÍH�Ð�Àa!�5;<H>Ç÷ø�À；

ｂ）　k�5;<!('¶·îïo，øÕ(õ�{t�ÀHDÍ，7�ªf�À���5;<{
t'(0ÖH>Ç÷ø�À。

ø.9<DÍ、l\T�、�T�、�×+789:IJ4.WØ^，ÙÚGUH^ÙT。

７　12yz

451g�，�5¶·îïHFG9ÛhZ./ÉÜ：

ａ）　�T：�5¶·îïH�Tj451g�ø§ÝÞ.；

ｂ）　Gùfß¿：�5¶·îïH¤u�¼9Ûø!>Ç{，à�5È��_��Há÷；

ｃ）　c¼：9Û�5¶·îïHc¼，øâªf¤uH¡-{ã«Ñä�«_{å�；

ｄ）　rÛ：9Û�5¶·îïHrÛ，øâ�5¶·îïO�HN«_���æç（~T!�{）H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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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ô０．５％；

ｅ）　ûüJG：ö©#$8¶·îï�²£¤ø{�ô１００J，Mû()©#$8H�½�ðèé
FG；

ｆ）　lmbD�：01ÿ.êëñòAB�5;<HlmbD�：

１）　ì.D\.bDoJn_：DÍíT�.，ø01îï�5;<bDoJ@nlmb
D�；

２）　ì.bDoJ.D\n_：�5;<bDoJ�.，ø01îïDÍíT@nlmb
D�；

３）　ì.bDoJ.â(ðñ\v：�5;<bDoJ�.，ø01îïＬＥＤDÍHðñÏ
T@nlmbD�，±ÕòHbDoJøÇôＬＥＤ>ÇðñÏTH�.{。

451g�，Ë1)*�ÉÜHbDoJnóÌ，45;<H±�9ÛøÚÝ"ô。

８　12{|

８．１　}~12��

８．１．１　�}12��

õU£３ö?45÷Û，=>ø.：

ａ）　�.LM�'DÍ�Û；

ｂ） õUDÍ�Û�.�5¶·îï，ÙÚDÍ�D�sùúû¶·îï；

ｃ） j�'DÍLM\m#$p，�Å¶·îï$D)t" )VµÛl\T�；

ｄ） ü�¶·îïÅGU ý， ýøsùAB¶·îï`aÅ£¤#O；

ｅ） 45NEOoF�5¶·îïÛô�×p，F�×�T9Û!45�T；

ｆ） �TrA-¶·îï{þâ(�×，01îï1ÿ9Û45�T；

ｇ） 45NEOo，�T�øk�!¶·îï"HIJ5�。

.３　12��op.

８．１．２　��12)�

õU£４îï45D#，=>ø.：

ａ）　îïDÍÅ¶·îï¢JH�Û，â犳＃＝８；

7１：犳＃�¶·îï$D)$DÍ�D�%&（犱）ÅDÍ�D�q'（犇）¢�yz，犳＃＝犱／犇。

ｂ）　îï¶·îï$D)，â$D)ÅD()q，$D)�ÐÅD(*Z，DÍ�D�Å$D)¢
JD#øÃ+，ÙÚ�,-D./5È，¶·îï$D)Hq'{sÇô)DÍH0�q'；

ｃ）　D\KLM&{Çô３％。
7２：D\KLM&�¶·îï£¤#$8$D)¬Dl\TH>Ç{（犈ｍａｘ）Å>�{（犈ｍｉｎ）¢sÅ L\T（μ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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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f�yz，Δ犈＝
犈ｍａｘ－犈ｍｉｎ

μＥ
·１００％。

.４　���)���./��v-op.

８．２　h�)*�q-12

0CDEFG%&：÷øT、¥º»c¼、�°�¿、oÀN��、Á<RSTÂ{、¡-q�、Ã�
#$、«��Åö&T。[./=>IJ45。

ａ）　45AB�H±�789:0E。

ｂ） [\d７2HÉÜ9Û3�5;<，45AB�T，45lmbD6*。

ｃ） [\ÿ.=>IJ£¤ûü：

１）　�5¶·îï06ûü£¤，70DÍ，8０06+J9cdlmbD�，q«�5;<
¡-O�!ç，:oû¾£¤H L~T{{¸cd。ø$5ûü１０ï{tlmbD�
H£¤；

