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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动态 

新到馆图书推荐 

书  名 作  者 摘  要 

《创伤骨科手术要点难点及对策》 刘国辉 

本书内容包括创伤骨科各主要手术，基本按照

适应症，禁忌症，术前准备，手术要点，难点

及对策，术后检测与处理，术后常见并发症的

预防与处理的顺序予以介绍，最后对该手术的

临床效果给出评价 

《内镜神经外科学》（第 2版） 张亚卓 

在第一版的基础修改了部分章节，同时也邀请

了该专业优秀的大咖，添加了新内容、新技术、

新理念以及各自独特的经验和体会。另外，对

于一些重点疾病，增加了更多的内容，更加系

统地阐述了近几年的治疗经验、技术进展以及

综合治疗理念。 

《高分辨率肺部 CT》（第 5版） 

W.Richard 

Webb 原著；

潘纪戌译 

本书自 1991 年初，已多次再版。第 5 版内容

更加丰富、完善。全书共 3部分，从正常解剖、

病理生理到常见病、罕见病、对每一种肺部疾

病都系统地从术语、影像表现、鉴别诊断、病

理、临床、鉴别要点等方面做了详尽描述。对

常见 HRCT 征象也分类做了详细阐述，罗列了

每一征象的常见疾病，对鉴别诊断非常有帮

助。本书权威、前沿、实用。 

《临床脑电图学》（第 2版） 刘晓燕 

该版适当增加新内容、新观点。对脑电图的新

进展、如高频振荡、直流漂移、脑电图后处理

等广谱脑电图的新概念、均有较为深入的介

绍；对脑电图基本内容的描述既严谨又清晰；

对新生儿脑电图特点做了详细介绍；对各种疾

病的脑电图增添了很多新内容，尤其对遗传代

谢病的脑电图表现，在密切结合临床的前提下

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组织瓣切取手术彩色图谱》 段坤昌 

本书以临床解剖学要点及皮瓣切取过程为主，

采用新鲜尸体标本，展示皮瓣切取步骤，将两

者紧密结合，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皮瓣应用

解剖及切取过程中的解剖层次，不仅内容全

面，而且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和实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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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动态 

1、JCI：靶向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为何遇阻？科学家揭示可能原因 
对于很多类型的癌症来说，靶向治疗仍然无法带来显著的临床获益，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部分原因在于癌细胞会产生药物抵抗以及存在分子异质性。

在 AML 细胞内有几个基因经常发生突变、重排或失调，大约四分之一的 AML 病人中存在

FLT3 基因的内部串联重复突变（ITD）。这些携带突变的 AML 细胞依赖 FLT3 信号来存活，

因此 FLT3 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治疗目标。虽然像 sorafenib 这样的 FLT3 抑制剂能够在

治疗伊始表现出治疗效果，但一般很快就会出现抵抗，而药物抵抗的产生机制还不清楚。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圣祖德儿童研究医院的研究人员利用基于 RNA-Seq 的技

术对病人的白血病细胞进行分析，发现在白血病细胞对 sorafenib 产生抵抗以后 Tec 家族激

酶BMX发生上调。该基因的表达上调在产生药物抵抗的FLT3-ITD阳性小鼠模型中也存在。 

研究人员通过对机制进行研究发现，sorafenib 的抗血管生成作用会导致骨髓出现低氧

状况，促进 HIF 依赖性的 BMX 上调。在体外实验中，低氧依赖性 BMX 上调也在 AML 和

非 AML 细胞系中存在。对人类 FLT3-ITD 阳性细胞系的功能研究表明在抑制 FLT3 的时候

BMX 参与了一个代偿信号机制，促进 AML 细胞存活。 

总得来说，这些结果表明低氧依赖性 BMX 的上调通过一个代偿性促存活信号机制导

致细胞产生治疗抵抗，同时也揭示了药物脱靶对肿瘤微环境以及药物获得抵抗特性产生的

影响。研究人员提出骨髓微环境能够被抗癌治疗所改变导致药物抵抗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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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Jolieke G. van Oosterwijk, et al. Hypoxia-induced upregulation of BMX kinase 

mediates therapeutic resistanc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J Clin Invest. 2018;128(1):369–380. 

2、PNAS：世界首个蛋白组癌症早筛平台面世！卵巢癌误检率 0! 
癌症早筛和早诊是人类预防癌症提高生存率的最有效方式。在这一科研前沿领域，近年

来 ctDNA、循环肿瘤细胞（CTCs）检测成果显着。然而，传统的肿瘤相关蛋白生物标记物

却进展寥寥，近日，一项蛋白组学用于癌症早筛的平台，敲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2017 年 12 月 4 日，PNAS 在线发表了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著名教授 Bert 

Vogelstein 博士及其王磬博士的一项新发明——基于定量蛋白组的蛋白标记物开发和个体

化诊断平台。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蛋白组相关信息进行个体化癌症早期诊断临床应用的平台。 

Vogelstein 教授是享誉世界的癌症遗传学家，也是癌症基因组和癌症诊断专家，是 P53，

APC 等众多抑癌基因的发现者和功能阐述者。 

十几年前，他的实验室发表了人类第一个癌症基因组，同时，在癌症突变基因的临床

诊断领域也做出了领导性贡献，被广泛誉为“癌症液体活检之父”。他的众多发现奠定了

现代肿瘤遗传学的基础。Vogelstein 教授的科研论文被引用超过 35 万次，是目前各个科技

领域的科学家中被引用论文数量最高的一位科学家（没有之一）。 

在这项最新的研究中，Vogelstein 教授和他曾经的博士生、现在的合作者王磬博士一起

开发了这个称为“SAFE-SRM”的临床蛋白组癌症诊断平台。 

相比较于传统的依赖于抗体的蛋白诊断平台，这一临床蛋白组诊断分析平台具有极高

的灵敏度，更高的通量和更低的成本要求。 

SAFE-SRM 不依赖于、也不受限于蛋白抗体，从而使这个平台能够高速地发现和鉴定

大量新的肿瘤标记物。 

在基础科研方面，这个技术攻克了蛋白组领域长期存在的“灵敏度低”和“重复性差”

