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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通告
欢迎大家前来费城，这座素有兄弟之爱
之别称且充满历史气息的城市，共同参
加由微波理论与技术协会 (MTT-S) 主办
的盛大的国际微波年会 (IMS)，发表并
了解微波理论、技术及应用的最新发展
动态。

重要日期
n 2017年9月15日（星期五）
提案呈交截止日期

关于专题研讨会，短期课程，重点及特别会议，分
组会议及非正式研讨会

n 2017年12月5日（星期二）
论文投稿截止日期

所有投稿必须采用电子提交方式

n 2018年1月31日（星期三）
论文录用通知

投稿人将收到用电子邮件发送的录用/拒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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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终稿提交截止日期

被录用论文稿件和版权转让许可

n 2018年4月4日（星期三）
专题研讨会演讲稿提交截止日期

将彩色及黑白版本的专题研讨会演讲稿电子版上传
给专题研讨会的组织者

n 2018年6月10日-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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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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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微波理论
和技术协会主办
的2018国际微波
年会（IMS2018）
将于2018年6月10
日-15日在宾夕法
尼亚州费城的宾夕
法尼亚会议中心
召开。IMS2018 是
包含RFIC研讨会
(www.rfic-ieee.org)和ARFTG会议
(www.arftg.org)在内的2018微波周
的核心部分。2018微波周的独特之
处在于，2018国际微波生物医学大
会(IMBioC’18. www.imbioc-ieee.org)
也将在此同步召开，时间为2018年
6月14日-15日。

微波周是全球射频（RF）和微
波专业人士最大的盛会，拥有9000
多位参会者和800多个具有尖端技
术水平的微波产品的工业参展商，
并且是业内最新研究进展及产品开
发最为重要的论坛。在IMS2018年
会上，人人皆能不虚此行，包括以
下内容：

IMS2018的主题是“微波，医
学，移动”，凸显了射频、微波和
毫米波对医学（包括医疗诊断与治
疗）和通信（包括5G，IoS和IoT）
的重要作用。IMS2018将隆重推出
技术研讨会、互动墙报论坛、全体
会议及分组会议、专题研讨会、短
期课程、工业及历史回顾展、以及
应用报告会。此外，大会还为与会
者及参展商组织了其它丰富多彩
的，包括嘉宾计划在内的技术交流
和社交活动。

文、学生论文，以及学生设计
等竞赛

◆		 医学主题的研讨及陈列诊断及

治疗仪器和服务的展馆

◆		 5G峰会，管理论坛，以及陈列

用于移动通信的下一代无线技
术的展馆

◆		 突出太空互联网（Inter-

net-of-Space）的IoS交流活动

◆		 最佳工业论文、创新实践型论

◆		 参展商提供的仅对学生开放的

工作招聘会。

◆		 旨在为非微波工程专业的学

生、工程师及管理人员准备的
射频训练营（RF Bootcamp）

◆		 由参展商派出的优秀技术人员

进行演讲，说明其产品背后技
术的参展商专题研讨会及应用
研讨会

◆		 以实际操作和展览为特色的

STEM活动，帮助中学生深化对
于工程师工作的理解-包括涉及
天线、电子电路、莫尔斯码和
业余无线电通信的演示及实验

◆		 针对少数民族工科学生的项目

联系活动（Project Connect）以
及针对博士研究生新生的赞助
计划

◆		 针对业余无线电（HAM）爱好

者、工程界女性（WIE）/微波
界女性（WIM），以及青年专
业人员（YP）的社交活动

◆		 为与会者及其嘉宾准备的盛情

款待安排及游览计划

技术论文的投稿
篇幅限制

论文甄选标准

论文最初投稿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
12月5日，论文篇幅应当为3页。对
于录用论文，在会议文集中最终收
录的论文篇幅应当是3到4页。

论文由IMS2018技术程序委员会各
个分委员会进行审稿。甄选标准为

我们诚邀作者提交介绍射频、微
波、毫米波及太赫兹（THz）理论
和技术方面的原创性工作以及/或
者创新实践型技术论文。论文投
稿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5日。
我们将采用双盲式审稿方式以保证
作者和审稿者的匿名性。可以在
www.ims2018.org找到关于提交符
合双盲审稿论文的详细说明。论文
的评审将综合考虑工作的原创性、
工作内容、表述的清晰度，以及与
IMS的相关性等。
新兴技术领域
IMS2018 诚邀大家提交在本征文通
告所罗列的特定涵盖范围之外的相
关技术领域中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
投稿，或者提交那些对于IMS来说
可能是全新的、但我们的参会者会
感兴趣的论文投稿。我们特别鼓
励那些与微波与医学，5G，IoS及
IoT相关的论文投稿。