２）　ªëlmbD�6*.ûü;²v<£¤，M45l\T�5¾l\T犈；

３）　²+DÍ，<øªëlmbD�HbDoJûü;²�D\HN<£¤；

４）　²+DÍ，j�5;<r9ÛH>=bDoJ.ûü;²�D\HN<£¤。

ｄ） [\９．１�0CDEFGH�½ñò�½÷øT、¥º»c¼、�°�¿、oÀN��、Á<R
STÂ{、¡-q�、Ã�#$、«��Åö&T。

８．３　fgabc+-12

[./=>IJ45。

ａ）　45AB�H±�789:0E。

ｂ）　[\d７2HÉÜ9Û3�5;<，45AB�T。

ｃ）　[\./=>IJ£¤ûü：

１）　�5¶·îï06ûü£¤，70DÍ，01îelmbD�，â�5;<O�£¤ã«

５０％¡-~T{，:oû¾£¤H L~T{!¡-O�o L~T{H"V，ûü犔
（犔≥１６）²v<£¤，M45l\T�5¾l\T犈；

２）　²+DÍ，ÚÝ=>１）��5;<HbDoJ{n，²+DÍ，ûü犔 ²�D\HN<
£¤。

ｄ）　[\９．２��½ñò�½IJKLM&。

８．４　P*Q�+-12

８．４．１　P*Q12

[./=>IJ45：

ａ）　45AB�H±�789:0E，²+DÍ，F�5;<Ûô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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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5;<ø>?@«�T{nHÞ.��，̂ �5;<øã«@ A��；
ｃ） �5¶·îï06ûü£¤，j�5;<H>�bD$>ÇbDHBJp，+J9Õò$5６

fbDoJ，jªfbDoJ.ûü２²£¤；
ｄ） [\９．３．１��½ñò�½NEO。

８．４．２　P*Q�C��+12

[./=>IJ45：

ａ）　j�5;<H`a�T#$p，J9LMCÕò$5６f�TD；
ｂ） ªf�TD[\８．４．１�=>ûü£¤，M�½ªf�TDHNEO。

８．５　)�YZC-12

[./=>IJ45：
ａ）　45AB�H±�789:0E；
ｂ） [\d７2HÉÜ9Û3�5;<，45AB�T；
ｃ） [d６2HÉÜÕò�ÀrîDÍ，j�5;<r÷øH��À#$pÕòEf5ÈD，DF

;f5ÈDH�ÀJ9ø�ôW+ôDÍj<ø�ÀV;GHVÎ�Ï{；
ｄ） 9.DÍH�À，70DÍ，{ÉÜúû�5;<Hef$D)，rÕHef$DBÀIJ4

5。M45l\T�5¾l\T犈；
ｅ） �5¶·îï06ûü£¤，îe�5;<HlmbD�，â±Õ.H45BÀpO�H£¤

~TL{j¡-O�o L~T{H２０％～８０％#$p，ûüMÚ¯２²v<£¤，457
lmbD�ÿubDoJ；

ｆ） ²+DÍ，ÚÝ=>ｄ）��5;<HbDoJ{n，ûüMÚ¯２²�D\HN<£¤；

ｇ） õU９．１．４�ñò�½<ø�À.H�°�¿；
ｈ） îe�'DÍ�À«."f9.{，*Iｃ）～ｆ）=>，q$J3�e±Õ.�ÀD\6*.H

v<ÅN<£¤HûüM457bDoJ。

９　q��k

９．１　h�)*�q-q��k

９．１．１　h���

９．１．１．１　��

[８．２ａ）～８．２ｄ）H=>ûü£¤，jªëlmbD�6*.，w(ûüH£¤，f��½<ø{t
lmbD�oH L~T{μ狔，N<H L~T{μ狔．ｄａｒｋ，oÀñsσ２狔，N<oÀñsσ２狔．ｄａｒｋ，¡-~T
{μ狔．ｓａｔ、¡-~T{μ狔．ｓａｔ- LD°Gμｐ。