两大难题，将人类蛋白组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充分展示出蛋白组学在临床应用方

面的巨大潜力。 

这篇文章的第一和共同通讯作者王磬博士认为，“蛋白标记物相比其它标记物更能实

现癌症的早期诊断。作为 ctDNA 检测的先行者和世界级领军人物，我们深知基因检测的特

点，同时也了解蛋白诊断会提供大量而独特的癌症早期诊断信息。" 

基本生物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细胞只有一套基因组，如果是癌细胞，那也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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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几个拷贝的突变基因，但是一个细胞在它的整个生存周期中，却可以表达出几百万、上

千万、甚至更多拷贝数量的癌症相关的蛋白，这还不包括癌细胞所处的微环境对癌细胞做 

出反应而表达的蛋白。 

在临床诊断方面，只有当癌细胞死亡的时候才会将储存在细胞核基因组 DNA 中的遗传

信息和突变基因基因信息释放到外周血中。那些在细胞死亡之前就大量表达出的蛋白质实

际上是癌症早期诊断的独特靶点，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早的疾病干预。 

一个这方面的相关证据是，2011 年，我们曾经对单一癌细胞中突变基因 K-Ras 的蛋白

表达数量进行了绝对定量。 

我们发现一个癌细胞在同一时间平均含有 130 万个 K-Ras 蛋白，但是却只有 1 个拷贝

DNA 分子含有 K-Ras 基因突变。综合各种证据，我们认为，基于临床蛋白组的癌症早期诊

断将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将会有巨大的临床应用和市场潜力。” 

在这篇文章中， 王磬博士和他的科研团队阐述了传统蛋白临床检测的阿喀琉斯之踵

（Achilles' Heel），也即是，传统的依赖于抗原-抗体反应的检测方法对蛋白抗原的完整程

度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一个蛋白在血液中被蛋白酶部分降解破坏，或者在其它酶的作用下

发生了修饰，那么传统的依赖于抗体的方法是不能再成功检测出这个蛋白来的。 

应用这一技术，王磬博士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发出一个对卵巢癌早期诊断具有显着意义的

新的蛋白标记物 peptidylprolyl isomerase A。 

这个标记物能够准确诊断出大量 CA-125（目前最广泛应用的卵巢癌诊断标记物）阴性

的卵巢癌病人，同时没有误检出任何健康样本（特异性为 100%）。 

这一发现对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具有革命性意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显着提高女性卵巢

癌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期。 

目前，王磬博士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开发针对其他主要癌症的早期诊断方法。相信在

不远的将来，这一技术能够对人类各种癌症的早期诊断做出显着贡献，从而真正实现早期

干预，在根本上铲除癌症这个疾病。 

原文出处：Wang Q，et al.，Selected reaction monitoring approach for validating peptide 

biomarkers.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7 Dec 4. pii： 201712731. 

3、Leukemia：有望通过调控 JAK/STAT 信号通路减少 T-ALL 患者糖皮质激

素抵抗！ 
T 细胞淋巴细胞白血病来源于胸腺 T 前体细胞的恶性转化。强化治疗使儿童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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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期治疗效果有了长足的提高，但是复发性或难治性 T-ALL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小于 10%。

并且有利于治疗的可标记高危型的生物标志在疾病的早期治疗中应用受限。更重要的是，

新确诊的病人在首次接受化疗后常有微小残留病灶，或者在泼尼松治疗前期不能快速清除

外周的白血病原始细胞从而造成疾病预后差。 

前期的研究表明糖皮质激素抵抗在复发患者治疗过程中较常见，并且糖皮质激素抵抗

现象较其他化疗药物的抵抗更常见，这也提示增强高危患者对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对此类

疾病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s， GCs）与糖皮质激素受体形成复合物转运到细胞核，它

们在细胞核中参与调控细胞周期和凋亡相关的基因表达。但是 T-ALL 病人中糖皮质激素抵

抗的机制研究并不明确，而这成为克服糖皮质激素抵抗的主要障碍。 

T-ALL 细胞具有基因异质性，这导致基因异常不能成为疾病危险分级的依据。但是研

究者推测这些基因病变也许会集中体现在 T-ALL 疾病亚型的某些生化改变中，而这些疾病

亚型细胞会具有相同的化疗药物抵抗机制。研究者在体外细胞水平的实验中发现早期胸腺

前体细胞（early thymic precursor，ETP）阶段来源的 T-ALL 以及一些非胸腺前体细胞

（non-ETP）T-ALL 常出现原发性的糖皮质激素抵抗。GC 抵抗的非 ETP T-ALL 细胞在 IL-7

的刺激下 JAK/STAT 信号通路出现强烈应答。去除培养环境中的 IL-7 或者添加 JAK/STAT

信号通路的抑制剂可以提高 T-ALL 细胞对糖皮质激素的敏感性。结合使用糖皮质激素地塞

米松和 JAK1/2 抑制剂鲁索替尼能够改善 IL-7 依赖的糖皮质激素抵抗细胞中前凋亡因子和

抗凋亡因子之间的平衡，但是对非 IL-7 依赖的糖皮质激素抵抗没有作用。 

总之，这些研究表明应用鲁索替尼或者 IL-7 受体/JAK/STAT 信号通路的其他抑制剂可

以提高某一类 T-ALL 治疗中糖皮质激素的效果。 

原文出处：Delgado-Martin C, Meyer L K, Huang B J, et al. JAK/STAT pathway inhibition 

overcomes IL7-induced glucocorticoid resistance in a subset of human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s[J]. 
Leukemia, 2017. 