论文投稿须知
1. 所有提交的论文必须用英文撰
写。
2. 作者必须严格按照所提供的模
板格式要求，模板可以从
www.ims2018.org上下载。
3. 作者必须在2017年12月5日东部
标准时间下午7点之前在
www.ims2018.org完成投稿。逾
期提交的论文将不予考虑。初
次提交的论文篇幅为3页，必须
是PDF格式，文件大小不能超
过2MB。不接受纸质论文和电
子邮件投递的论文。

原创性：是否具有独特而重要的贡
献？是否具有推动技术及/或创新
的实践应用的尖端水平？是否恰当
引用了作者及其他研究人员以前所
做的研究工作？
内容含量：论文是否通过充分的支
撑性数据对工作进行了全面描述？
清晰度：论文是否清晰地阐述了其
贡献及技术内容？论文的写作及附
图是否清晰易懂？
对MTT-S会员的兴趣：所做的工作
为什么适合在这个会议上发表？
技术领域：在论文投递的过程中，
作者要选择一个主题技术领域和两
个选择性技术领域（请参见技术领
域）。论文摘要应当包含能够明确
反映所选领域的信息。我们将根据
作者所选定的技术领域来确定合适
的审稿委员会。技术领域分为五个
不同的类别，我们将根据这些类别
来进行论文报告的日程安排。我们
允许作者所选取的主题及选择性技
术领域属于不同类别。

专题研讨会，短期课程，焦点
及特别会议，分组会议及非正
式研讨会
上述专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向：下一代
无线系统（5G及以上），太空互联网，射频/
微波的医学应用，射频/微波测量的最新技
术，RFIC技术的进展。请访问www.ims2018.org
来了解详细的主题清单以及关于如何准备提
案的说明。必须在2017年9月15日之前呈交提
案。

微波应用报告会 (MicroApps) 及
参展商专题研讨会
微波应用报告会（MicroApps）将继续在展览大
厅作为IMS参展商展示其商业化产品背后的技
术及特殊功能的一个论坛。此外，参展商专题
研讨会为IMS参展商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
会来向与会者就技术专题进行更加深入的介
绍。这两个活动均对所有参会者及参展人员开
放。参展商专题研讨会有一个象征性收费，而
MicroApps则是免费的。
详情垂询，请访问www.ims2018.org。

演讲文稿格式
IMS提供了三种演讲文稿格式。在
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尊重作者
的选择，但IMS2018 技术委员会
（TPC）保留将论文归入最合适的
技术领域及演讲文稿格式的权利。
1．全文报告形式（20分钟）的
论文要介绍重要贡献，所起到
的推动作用，或者应用，要采
用在结尾部分包含问题及回答
（Q&A）的正式演讲格式。
2．快报形式（10分钟）的论文一
般是介绍在最新进展方面具体
的改良或提高，要采用在结尾
部分包含问题及回答（Q&A）
的正式演讲格式。
3．互动墙报论坛形式的论文为作
者提供了一个更加详细地展示
他们在理论和/或实验方面的
进展以及所取得结果的机会，
并且是非正式的对话式交流方
式。论文将以电子墙报的形式
来呈现，这有助于使用视频及
交互式媒体。此外，作者还有
机会展示硬件，进行演示，并
且与对此感兴趣的IMS与会者进
行讨论。

学生论文竞赛
我们鼓励具备参赛资格的学生提
交论文来参加学生论文竞赛。这些
论文将采用与其它所有投稿论文
相同的方式进行审稿。一等奖，二
等奖和三等奖是基于文章内容及演
讲表现而进行评定的。要获得这个
奖项，学生在从事该研究工作期间
必须是全日制学生，而且是第一作
者，同时要在IMS会议上亲自宣讲
论文。在论文投稿过程中，要求学
生要提供指导教授的电子邮件，在
文章遴选过程中我们会要求指导教
授证明这个工作主要是由这位学生
完成的。详细的参赛资格要求，请
访问www.ims2018.org。