９．１．１．２　�bFC\μ狔

K<ªëlmbD�6*H;²v<£¤（£¤ＡÅ£¤Ｂ），[\�ð（１）�½ L~T{：

μ狔 ＝
１

２犖犕∑
犕－１

犿＝０
∑

犖－１

狀＝０
狔
Ａ 犿［ ］狀［］＋狔

Ｂ 犿［ ］狀［］（ ） ……………………（１）

　　ð�：

μ狔　　　　——— L~T{；
犖 ———£¤H/G；
犕 ———£¤HJG；
犿 ———£¤Hd犿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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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 ———£¤Hd狀/；

狔
Ａ 犿［ ］狀［］———£¤ＡH犿 J狀/H~T；
狔
Ｂ 犿［ ］狀［］———£¤ＢH犿 J狀/H~T。

９．１．１．３　P��bFC\μ狔．犱犪狉犽

K<ªëlmbD�.<øbDoJH;²N<£¤（£¤ＡÅ£¤Ｂ），[\�ð（１）�½N<
 L~T{。

９．１．１．４　��3Eσ２狔

K<ªëlmbD�6*H;²v<£¤（£¤ＡÅ£¤Ｂ），[\�ð（２）�½oÀñs：

σ
２
狔 ＝

１

２犖犕∑
犕－１

犿＝０
∑
犖－１

狀＝０

狔
Ａ 犿［ ］狀［］－狔

Ｂ 犿［ ］狀［］（ ）２－
１

２ μ狔
Ａ
－μ狔

Ｂ（ ）２……………（２）

　　ð�：
σ
２
狔　———oÀñs；

μ狔
Ａ ———£¤Ａ±�¤uHL{；

μ狔
Ｂ ———£¤Ｂ±�¤uHL{。

９．１．１．５　P���3Eσ２狔．犱犪狉犽

K<ªëlmbD�.<øbDoJH;²N<£¤（£¤ＡÅ£¤Ｂ），[\�ð（２）�½N<
oÀñs。

９．１．１．６　 ¡)H¢£¤B（犘犜犆¤B）

õU９．１．１．２～９．１．１．５�½±¾{LBMö，7�N(!μ狔－μ狔．ｄａｒｋ，O(!σ２狔－σ２狔．ｄａｒｋ，ü�ªël
mbD�.�½¾«Hμ狔－μ狔．ｄａｒｋ{Åσ２狔－σ２狔．ｄａｒｋ{L¾D°KiMö，w(ＡÅＢJHGUIJö&
þZ¾«þZMö，zP¶£５。

　　]'Q_Rv：

Ａ———þZ#$i6D；

Ｂ———þZ#$gSD；

Ｃ———�5;<¡-D。
7：ＡＢT!þZ#$。

.５　)H¢£¤Bo¥

７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９．１．１．７　]?FC\μ狔．狊犪狋

¡-~T{μ狔．ｓａｔ¤j".HbD�6*.，¶·îïO�H£¤U3ã«¡-oH L~T{。

¡-DHÕH，rû(;ëñò：

ａ）　H{tbD�v<¥/£¤�oÀ]^sσ狔 >ÇH`aD，!¡-D，ø£５�ＣD。

ｂ）　îebD�，k�e¤u�J�ã«¡-H¤uG�V�!０．１～０．２％¢Jo，;`aD!¡

-D。

９．１．１．８　�b)Hqμ狆

K<ªëlmbD�6*，[\�ð（３）�½ LD°G：

μｐ＝
犃犈狋ｅｘｐ

犺犮／λ
…………………………（３）

　　ð�：

μｐ ——— LD°G；

犃 ———�5;<¤u)�；

犈 ———�5;<3¤)Hl\T；

狋ｅｘｐ ———�5;<HbDoJ，kû(d７2�Hｆ）３）ðñ\vHñðABlmbD�o，狋ｅｘｐ!

bD1g�DÍ±�ðñHðÏ¢-；

犺 ———WXY��；

犮 ———DHZT；

λ ———DÍH�À。

９．１．２　deC犚

��ð（４）[�μ狔－μ狔．ｄａｒｋÅμｐ H²¥：

μ狔 －μ狔．ｄａｒｋ＝犚μｐ …………………………（４）

　　ð�：

犚———÷øT。

LB÷øTMö，7�N(! LD°Gμｐ，O(!μ狔－μ狔．ｄａｒｋ，ü�ªëlmbD�.�½¾«

Hμ狔－μ狔．ｄａｒｋ{L¾÷øTMö，zPø£６±z。j>�~T{（¶£６�ＡD）Å７０％¡-{（¶£６
�ＢD）#$pIJö&\�þZ，±¾qö]¿^¤÷øT犚。