4、JAMA：科学家开发出评估肾脏疾病的新工具！ 
波莱特·麦克列维纳（Paul McIlvena）在家睡觉，三周后在医院里醒来。她因胰腺炎

并发症而病重。当她昏迷时，McIlvena 接受了手术并作为临时措施进行了透析。继 2004 年 

的这些事件之后，胰腺炎得到了清理，McIlvena 的肾脏又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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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她被诊断为慢性肾脏疾病，与她 13 年前的经历有关，目前正在接受

UCalgaryCumming 医学院的医生 - 科学家 MatthewJames 博士的治疗。 

詹姆斯说，百分之十二的住院病人将会经历一个肾脏并发症，尽管被接纳的原因不同。 

被称为急性肾损伤，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得多；对于其他人，如 McIlvena，

肾一段时间停止运作。 

詹姆斯说：“有人经历过急性肾损伤后有很多结局，许多病人恢复良好，肾功能恢复

正常，但其他人可能会发生肾功能衰竭。” 

直到最近，医生无法知道哪些患者长期并发症风险最高。通过研究，詹姆斯和他的同

事开发了一个风险评估工具，现在可以在艾伯塔省的医院使用，以指导后续护理。詹姆斯

说：“我们不想错过那些长期患有肾脏疾病的人，这个工具使我们能够识别需要跟踪的人，

并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护理。” 

肾病被认为是沉默的疾病，你经常不知道自己病了，直到进入疾病的晚期阶段，治疗

就意味着透析终身或者移植。 

风险评估工具背后的科学。 

为了设计一个能够深入研究急性肾损伤是否可以发展为晚期慢性肾病的工具，研究了

两组患者。在过去的 11 年中，来自 9,973 名艾伯塔省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六次常规健康测量：

年龄，性别，尿蛋白水平，入院时的肾功能水平，住院期间的肾功能水平以及出院时的肾

功能水平。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估计明年患者发生晚期肾脏疾

病的风险水平。为了确认这一方法，评估了安大略省 2761 名患者，结果验证了模型。该研

究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 

研究小组将在临床实践中评估该工具，他们知道这个工具是可行的，现在他们想知道

如果使用它可以改善患者的护理和结果。在卡尔加里和埃德蒙顿急性肾损伤患者将有资格

加入下一个研究。如果使用该工具可以在出院后得到更好的随访护理和患者预后，那么可

以开始在整个加拿大扩大使用的策略。 

詹姆斯说：“我们希望通过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风险信息来改善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

获得的患者和工具的体验，从而使患者和医生能够一起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改善长期的

肾脏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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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Matthew T. James, Neesh Pannu, Brenda R. Hemmelgarn, et.al. Derivation and 

External Validation of Prediction Models for Advance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Following Acute Kidney 

Injury. JAMA 

5、J Prim Care Commun Heal：最新研究发现，双治疗优于二甲双胍，更适

合低收入 2 型糖尿病患者 
根据《初级保健和社区保健》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双治疗优于二甲双胍单药治疗或过

渡疗法，对于新诊断的 2 型糖尿病的低收入个体可能是首选的。 

贝勒医学院助理教授表示：“低收入环境下的糖尿病控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常是压

倒性的。由于重大的护理障碍，选择最佳的初始疗法对这些设置有严重的影响，关于在糖

尿病中启动单药治疗或双重疗法的建议是可变的。明确的初始策略在获得护理和经济负担

的服务不足的环境中尤其重要。” 

非诺贝特治疗可能降低某些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强化医疗治疗可以控制风险因素。在

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对 309 名低收入成年人进行了一项回顾性图表审查，对他们在休斯

顿地区接受保健服务的口服降糖药进行了调查。参与者要求新诊断出的 2 型糖尿病患者提

供确证性提供程序。12 个月后，规定双重治疗的患者与二甲双胍单药治疗的患者相比，糖

化血糖蛋白变化更大。 

研究人员发现，在同一期间，转换治疗的患者在糖化血糖蛋白水平与单药治疗之间没

有显著差异，21 名患者在研究期间停用口服降糖药。在 12 个月时，整个参与组的糖化血

糖蛋白平均下降 2.36%。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二甲双胍和磺酰脲类药物联合治疗的患者

可能具有更好的糖化血糖蛋白结果。未来的研究需要建立口服制剂给药方案，以阐明磺酰

脲和二甲双胍之间的附加效应”。 

原文出处：Elizabeth M. Vaughan, Craig A. Johnston, David J. Hyman, et.al. Dual Therapy 

Appears Superior to Monotherapy for Low-Income Individuals With Newly Diagnosed Type 2 

Diabetes. Journal of Primary Care & Community Health December 7, 2017  

6、JAMA Neurol：利妥昔单抗、富马酸二甲酯、芬戈莫德、那他珠单抗以及

其他症状缓解治疗药物对复发缓解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效果 
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RRMS)患者临床实践中真实的药物治疗效果研究很不充分。近

日研究人员比较了利妥昔单抗、富马酸二甲酯、芬戈莫德、那他珠单抗以及其他症状缓解 

治疗药物（DMT）对 RRMS 患者的疗效和停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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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前瞻性地对瑞典多发性硬化数据库数据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考察所有药物