工业及创新实践型论文
竞赛
我们鼓励来自工业界的具有参赛
资格的作者提交参与工业论文竞
赛的文章。此外，任何一位提交
了创新实践型论文的作者都有可
能进入创新实践型论文竞赛。创
新实践型论文主要描述创新型射
频/微波设计集成技术，工艺过程
的改进，以及/或者两者的结合，
从而使得射频/微波组件，子系统
或系统的性能和/或制造时间方面
有明显的提高。这些论文也将采
用与所有投稿论文相同的标准进
行评审。详情垂询，请访问
www.ims2018.org。

通知
我们将在2018年1月31日左右通过
论文首次投稿所提供的电子邮件地
址来向作者发送评审结果。对于被
录用的论文，作者务必在2018年3
月7日之前提交电子版本的论文定
稿（3页到4页，将收录在会议论文
集中）并且将版权转让给IEEE。
我们也将通过电子邮件提供投稿指
南，大家还可以访问会议网站来
获取投稿指南。会议论文集将以
电子文档的形式收录并且在IEEE
Xplore中存档。

IEEE T-MTT专刊
在IMS2018 上宣讲的所有论文的
作者可以向面向IMS2018的IEEE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iques (IEEE T-MTT)特刊
提交一份IMS论文的扩展版本。

许可
在论文投稿之前，作者有责任获得
所要求的涉及到所有公司和政府的
许可。我们强烈提醒作者不要等到
最后一天才开始进行论文投稿。那
些对投稿过程不熟悉的作者可能会
遇到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来解决的论
文格式或许可问题。投稿作者已
经获得许可的声明以及一个填写完
毕的IEEE版权书必须要与被录用
的论文稿件一同提交。我们将在论
文投稿过程中提供有关许可问题的
详情。

学生设计竞赛
我们诚邀所有具备参赛资格的学生
或学生团队考虑在IMS2018年会上
参加学生设计竞赛（SDC）。这是
学生们能够将理论用于实际硬件和
软件设计的唯一的IMS活动。关于
参赛资格的详情，IMS2018 SDC竞
赛清单，以及每一个SDC的规则，
请访问www.ims2018.org。

技术领域 | 关于技术领域的更新内容，请参见www.ims2018.org
Microwave Field, Device, and Circuit Tech
微波场，器件与电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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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分析和导波 – 新型导波和辐射结构，传输线和波导中新的物理
现象，以及新的用于求解导波和辐射问题的分析方法。
时域和频域数值技术 – 用于射频、微波和太赫兹应用的有限差
分、有限元、积分方程，及混合方 法。
仪器仪表和测量技术 –基于理论和实验演示的用于器件和材料
的线性及非线性测量技术，误差修正，解嵌，校准，和新型仪器
仪表。
CAD算法和技术 – 仿真，模拟，不确定性的量化，以及设计优
化：基于电路-，电磁-，多物理量-，和统计特性，包括代理建
模，空间映射， 及模型降阶的技术。
微波器件建模 – 包括表征，参量提取及验证的有源和无源，线
性和非线性器件及结构建模（物理模型，经验模型，及行为模
型）。
射频纳米技术和应用 –基于一维和二维材料的技术及应用，包
括但不限于纳米粒子，纳米光子，纳米等离子体，以及纳米光机
械学；纳米尺度的人工材料；纳米尺度的计量及成像。
非线性电路和系统分析，仿真及设计 – 失
 真度，稳定性及定性
动态分析；电路和系统（C&S）仿真技术和应用；非线性C&S（除
功率放大器以外）的行为建模；以及非线性C&S的设计与实现。

无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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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线结构 –新型的传输线结构和器件，传输线等效电路，人
工传输线和超材料结构，用于器件和系统的传输线应用。
无源电路元件 – 耦合器，功分器/合成器，混合环，谐振器，以
及集总元件方案。
平面无源滤波器和多工器 – 包
 括集总式元件的平面无源滤波器
和多工器，滤波器和多工器的综合方法。
非平面无源滤波器和多工器 – 基于电介质，波导，同轴，或其
它非平面结构基础上的谐振器，滤波器和多工器。
有源，可调及集成滤波器 –集成式（在Si, LTCC, LCP, MCM-D,
GaAs上），有源，和可调滤波器。
微波声学，铁氧体，铁电体及相变组件 – 表面和体声波器件包
括FBAR器件，块状及薄膜铁氧体组件，基于铁电体的器件，以及
相变器件和组件。
微机电 (MEMS) 组件和技术–射频微机电及微加工组件和子系
统。