<ô('¶·îï，ø�½ªf'(0ÖH÷øT犚。

８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Q_Rv：

Ａ———þZ#$i6D；

Ｂ———þZ#$gSD。

7：ＡＢT!þZ#$。

.６　deC¤Bo¥

９．１．３　KLMNO犓

��ð（５）[�σ２狔－σ２狔．ｄａｒｋÅμ狔－μ狔．ｄａｒｋH²¥：

σ
２
狔 －σ

２
狔．ｄａｒｋ＝犓 μ狔 －μ狔．ｄａｒｋ（ ） …………………………（５）

　　ð�：

犓———¥º»c¼。

j>�~T{（¶£５�ＡD）Å７０％¡-{［０．７×（μ狔．ｓａｔ－μ狔．ｄａｒｋ）］（¶£５�ＢD）#$p，<σ２狔－

σ
２
狔．ｄａｒｋÅμ狔－μ狔．ｄａｒｋIJ>�¨^òö&\�，\�MöH]¿^!¥º»c¼犓，zP¶£５。

９．１．４　GHIJη

[\�ð（６）�½;45�À.H�°�¿：

η＝
犚

犓
…………………………（６）

　　ð�：

η———�°�¿。

９．１．５　��PRSσ犱

õU８．２>=bDoJûüH;²N<£¤，[\９．１．１．５Hñò�½�5;<>�bDoJ.H

σ狔．ｄａｒｋ。kσ２狔．ｄａｒｋ＜０．２４o，σ狔．ｄａｒｋH{!０．４９。

[\�ð（７）�½_Ë�_��®HoÀN��σｄ，��!E°fG，ｅ－。

σｄ＝ σ
２
狔．ｄａｒｋ－σ

２
槡 ｑ／犓 …………………………（７）

　　ð�：

σｄ———oÀN��；

σ
２
ｑ———�_��，{!１／１２。

９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９．１．６　WXYZC[\

kＳＮＲ＝１o，μｐ（ＳＮＲ）!Á<RSTÂ{μｐ．ｍｉｎ，[\�ð（８）�½Á<RSTÂ{：

μｐ．ｍｉｎ＝μｐ（ＳＮＲ＝１）＝
１

２η
１＋ １＋４σ

２
ｄ＋σ

２
ｑ／犓

２（ ）槡［ ］ ………………（８）

　　ð�：

ＳＮＲ———«��。

９．１．７　]?^Gμ犲．狊犪狋

01£５D°÷øMö`«¡-DＣ，M01Mö¾«D<øHμ狔－μ狔．ｄａｒｋ{，Mj£６÷øTM

ö�õU«μ狔－μ狔．ｄａｒｋ{Ù.<øHlmbD�μｐ．ｓａｔ。

[\�ð（９）�½¡-q�μｅ．ｓａｔ：

μｅ．ｓａｔ＝ημｐ．ｓａｔ …………………………（９）

　　ð�：

μｅ．ｓａｔ———¡-q�；

μｐ．ｓａｔ———lmbD�。

９．１．８　UV56犇犚

[\�ð（１０）�½Ã�#$ＤＲ：

ＤＲ＝
μｐ．ｓａｔ

μｐ．ｍｉｎ
…………………………（１０）

　　ð�：

ＤＲ———Ã�#$。

９．１．９　_R¦

[\�ð（１１）�½{tlmbD�.H«��：

ＳＮＲ＝
μ狔 －μ狔．ｄａｒｋ

σ狔
…………………………（１１）

　　[\�ð（１２）�½3a«��：

ＳＮＲ（μｐ）＝
ημｐ

σ
２
ｄ＋σ

２
ｑ／犓

２
＋ημ槡 ｐ

…………………………（１２）

　　[\�ð（１３）�½3p«��：

ＳＮＲｉｄｅａｌ＝ μ槡 ｐ …………………………（１３）

　　[\�ð（１４）�½>Ç«��：

ＳＮＲｍａｘ＝ μ槡 ｅ．ｓａｔ …………………………（１４）

　　01９．１．１�½¾«{tlmbD�bc.�5;<Hμ狔、μ狔．ｄａｒｋ、σ狔，M[\�ð（１１）�½<øH

ＳＮＲ，d](He<G®LBＳＮＲMö，7�N(! LD°G，O(!«��ＳＮＲ，«��H��!