的初始治疗选择情况、停药以及换药情况。利用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和倾向评分评估研究

结果。 

494 名患者，平均年龄 34.4 岁，男性占 32%。215 人（43.5%）接受 DMT 治疗，86 人

（17.4%）接受富马酸二甲酯，17 人（3.4%）接受芬戈莫德、50 人（10.1%）接受那他珠

单抗，120 人（24.3%）接受利妥昔单抗，6 人接受其他疗法。统计发现，接受利妥昔单抗、

注射 DMT、富马酸二甲酯、芬诺莫德和他珠单抗的年停药率分别为 0.03，0.53，0.32，0.38，

以及 0.29。持续疾病活动是注射 DMT、富马酸二甲酯和芬诺莫德停药的主要因素；中枢神

经系统 John Cunningham 病毒阳性是他珠单抗主要的停药因素。相比于注射 DMT 和富马酸

二甲酯，利妥昔单抗的临床复发或神经影像学疾病活动率显著降低，其复发率较芬诺莫德

和他珠单抗也较低。 

研究发现，对于复发缓解型多发性硬化患者利妥昔单抗对疾病的临床控制效果显著优

于富马酸二甲酯，与芬诺莫德和他珠单抗相比也具有优势。利妥昔单抗作为复发缓解型多

发性硬化患者主要初始治疗选择在大多数测量变量中显示出更好的结果。 

原文出处：Mathias Granqvist et al.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Rituximab and Other 

Initial Treatment Choices for Multiple Sclerosis. JAMA Neurol. January 8， 2018. 

7、Brain Res：重要发现！一种糖尿病药物或能有效逆转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

记忆丧失 
日前，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Brain Research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

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一种糖尿病药物或能用来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研究者发现，这种糖尿

病药物或能通过三种不同的作用方式来明显逆转大脑的记忆缺失，相关研究获有望帮助研

究人员开发出有效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新型疗法。 

 
图片来源：Lancaster University 



西安交大一附院图书馆主页  http://10.101.1.31:8090/ 

                                                                                                          
10 

研究者 Christian Holscher 教授指出，这种用来治疗糖尿病的疗法（药物）或有望帮助

开发能有效治疗诸如阿尔兹海默病等慢性神经变性疾病的新型疗法。阿尔兹海默病是一种

最常见的诱发痴呆症的原因，据英国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数据显示，截止到 2051 年英国阿尔

兹海默病患者数量将会增长至 200 万人。研究者 Doug Brown 说道，在将近 15 年的时间里

都没有有效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新型疗法，因此我们需要开发出有效治疗该病的新型疗法，

目前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挑战就是需要确定治疗其它疾病的药物是否能够治疗阿尔兹海默病

及其它形式的痴呆症，这种方法或能使需要获得药物的人能够快速得到药物来治疗相应疾

病。尽管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在小鼠中发现了这种三重激动剂药物的益处，然而其它诸如利

拉鲁肽（liraglutide）等糖尿病药物也被表明对阿尔兹海默病患者非常有益，因此研究人员

认为后期就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了；本文中，研究者首次发现这种三重受体

药物能以多种方式来保护大脑免于退化，其能够同 GLP-1、GIP 及胰高血糖素结合，而这

三种均是生长因子，生长因子信号通路常常在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大脑中都是处于损伤状态

的。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 app/PS1 小鼠进行研究，这些小鼠能够表达诱发阿尔兹海

默病的人类突变基因，同时在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机体中发现的基因还能够遗传。在一项迷

宫测试中，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糖尿病药物能有效改善试验对象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文章要

点包括：1）这种药物能增加大脑中保护神经细胞功能的生长因子水平；2）这种药物能降

低和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大脑中淀粉样蛋白的水平；3）这种药物能降低大脑慢性炎症和氧

化性压力的水平；4）这种药物能有效减缓神经细胞缺失的速率。研究者 Holscher 表示，本

文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最早用来治疗 2 型糖尿病的多种新型受体药物或能有效减缓阿尔兹

海默病的症状，同时在多项研究报告中，这些药物还能带来持续性的神经保护效应。利用

这种药物的古老版本进行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其也能有效治疗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或其它

情绪障碍。因此研究者认为，这种新型的三重受体药物或能作为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潜在

疗法，但后期还需要进行剂量反应试验，以及与其它药物进行比较来评估是否新药更优于

老药。2 型糖尿病是诱发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因素，而且其还会参与阿尔兹海默病的进展；

在 2 型糖尿病和阿尔兹海默病患者机体中，胰岛素受损常常和大脑变性过程发生直接相关，

同时研究者常常能在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中发现患者胰岛素的脱敏作用，这种脱敏作

用在神经变性疾病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胰岛素还是机体大脑神经保护特性

的主要生长因素。 

原文出处：Jingjing Tai，Weizhen Liu，Yanwei Li, et al.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a 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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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P-1/GIP/glucagon receptor agonist in the app/PS1 transgenic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Brain Research (2017) doi:10.1016/j.brainres.2017.10.012 

8、Cell：挑战常规！很多癌症药物组合的疗效源自药物的独立作用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很多获得 FDA（即美国食品

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癌症药物组合的疗效并不是由于药物之间的协同相互作用，而是由于

药物的“两面下注（bet hedging）”。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的 Cell 期刊

上，论文标题为“Combination Cancer Therapy Can Confer Benefit via Patient-to-Patient 

Variability without Drug Additivity or Synergy”。 

通过对 15 项临床试验的数据进行重新分析，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与单一药物治疗相比，

