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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会投稿原稿の題目 

研究会投稿原稿の題目２行目 

１行アキ 

電子 太郎＊  電子 二郎（日本電機大学） 

電子 三郎  電子 四郎（日本電力） 

１行アキ 

Title English 

Taro Denshi*, Jiro Denshi, (Nihon Denki University)  

Saburo Denshi, Shiro Denshi, (Nihon Electric Power Company) 

１行アキ 

The ○○○○○○○○○○○○○○○○○○○○○○○○○○○○○○○○○○○○○○○○○○○○○○○○

○○○○○○○○○○○○○○○○○○○○○○○○○○○○○○○○○○○○○○○○○○○○○○○○○○○○

○○○○○○○○○○○○○○○○○○○○○○○○○○○○○○○○○○○○○○○○○. 

１行アキ 

キーワード：和文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 2，キーワード 3，キーワード 4，キーワード 5，キーワード 6， 

(Keywords, keyword2, keyword3, keyword4, keyword5, keyword6) 

 

1. 大見出 

本文□（MS明朝＋Times New Roman）□□□□□□□□□

□□□□□□□５□□□□10□□□□15□□□□20□□□

□25□□□□□□□□。□□□□□□□，□□□□□□□□

□□□□□□□□□□□□□□□□□□。□□□□□□□

□□□□，□□□□□□□□□□□□□□□□□□□□□。 

2. 大見出 

〈2･1〉 小見出＿文字  小見出＿段落□□□□□□□

□□□□□□□□□□□□□□□□□□□□□□□□□□

□□□□引用文献(1)□□引用文献(2)(3)□□引用文献(4)～(5)□

□□□□□□□□。 

本文□□□□□□□□□□□□□□□□□□□□□□□

□□□□５□□□□10□□□□15□□□□20□□□□25□

□□□□□□□□□□□□□□□□□□□□□□□□□□

□□□□□□□□□□□□□□□□□□□。 

(１)  □□□□□  □□□□□□□□□□□□□□□

□□□□□□□□□□□□□□□□□□□□。 

(２)  □□□□□□□□□  □□□□□□□□□□□

□□□□□□□□□□□□□□□□□□□□。 

〈2･2〉 小見出＿文字  小見出＿段落□□□□□□□

□□□□□□□□□□□□□□□□□□□□□□□□□□

□□□□□□□□□□□□□□□□□□□□□□。 

本文□□□□□□□□□□□□□□□□□□□□□□□

□□□□５□□□□10□□□□15□□□□20□□□□25□

□□□□□□□□□□□□□□□□□□□□□□□□□□

□□□□□□□□□□□□□□□□□□□。 

本文□□□□□□□□□□□□□□□□□□□□□□□

□□□□□□□□□□□□□□□□□□□□□□□□□□

□□□□□□□□□□□□□□□□□□□□□□□□。 

𝑍 = 𝑋 + 𝑌 ............................................................. (１) 

□□本文（字下無）□□□□□□□□□□□□□□□□□□

□□□□□□□。 

𝑍 = 𝑋 + 𝑌 

𝑍 = 𝑋 + 𝑌｛数式行（続）｝ ................................. (２) 

式説明□□□□□□10□□□□15□□□□20□□

□□□□□□□□□10□□□□15□□□□20□□

□□□□□□。 

𝑍 = 𝑋 + 𝑌 ×
𝐴

𝐵
 ....................................................... (３) 

本文□□□□□□□□□□□□□□□□□□□□□□□

□□□□５□□□□10□□□□15□□□□20□□□□25□

□□□□□□□□□（表 1 参照）。 

本文□□□□□□□□□□□□□□□□□□□□□□□

 

表 1 図表タイトル 

Table 1. Title. 

表内文字     

Text     

     

図表説明（左）□□10□□□□15□□□□20□□□□25

表の左右は，75mm 以内□□□□□□□□□□□。 

 

 

電気学会研究会資料（●●●●●●研究会） 

The Papers of Technical Meeting on ●●●●●●●●, IEE Japan 

●●●●.●●.●●（開催日） 

※学会で記入につき著者は記載不要※ 上余白 40mm 

論文番号を記入 

タイトル 14～16P 

氏名 12P 

英文タイトル 10P 

和文・英文キーワード 9P 

英文氏名 9P 

左余白 

16mm 

右余白 

16mm 

10mm 

カ
ラ
ム
間 

余
白 

片段 26 字，84mm 

©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of Japan. ※学会で記入につき著者は記載不要※ 

下余白 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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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10□□□□15□□□□20□□□□25□

□□□□□□□□□□□□□□□□□□。 

本文□□□□□□□□□□□□□□□□□□□□□□□

□□□□５□□□□10□□□□15□□□□20□□□□25□

□□□□□□□□□□□□□（表 2 参照）。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図 1 参照）。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表 2 図表タイトル 

Table 2. Title. 

表内文字           

Text           

           

図表説明（中央）□□□□□□表の左右は，165mm 以内□□□□□□ 

 

 

(a) グラフ 1 

図 1 図表タイトル 

Fig. 1.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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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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