ｄＢ（２０ｌｏｇ１０ＳＮＲ）-ｂｉｔｓ（ｌｏｇ２ＳＮＲ）。ü�±�lmbD�.�½¾«HＳＮＲL�GUDMö，GUD

Mö¬]lＳＮＲ＝１o<øHNd]!Á<RSTÂ{，[\�ð（１２）�½¾«HＳＮＲ（μｐ）LB�3

a«��Mö，[\�ð（１３）�½¾«HＳＮＲｉｄｅａｌLB�3p«��Mö，[\�ð（１４）�½¾«

ＳＮＲｍａｘj3p«��Mö¬]l，<øNd]!¡-lmbD�，±�MözP¶£７。

０１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Q_Rv：

Ａ———Á<RSTÂ{；

Ｂ———¡-lmbD�。

.７　犛犖犚¤B.o¥

９．１．１０　B+C

ö&Tèéø$5Éâ(９ï L~T{μ狔［犻］（犻：bDoJ）-lmbD�犎［犻］（±f( LD
°Gμｐ yz），û(>�¨^ö&\�gÙ.7ö&²¥¶�ð（１５）：

狔＝犪０＋犪１犎 …………………………（１５）

　　ð�：
犪０———þZqöHæ%；

犪１———þZqöH]¿。
LBö&TèéMö，7�N(! LD°Gμｐ，O(! L~T{μ狔［犻］，ü�{tlmbD�

.ö&T{MIJþZ¾«þZMö，zP¶£８。

　　]'Q_Rv：

Ａ———þZ#$i6D；

Ｂ———þZ#$gSD。
7：ＡＢT!þZ#$。

.８　B+C§¨o¥

　　�ö&\�MöHr&�gÙ.ö&Trs。>�¨^HhijG!�ð（１６）：

１１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犻

１

狔［犻］
２
［狔［犻］－ 犪０＋犪１犎［犻］（ ）］

２

…………………………（１６）

　　ð�：

狔［犻］＝μ狔［犻］－μ狔．ｄａｒｋ［犻］。

kÕ(（μ狔．ｓａｔ－μ狔．ｄａｒｋ）j５％（£８�ＡD）«９５％（£７�ＢD）¡-#$pH狔［犻］Å犎［犻］{I
J�½。μ狔．ｄａｒｋ-μ狔．ｓａｔf�¤N<~T{-¡-~T{。

[\�ð（１７）�½D<rs：

δ狔［犻］＝
１００狔［犻］－ 犪０＋犪１犎［犻］（ ）（ ）

犪０＋犪１犎［犻］
…………………………（１７）

　　ð�：

δ狔［犻］———D<rs，％。
[\�ð（１８）�½±�D<rsÁ<{H½+ L{¾«ö&Trs：

ＬＥ＝
１

狀∑
狀

犻＝１

δ狔［犻］ …………………………（１８）

　　ð�：

ＬＥ———ö&Trs，％；

狀 ———５％～９５％#$p，�º��½H5�D»G。
LBö&TrsMö，7�N(! LD°Gμｐ，O(!ö&Trsδ狔［犻］，ü�{tlmbD�

.ö&Trs{¾«Mö，zP¶£９。£９�ＡＢ]z�í¡-H５％～９５％#$，j:#$p[�
ð（１８）g�½ö&TrsMö。

　　]'Q_Rv：

Ａ———ö&Trs�½#$i6D；

Ｂ———ö&Trs�½#$gSD。

.９　B+CDE§¨o¥

９．２　fgabc+-q��k

õU８．３�ûüHＬ²v<£¤-Ｌ²N<£¤�½¾«〈狔〉，[�ð（１９）～�ð（２０）�½V¡
-Hv<L{£¤ÅN<L{£¤μ〈狔〉：

〈狔〉＝
１

犔∑
犔－１

犾＝０

狔［犾］ …………………………（１９）

μ〈狔〉＝
１

犕犖∑
犕－１

犿＝０
∑
犖－１

狀＝０

〈狔〉［犿］［狀］ ……………………（２０）

２１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ð�：
〈狔〉———犔 ²v<WN<£¤[¤u L®HL{£¤；