在药物组合治疗中，每种药物的独立作用---指的是一种药物并不增强另一种药物的疗效---

能够准确地解释大多数癌症药物组合治疗中增加的存活期。 

 
图片来自 Cell, doi:doi:10.1016/j.cell.2017.11.009。 

这些研究人员说，患者之间的遗传变异导致不同的药物反应，而且利用多种药物治疗

患者群体会提高患者受益于至少一种药物治疗的可能性。这些发现不同于当前针对药物相

互作用提出的假设---通常将多种药物治疗获得的益处归功于这些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然

而，这些研究人员提醒到，这不应该被解释为降低了药物组合治疗对患者的价值。相反，

他们声称在没有完全理解疾病的情形下，药物独立作用代表着一种开发更好的组合治疗策

略的强有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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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重点关注让患者对至少一种药物作出反应的几率最大化可能支持依次地而不是

同时地对患者进行多种药物的治疗，因而降低药物组合在一起时的副作用，从而使得更高 

的药物剂量发挥疗效并且潜在地降低治疗成本。 

论文通信作者、哈佛医学院系统药理学教授、哈佛医学院治疗科学项目系统药理学实

验室主任 Peter Sorger 说，“我们的研究为重新思考应当如何和为何要联合给药提供一种概

念框架。”Sorger 补充道，“药物独立作用提供一种更简单的更令人满意的解释，这能够

有助医生们更好地使用现存的药物，有助患者产生更少的不良反应，也有助制药公司开发

出更好的充分实现精准医疗潜力的药物组合。”这些结果强调了开发鉴定出哪些患者对哪

种药物作出最好的反应和让治疗成功的几率最大化的新方法的重要性。 

论文第一作者、哈佛医学院系统药理学实验室研究员 Adam Palmer 说，“癌症药物组

合治疗的积极结果经常被理解为患者需要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来缩小肿瘤和让这些患者

好转，但是我们的分析结果提示着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很多患者可能仅对其中的一种药物

作出反应，其他的药物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但会产生毒副作用。” 

    观念转变 

药物组合是现代癌症治疗的主要手段，这得到了众多临床试验的支持，这些临床试验

表明接受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治疗的患者比接受单一药物治疗的患者作出更好的反应。大

多数药物组合的设计是基于合理的生物学原理：靶向相同的或互补的分子通路的药物应当

能够增强彼此的疗效。这种相加或协同的作用被认为降低肿瘤对药物的耐受性，并且允许

使用更低的药物剂量来减轻毒性。 

由于人类癌症的遗传和分子变异性，人们很难预测一种药物是否对任何一名患者都是

有效的。即便在受控的实验室实验中对不同的肿瘤细胞培养物测试过的癌症药物而言，这

种不可预测性也是适用的。基于这一点，Palmer 和 Sorger 研究了这种变异性是否导致药物

组合的临床疗效。为此，他们重新分析了人体临床试验数据，在这些数据中，对药物组合

治疗和单一药物治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比如，近期利用 FDA 批准的两种治疗黑色素瘤的

免疫治疗药物易普利姆玛（ipilimumab）和纳武单抗（nivolumab）开展的一项 III 期临床试

验发现这两种药物的组合治疗允许一半的患者能够存活超过 13 个月，同时这些患者的病情

未发生恶化。相比之下，一半仅使用易普利姆玛或纳武单抗治疗的患者分别存活了超过 3

个月和 7 个月，同时这些患者的病情受到控制。接下来，Palmer 和 Sorger 利用计算模型模

拟了如果患者仅接受一种与这些患者的肿瘤更好匹配的药物治疗，那么这些患者如何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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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这些研究人员预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半的患者应当存活超过 14 个月，同时这些患

者的病情不会恶化，这个数字几乎反应了实际的临床试验结果。 

在这些研究人员分析过的大多数临床试验（包括针对卵巢癌、乳腺癌、胰腺癌和转移 

性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中，这种模式都得到验证，这提示着独立的药物作用能够解释很

多药物组合的疗效。大约三分之一的临床试验数据并不匹配他们的模拟结果，这提示着这

些数据代表着真正的药物协同相互作用。这些研究人员也分析了一个数据库，在这个数据

库中，几十种药物组合治疗和单一药物治疗在上百种移植到动物体内的人肿瘤中进行过测

试。他们发现，在这些实验中，药物独立作用解释了药物组合在几乎所有药物和肿瘤类型

中的优越性。如果药物存在着协同的相互作用，那么最好的个人化药物组合治疗要比最好

的个人化单一药物治疗更加有效。然而，他们的分析结果揭示出最好的单一药物治疗取得

的生存期与最好的药物组合治疗在统计学上并无差异性。 

未来框架 

在利用接受两种药物组合治疗的患者群体中，一组患者将对其中的一种药物作出反应，

一组患者将另外的一种药物作出反应，一组患者对这两种药物都作出反应，一组患者对这

两种药物都不作出反应。如果存在药物协同作用的话，那么这仅在一小部分对这两种药物

都作出反应的患者中鉴定出，这意味着大多数患者仅受益于药物的独立作用。Palmer 说，

“我们模拟了独立发挥作用的药物两面下注对患者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且我们的模型与这

些观察到的数据完全一致。这种分析将对药物组合治疗的思考角度从分子原理转移到概率

原理上。即便我们无法预测哪些患者需要哪些药物，这一点也是有用的，这一发现是推动

精准医疗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这种框架也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评估当不存在协同反应时

的药物组合的基准益处来鉴定出真正地发挥协同作用的药物组合和更好地设计临床试验。

增强彼此疗效的药物应当超过药物独立作用预测到的益处。Sorger 说，“如此多的药物符

合这一预期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存在多少更好的药物组合。我们的发现仅强调了我们在单