有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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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器件和单片IC – 采
 用三五族，硅及其它新兴技术所实现
的射频，微波，和毫米波器件及MMIC；MMIC的制作，可靠性，失
效分析，成品率和成本。
信号生成技术 – 连续波和脉冲振荡器, VCO, DRO, YTO, PLO, 以及频率
合成器；新器件的应用，振荡器中的噪声, DDS技术。
射频调制器和频率转换电路 –微波系统中与信号调制和频率转
换相关联的非线性元件，如IQ调制器，混频器，倍频器/分频器及
相移器。
HF，VHF和UHF技术及应用 – 在1GHz以下演示过的工作硬件的
射频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创新型方法。
功率放大器器件和电路 – 分
 立和IC功率放大器器件和设计技术的
进展，对射频，微波和毫米波信号所展示的功率，效率和线性度
的改善。
高功率放大器– 高功率放大器设计，表征，和行为建模；线性化
和预失真技术；SSPA的功率合成技术以及用于射频到毫米波的真
空电子技术。
低噪声组件和接收机 – LNA，检测器，器件，接收机，辐射计，
模型，以及用于低噪声电路和组件的表征法。

毫米波和太赫兹器件与电路 – 在毫米波和太赫兹领域的无源
和有源组件的设计和表征及/或封装； 新型的芯片级（即探针
测试）测试和测量技术。
毫米波和太赫兹通信，成像及传感系统 – 由一个或多个集成
电路组件封装组合并可进行整体测试的（即，非探针测试）
用于通信，成像，和传感应用的新型毫米波和太赫兹系统
微波到太赫兹的光子器件和系统 – 研究微波，太赫兹波，及光
波之间交互作用的多学科领域，用于微波，毫米波和太赫兹信号
的生成，处理，控制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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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模式及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及系统 – 高速混合信号组件，模
块和子系统，包括用于传输和电/光界面的ADC, DAC,及DDS技术，
背板，MIMO, SDR, 以及考虑了信号完整性，均衡性，和其它性能
标准的认知系统。
封装，互连，MCM和集成 – 介质和基片，组件和子系统封装，组
装方法，喷墨打印，互连，多芯片模块，圆晶堆叠，三维互连，
异质材料之间的互连，以及采用集成冷却的封装技术。
3D打印的射频和微波组件及系统 – 射频和微波组件的设计，建
模，制造，及测量，材料表征，以及与3D打印或积层制造相关的
新型工艺；采用积层制造的创新型设计。
生物相互作用和影响及其应用 – 用于生物测量， 治疗，以及诊
断应用的器件和组件；分子，细胞和组织层次上的电磁场交互作
用；生物材料和生物系统的微波表征；MRI和微波成像。
天线阵列和集成波束赋形器 – 在阵列天线，集成式波束赋形器，
空间功率合成，相控阵，波束回溯（retrodirective）系统，T/R组
件，以及多波束扫描领域将理论和硬件实现相结合的技术进展。
雷达和宽带通信系统 – 用于地面，车辆，卫星，和室内应用的
宽带和毫米波通信系统；雷达系统/子系统；UWB系统。
无线和蜂窝通信系统 – 无线和蜂窝系统构架；信道建模；无线收
发机系统；用于无线子系统的外形小巧模块；高度集成的前置端
和电路构架；卫星通信；共享型和新型频谱使用；认知无线电。
传感器和传感系统 – 触点式传感器，无线传感器，雷达探测
法，气体传感器，流体传感器，IVHS， 无损检测，遥测，纳米传
感器，先进且创新的概念。
RFID技术 – 用于物联网的RFID解决方案，包括可穿戴器件，超低
功率通信，以及从完全的无芯片操作到有源标签和从HF到毫米波
及太赫兹域的传感。
高功率微波技术的应用 – 利用高功率微波技术的高效节能系统
和工艺，微波加热系统的多物理量建模，NDE/NDT和材料特性的
测量。
用于保健应用的射频系统和仪器仪表 –用于生物医学应用的系
统和仪器仪表；无线传感器和系统，雷达，以及用于健康监测和
远程医疗的可植入和可穿戴器件
无线功率传输 – 能量采集系统和应用，整流电路，自偏置系
统，数据和功率相结合的传递系统。

新兴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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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系统和应用 – 用于射频/微波应用的新兴技术和新型系统
概念，如物联网 (IoT)，太空互联网 (IoS)，可穿戴计算/通信系统，
机器-到-机器通信，智能运输，智慧城市，智能环境。
5G技术和构架 – 5 G可能采用的创新技术，包括但不限于波束赋
形，MIMO，大规模MIMO和多RAT系统；C-RAN，微波和毫米波链接；
波形设计，调制方案，以及全双工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