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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红外光谱法鉴定并用橡胶成分,先分析了红外光谱法鉴定并用橡胶成分的要点,然后
通过相应的实验,论述了红外光谱法的应用过程,分析结果表明,红外光谱法是一种全新的鉴定技术,将其
应用到并用橡胶成分鉴定中,既能快速准确的获知并用橡胶的成分,也可以保证鉴定结果的可靠性和权
威性,符合并用橡胶成分鉴定的需求,值得大范围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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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数中A表示红外光谱的吸光
度,(%T)表示透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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