个患者的水平上改进我们对药物作用机制的理解的重要性。”他补充道，“当我们使用药

物组合时，我们想要的是更大的成功出击和降低不良反应的几率。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如

何鉴定出患者对哪些药物作出反应，并将它们与其他的药物分开。”在这项新的研究期间，

Palmer 和 Sorger 发现，独立作用的想法并不新鲜，实际上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提出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人们已提出药物组合治疗能够被用来克服肿瘤变异，但是随着科

学家们着重关注协同作用的遗传和分子原理，这种概念已被边缘化了。然而，在当时测试

这种想法的数据是不能够获得的 Sorger 说，“现代的数据科学有助我们重新发现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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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组合的方法，我们相信这将有助我们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现今的患者。当我们更深入

地研究药物组合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对药物组合知之甚少。科学的进步要求我们不断地重

新评估和改进我们的想法。基本上，基础研究能够有助作出更好的实际解决方案。” 

原文出处：Adam C. Palmer, Peter K. Sorger. Combination Cancer Therapy Can Confer  

Benefit via Patient-to-Patient Variability without Drug Additivity or Synergy. Cell, 14 December 
2017, 171(7):1678–1691, doi:10.1016/j.cell.2017.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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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1、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重要变化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正式发布，今年的项目申请与往年相比有哪

些变化呢？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项目管

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发布了 2018 年度申请须知、科研诚信须知、预算编报须知和限项申请

规定以及各类项目资助政策，指导申请人自主选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指

南》对探索项目系列、人才项目系列、工具项目系列、融合项目系列等各类项目分别进行

介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人必读的参

考文献。 

申请须知 

依托单位和申请人在申请 2018 年度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关于申请人条件 

1）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符合《条例》第十条

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两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部分类型项目在此基础上对申请人

的条件还有特殊要求（详见本《指南》正文部分）。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工作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提供依托单位的

聘任合同复印件，并提供包含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在依托单位工作时间的说明（依

托单位或其人事部门盖章），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应当是在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详见本《指南》正文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部分）依托单位的全职工作人员，以及按照国家政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派

出正在进行三年（含）期以上援疆、援藏的科学技术人员（受援依托单位组织部门或人事

部门出具援疆或援藏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

内依托单位的非全职工作人员、位于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区域内的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所属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及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以外的科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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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申请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2）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具备《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无工作单

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经与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依托单位协商，并取得该依

托单位的同意，可以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得申请其他类型项目。 

该类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项目时，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工作单位信息，

在个人简历部分详细介绍本人以往研究工作情况，并提供与依托单位签订的书面合同（要

求详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作为附件随申请书

一并报送。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请

人申请各类项目。 

3）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科学基金接收申请截止日期时尚未获得学位）不得作

为申请人申请各类项目，但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经过导师同意可以通过受聘单位作为

申请人申请部分类型项目，同时应当单独提供导师同意其申请项目并由导师签字的函件，

说明申请项目与其学位论文的关系，以及承担项目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作为附件

随申请书一并报送。受聘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申

请各类项目。 

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可以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但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4）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

请人申请各类项目；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份申请或

参与申请各类项目。如果已经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或

者作为合作者正在承担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包括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与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在项目结题前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反

之，如果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上述 2 类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在项目结题前不得

作为申请人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或作为合作者参与申请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 [ 包括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与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5）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作为申请人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该类人员作为申请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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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项目时，应当提供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保证在项目资助期内在站工作或出站后留在依

托单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6）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的申请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二）关于申请书撰写要求 

1）申请人在撰写申请书之前，应当认真阅读《条例》、本《指南》、相关类型项目管

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等。

现行项目管理办法与《条例》和本《指南》有冲突的，以《条例》和本《指南》为准。 

2）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本人按照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的个人简历填写

应规范，并注意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及涉密的内容。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交申

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根据所申请的项目类型，准确选择或填写“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

等内容。要求“选择”的内容，只能在下拉菜单中选定；要求“填写”的内容，可以键入

相应文字；部分项目“附注说明”需要严格按本《指南》相关要求选择或填写。 

4）2018 年，部分科学部申请代码进行了调整，申请人应当根据所申请的研究方向或

研究领域，按照本《指南》中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准确选择申请代码，特别

注意： 

（1）选择申请代码时，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6 位或 4 位数字）。 

（2）申请人选择的申请代码 1 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确定受理部门和遴选评审专家的依

据，申请代码 2 作为补充。部分类型项目申请代码 1 或申请代码 2 需要选择指定的申请

代码。 

（3）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合基金项目等对申请代码填写有特殊的要求，

详见本《指南》正文相关类型项目部分。 

（4）进一步推进“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规范化使用，申请人在

填写申请书简表时，准确选择“申请代码 1”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容。 

（5）申请人如对申请代码有疑问，请向相关科学部咨询。 

5）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应当本人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试点无纸化申请的项目类型除

外）。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其所在单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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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填写合作研究单位信息并在签字盖章页

上加盖合作研究单位公章，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公章一致。已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

的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加盖依托单位公章；没有注册的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加盖该法人单

位公章（试点无纸化申请的项目类型除外）。 

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被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请，其境外工作单位不作为合

作研究单位。如本人未能在纸质申请书上签字，则应通过信件、传真等方式发送本人签字

的纸质文件，说明本人同意参与该项目申请且履行相关职责，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试点无纸化申请的项目类型除外）。 

每个申请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2 个（特殊说明的除外）。 

6）2018 年对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开展无纸化申请试点。申请时依托单

位只需在线确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项目获批准后，在提交《资

助项目计划书》时补交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其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保持