μ〈狔〉———v<WN<L{£¤H L~T{。
<V¡-v<L{£¤IJl0m�，â(ÿ.êfm�8noIJm�：１f７×７pðm�8，

１f１１×１１pðm�8ÿu１f３×３¨qðm�8，¾«"²rsL{£¤。26HV¡-v<L
{£¤àt:rsL{£¤，̂ ¾«l0m�®HV¡-L{£¤〈狔〉５０。

<N<L{£¤〈狔〉ｄａｒｋÅl0m�®HV¡-L{£¤〈狔〉５０，[\�ð（２１）～�ð（２４）�½¾
«狊２狔：

狊２〈狔〉＝
１

犕犖∑
犕－１

犿＝０
∑
犖－１

狀＝０

〈狔〉［犿］［狀］－μ〈狔〉（ ）２ ……………………（２１）

σ
２
犛［犿］［狀］＝

１

犔∑
犔－１

犾＝０

狔［犾］［犿］［狀］－〈狔〉［犿］［狀］（ ）２ ……………………（２２）

σ
２
狔．ｓｔａｃｋ＝

１

犖犕∑
犕－１

犿＝０
∑
犖－１

狀＝０

σ
２
犛［犿］［狀］ ……………………（２３）

狊２狔 ＝狊
２
〈狔〉－

σ
２
狔．ｓｔａｃｋ

犔
…………………………（２４）

　　ð�：

狊２〈狔〉　———5�ñs；

σ
２
狔．ｓｔａｃｋ———〈狔〉£¤HoÀ��uvñs；

狊２狔 ———IÀñs；
w(９．１．３�H¾«H犓 {，[\�ð（２５）�½ＤＳＮＵ，[\�ð（２６）�½ＰＲＮＵ：

ＤＳＮＵ＝
犛狔．ｄａｒｋ

犓
……………………（２５）

ＰＲＮＵ＝
犛２狔．５０－犛

２
狔．槡 ｄａｒｋ

μ狔．５０－μ狔．ｄａｒｋ
×１００％ ……………………（２６）

　　ð�：

犛狔．ｄａｒｋ———犔 ²N< L£¤HIÀ]^s；

犛狔．５０ ———犔 ²５０％¡- L£¤HIÀ]^s；

μ狔．５０ ———犔 ²５０％¡- L£¤H L~T{；

μ狔．ｄａｒｋ———犔 ²N< L£¤H L~T{。
¶·îïHIJKLM&rÿI"=wf!J、/u¤uKLM&，ÿó3H.�èé7KLM&

P]，¶�ð（２７）：

狊２狔 ＝狊
２
狔．ｒｏｗ＋狊

２
狔．ｃｏｌ＋狊

２
狔．ｐｉｘｅｌ …………………………（２７）

　　ð�：

狊２狔．ｒｏｗ ———犔 ² L£¤HJIÀ]^s；

狊２狔．ｃｏｌ ———犔 ² L£¤H/IÀ]^s；

狊２狔．ｐｉｘｅｌ———犔 ² L£¤H¤uIÀ]^s。
<犔 ²£¤[¤u L®H£¤f�<J、/H L，¾«�ð（２８）Å�ð（２９）：

μ狔［狀］＝
１

犕∑
犕－１

犿＝０

〈狔〉［犿］［狀］ …………………………（２８）

μ狔［犿］＝
１

犖∑
犖－１

狀＝０

〈狔〉［犿］［狀］ …………………………（２９）

　　ð�：

μ狔［狀］———犔 ²£¤HJ L~T；

μ狔［犿］———犔 ²£¤H/ L~T。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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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３０）-�ð（３１）�½狊２狔．ｃａｖÅ狊２狔．ｒａｖ：

