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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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部門大会投稿原稿の表題 

 

正 員 電気 太郎＊a)  学生員 電気 二郎＊＊  上級会員 電気 三郎＊ 

非会員 電気 四郎＊＊  学生員 電気さくら＊＊ 

 

English Title 

Taro Denki＊a), Member, Jiro Denki＊＊, Student Member, Saburo Denki＊, Senior Member,  

Shiro Denki＊＊, Non-member, Sakura Denki＊＊, Student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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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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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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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ーワード：キーワード 1，キーワード 2 

Keywords：keyword1, keywor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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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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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Z X 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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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５□□□□10□□□□15□□□□20□□□□25□

□□□□□□□□□（Table 1参照）。 

 a) Correspondence to: Taro Denki. E-mail: TaroDenki@iee.or.jp 

 ＊ 電気太郎研究所 

〒000-0000 東京都□□□□□ 1-1-1 

DenkiTaro Labs. 

1-1-1, ○○○○○○○○○○○○, Tokyo 000-0000, Japan 

 ＊＊ 電気二郎研究所 

〒000-0000 東京都□□□□□ 1-1-1 

DenkiJiro Labs. 

1-1-1, ○○○○○○○○○○○○, Tokyo 000-0000, Japan 



 

   

Table 2. Title. 

表内文字           

Text           

           

図表説明（中央）□□□□□□表の左右は，165mm以内□□□□□□ 

図・表は，ページの「上」又は「下」に配置。本文と図・表の間は，１行空き。 

 

 

(a) Sub Title 

 

 

(b) Sub Title 

Fig. 1. Title. 

本文□□□□□□□□□□□□□□□□□□□□□□□

□□□□５□□□□10□□□□15□□□□20□□□□25□

□□□□□□□□□□□□□□□□□□□□□□□□□□

□□□□□□□□□□□□□□□□□□□□□□□□□□

□□□□□□□□□。 

本文□□□□□□□□□□□□□□□□□□□□□□□

□□□□５□□□□10□□□□15□□□□20□□□□25□

□□□□□□□□□□□□□（Table 2 参照）。 

本文□□□□□□□□□□□□□□□□□□□□□□□

□□□□５□□□□10□□□□15□□□□20□□□□25□

□□□□□□□□□□□□□□□□□□□□□□□□□□

□□□□□□□□□□□□□□□□□□□□□□□□□□

□□□□□□□□□□□□□□□□□□□□□□□□□□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F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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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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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本文□□□□□□□□□□□□□□□□□□□□□□□

□□□□５□□□□10□□□□15□□□□20□□□□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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