一致。 

7）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的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应当在申请书中详细注明： 

（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8）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请务必在

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申请项目的区别与联系，注意避免同一研究内容在不同资

助机构申请的情况。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

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9）申请书中的起始时间一律填写 2019 年 1 月 1 日。终止时间按照各类型项目资助

期限的要求填写 20××年 12 月 31 日（本《指南》特殊说明的除外）。在站博士后研究

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相关类型项目，应当按照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填写到所申请项目终

止年的 12 月 31 日。 

10）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均应当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 

申请人在填写本人及主要参与者姓名时，姓名应与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姓名中的字

符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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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申请书相

关栏目中说明，依托单位负有审核责任。 

（三）关于依托单位的职责 

1）依托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条例》、本《指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

工作管理办法》、有关受理申请的通知通告、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以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预算编报须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编制说

明》等文件要求，组织本单位的项目申请工作。 

2） 依托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

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3）依托单位如果允许《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所列的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

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本单位申请项目，应当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工作

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并签订书面合同，作为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报送。 

4）依托单位应当对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项目提供书面承诺，保证申请人在项目资

助期内在站工作或者出站后继续留在依托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每份申请的书面承诺由依托

单位盖章附在申请书后一并报送。 

（四）关于申请不予受理情形的说明 

按照《条例》规定，申请科学基金项目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不予受理： 

1）申请人不符合《条例》、本《指南》和相关类型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申请材料不符合本《指南》要求的。 

3）申请项目数量不符合限项申请规定的。 

 

 2、英文论文投稿时要用到的 8 类信件模板 

英文论文投稿时，有很多情况我们都需要与编辑老师进行沟通，必须经历从投稿、催

稿、根据修改意见修改后再投、致谢等多个环节，现给大家介绍论文投稿时会用到的 8 类

信件常用模板。 

（一） cover letter（投稿信） 

SCI 论文投稿时为了提高录用率，通常都会写一份 cover letter。cover letter 的作用是有

助于稿件被送到合适的编辑和评审人手中。如果没有 cover letter，稿件可能会给编辑造成

一些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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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稿件是投给哪种期刊的？ 

何种栏目？ 

是新稿还是修改稿？ 

如果是修改稿的话，是哪位编辑负责的？ 

如果这篇稿件有多位作者的话，哪一位是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的联系地址是什么？ 

因此，为了减少给编辑造成的困扰，一份合格的 cover letter 非常重要。cover letter 的

内容必须能够激励编辑继续去读你的文章全文。因此，你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例如创新性

和在研究领域的意义）需要在 cover letter 中呈现出来。一般情况下，cover letter 的长度在 5

段以内。太短不足以充分表达文章所做工作的重点内容，太长会让编辑感觉作者心虚。 

一份 cover letter 通常包括的内容是： 

1）向编辑简要介绍一下论文的内容和参与此项研究工作的作者名单。这里不需要太详

细，即使是工作中包含了一些复杂的实验部分。 

2）重点解释为什么该研究是创新性的，并且大家会对此感兴趣。 

这里，你可以介绍论文中用到哪些创新性的技术，你的实验样本数量足够多，研究成

果将对这个领域有较大影响等。如果你投的是临床国际期刊，你还要介绍这项工作会对将

来的实际治疗应用有什么意义。 

此处有 2 点需要你重点注意： 

写作时包含要点但不用仔细解释； 

尽量让编辑看到你的工作和所投期刊非常相关； 

最好，你的工作也刚好验证了别的研究团队在这个期刊前期发表的成果，或者与他们

结果相反。 

3）介绍你和你的研究团队：主要研究人员、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这篇文章的关系。解

释为什么要选择投这个期刊。如果其他实验室与你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此项工作，你最好

也要介绍一下相关合作团队。 

4）声明你的文章没有任何利益方面的冲突。因为每个期刊有不同的相关规定，所以查

询一下各个期刊在利益冲突政策方面的描述。同时，一定要声明这项研究没有在其他期刊

投稿和发表过。 

上面是写在 cover letter 中的要点，下面说一下有哪些内容不能写在 cover lette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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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在没有任何证明或引用情况下提及过去的发表文献。 

（2）不要提供与投稿无关的个人信息。 

（3）除非和这次的研究问题有关，否则不要提到您或者其他共同作者先前的发表记录。 

（4）不要复制粘贴上摘要的内容。 

（5）不要使用复杂发散的句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惑。 

下面我举 3 个成功的 cover letter 样式给大家参考： 

 
例子 1：投稿《欧洲心血管病杂志》 

Dear editorial board of 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Please find enclosed the manuscript: “The 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s not a risk 

factor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French individuals”, by Sarah H., et al., to be submitted as a 

Shor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logy for consideration of publication. All 
co-authors have seen and agree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and there is no financial 
interest to report. We certify that the submission is original work and is not under review at any 
other publication. 

 
In this manuscript,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study on the genetic and functional roles 

of the ACE on the risk of suffering a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French population. Indeed, we 
genotyped the rs4341 polymorphism in 531 IS cases and 549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n 
performed functional studies by measuring serum ACE protein level and activity in healthy 
controls, stroke patients at baseline and stroke patients 24h after stroke symptoms onset. The 
results from our study did not reveal any association of the ACE variant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although it affected ACE protein level, and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showed lower 
ACE level than controls in the acute phase but not in the chronic phase. 

 
We believe that our findings c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e readers of 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because they bring new and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ACE gene and protein are not a 
risk factor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We hope that the editorial board will agree on the interest of this study. 
 
Sincerely yours, 
 
Sarah H. on behalf of the authors. 
 