狊２狔．ｃａｖ＝
１

犖－１∑
犖－１

狀＝０
μ狔［狀］－μ〈狔〉（ ）２－

σ
２
狔

犔犖
……………………（３０）

狊２狔．ｒａｖ＝
１

犕 －１∑
犕－１

犿＝０
μ狔［犿］－μ〈狔〉（ ）２－

σ
２
狔

犔犕
……………………（３１）

　　ð�：

狊２狔．ｃａｖ———�Jn�；

狊２狔．ｒａｖ———�Jn�；
[\�ð（３２）～�ð（３４）�½狊２狔．ｒｏｗ、狊２狔．ｃｏｌ-狊２狔．ｐｉｘｅｌ：

狊２狔．ｒｏｗ＝
犖

犖－１
狊２狔．ｃａｖ－

１

犖－１
狊２狔 ……………………（３２）

狊２狔．ｃｏｌ＝
犕

犕 －１
狊２狔．ｒａｖ－

１

犕 －１
狊２狔 ……………………（３３）

狊２狔．ｐｉｘｅｌ＝
犕犖－１

犕 －１（ ）犖－１（ ）
狊２狔 －

犖

犖－１
狊２狔．ｃａｖ－

犕

犕 －１
狊２狔．ｒａｖ ………………（３４）

９．３　P*Q-q��k

９．３．１　P*Q

�5;<HN��«_ÅbDoJH²¥¶�ð（３５）：

μｄ＝μｄ．０＋μＩ狋ｅｘｐ …………………………（３５）

　　ð�：

μｄ ———N��«_HG{，��!E°fG（ｅ－）；

μｄ．０———N��«_（bDoJ!０）HG{；

μＩ ———NEOHG{，��!E°fGªx（ｅ－／ｓ）；

狋ｅｘｐ———bDoJHG{，��!x（ｓ）。
w(８．４．１ûüH{tbDoJN<£¤，[\９．１．１．３�½<øHN< L~T{，LBN< L

L{ÅbDoJö&²¥Mö，N(!bDoJ狋ｅｘｐ，O(!�bDoJ.N<£¤ L{μ狔，zP¶
£１０。01>�¨^ò¾«Mö]¿犪μ，â(９．１．３�¾«H犓，01�ð（３６）�½NEOμＩ：

μＩ＝
犪μ
犓

…………………………（３６）

.１０　PRS_`©ª)�gB+«Ko¥

４１

犌犅／犜４１３１０—２０２２



　　k�5;<õ�NEORyo，[\�ð（３７）ëìN��ñsÅNEOH²¥：

σ
２
狔 ＝σ

２
狔．０＋犪σ狋ｅｘｐ …………………………（３７）

　　w(８．４．１ûüH{tbDoJN<£¤，[\９．１．１．４�½<øHσ２狔，LBN��ñsÅbDo
Jö&²¥Mö，N(!bDoJ狋ｅｘｐ，O(!�bDoJ.N��ñsσ２狔，zP¶£１１。01>�¨
^ò¾«Mö]¿犪σ，â(９．１．３¾«H犓，[\�ð（３８）�½NEOμＩ：

μＩ＝
犪σ

犓２
…………………………（３８）

.１１　PRS3EXª)�g-B+«Ko¥

９．３．２　P*Q¬�E

[８．４．２ûüH£¤，[９．３．１�½�{t�T.HNEOμＩ，Õò>��TD!iD犜ｒｅｆ，7<ø

HNEO{!μＩ．ｒｅｆ。

[\�ð（３９），LBｌｏｇ１０μＩ犜 n_H<GMö：

ｌｏｇ１０μＩ＝ｌｏｇ１０μＩ．ｒｅｆ＋ｌｏｇ１０２·
犜－犜ｒｅｆ

犜ｄ

……………………（３９）

　　ð�：

犜ｒｅｆ ———FY�T，��!z{T（℃）；

μＩ．ｒｅｆ ———FY�T.HNEO，��!E°fGªx（ｅ－／ｓ）；

犜 ———�5;<"H5�«H�T，��!z{T（℃）；

犜ｄ ———NEOdG�s。

�ð（３９）�ö&\�MöH]¿./!狊，[\�ð（４０）�½犜ｄ：

犜ｄ＝
ｌｏｇ１０２

狊
…………………………（４０）

　　ð�：

狊———�ð（３９）ö&\�MöH]¿。
7：|E>®H£¤#$8}{hZ“NEOdG�s”H<Gö&%~，�:�ò¾«�m/H“ö&\�MöH

]¿”。<:,£¤#$8，NEOdG�s}�m/，kþÉ5�±þÉH{t�T6*.HNEOMLB

NEO`�Tn_HMö^r。

９．４　)�YZC-q��k

w(８．５�HH£¤，[\９．１．４�½��À.H�°�¿，LBDQRSTMö，N(!4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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