Corresponding author: Sarah Hamilton at Cardiovascular Research Laboratory, Marie Curie 

Research Institute, 75000, Paris, France, xxx@mariecurie.fr, phone number: +33582246xxx, f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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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33582246xxx. 
 

例子 2：投稿《临床化学》 

 
Dear Dr Broderick, 
 
Please find enclosed the manuscript: Association between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ESR1) 

genetic variants and risk of Stroke, by Sarah H., Isaac S., Marta L., Marc C. and Julien S. to be 
submitted as an new article to Clinical Chemistry. 

 
In this manuscript,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in a French 

population on the risk of suffering an ischemic stroke associated with genetic variants in the gene 
coding for the protein Estrogen Receptor Alpha. 

 
We believe that our findings c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e readers of Clinical Chemistry 

because they replicate partially the results observed by Rexrode et al. in a white American 
population and published in Clinical Chemistry in October 2007. Indeed, we demonstrate an 
association of the rs1271673 SNP T variant and a very common haplotype encompassing the 
rs1271673 variant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ischemic stroke. 

 
We hope that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reviewers will agree on the interest of this study. 
 
Sincerely yours, 
 
Sarah H.. 
 
例子 3：投稿《老年神经生物学》 

 
Dear editorial board of Neurobiology of Aging, 
 
Please find enclosed the manuscript: ACE variants and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by 

Sarah Hamilton et al., to be submitted as an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 to Neurobiology of Aging. 
All co-authors have seen and agree with the contents of the manuscript and there is no financial 
interest to report. We certify that the submission is not under review at any other publication. 

 
In this manuscript, we report the results of a genetic and functional study in a white 

population of sporadic Alzheimer’ s Disease patients on the risk of suffering cognitive 

impairments. 
 
We believe that our findings c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e readers of Neurobiology of Aging,  



西安交大一附院图书馆主页  http://10.101.1.31:8090/ 

                                                                                                          
23 

because they coul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diagnostic, prognostic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Indeed, the ApoE gene is the only well recognized risk factor for 

Alzheimer’s Disease at the moment (Goder et al. 1998), and we report here evidence that the 

ACE gene could also be involved in this disease. Moreover, we show that the variant studied 
modulates ACE levels and increas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ApoE gene. 

 
This study could thus have a great pharmacogenetic interest and bring new and important 

light in the field of Alzheimer’s Disease management and we hope that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the reviewers will agree on the interest of this study. 
Sincerely yours, 

 
Sarah H. and Lucas Delphino on behalf of the authors. 
 
Corresponding author: Lucas Delphino at Alzheimer’s Disease Laboratory, Marie Curie 

Research Institute, 75000, Paris, France, xxx@mariecurie.fr, phone number: +33582246xxx, fax 
number: +33582246xxx. 

 
（二）催稿信 

通常写催稿信是因为，你投稿后收到编辑回信，说已经指定了审稿人，之后是漫长的

等待，你很着急，于是就给编辑部写了催稿信。 

Dear Prof. ×××: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I am not sure if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contact you to inquire about 

the status of my submitted manuscript 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 although the status 

of “With Editor” has been lasting for more than two months, since submitted to journal three 

months ago. I am just wondering that my manuscript has been sent to reviewers or not? 
 
I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if you could spend some of your time check the status for us. 

I am very pleased to hear from you on the reviewer’s comm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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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E-mail: ××××@×××× 

 
（三）修改后投稿的 cover letter（投稿信） 
根据编辑部和审稿人的意见对稿件进行修改，完成后重新投稿时，也要附上一封 cover 

letter，但是这封 cover letter 和刚投稿时的 cover letter 又不一样。 

Dear Dr/ Prof..（写上负责你文章编辑的姓名，显得尊重，因为第一次的投稿不知道具

体负责的编辑，只能用通用的 Editors）: 

On behalf of my co-authors, w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revise 
our manuscript, we appreciate editor and reviewers very much for their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our manuscript en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 

 
We have studied reviewer’s comments carefully and have made revision which marked in 

red in the paper.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 revise our manuscript according to the comments. 
Attached please find the revised version, which we would like to submit for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eat appreciation to you and reviewers for comments on our 

paper.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 

Corresponding author: 

Name: ××× 

E-mail: ××××@×××× 

 
（四）回答审稿人的修改意见 

根据审稿人意见修改后，必须要给出你在哪些地方进行了什么样的修改，因此这封信

很重要。 

 
Dear Editors and Reviewers: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and for the reviewers’ comments concerning our 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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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 Those comments are all valuable and very helpful fo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our paper,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our researches. 
We have studied comments carefully and have made correction which we hope meet with 
approval. Revised portion are marked in red in the paper. The main corrections in the paper and 

the responds to the reviewer’s comments are as flowing: 

 
Responds to the reviewer’s comments: 

 
Reviewer #1: 

1. Response to comment: (……简要列出意见……) 

Response: ×××××× 

 
2. Response to comment: (……简要列出意见……) 

Response: ×××××× 

... 
逐条意见回答，切忌一定不能有遗漏，针对不同的问题可以使用下列几个礼貌术语： 

 
We are very sorry for our negligence of ……... 

It is really true as Reviewer suggested that…… 

We have made corr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viewer’s comments. 

Considering the Reviewer’s suggestion, we have …… 

 
最后特意感谢一下这个审稿人的意见： 

 
Special thanks to you for your good comments. 
Reviewer #2: 
 
同上述。 

 
Other changes: 
 
1. Line 60-61, the statements of “……” were corrected as “…………” 

2. Line 107, “……” was ad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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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ried our best to improve the manuscript and made some changes in the 
manuscript.  These changes will not influence the content and framework of the paper. And here 
we did not list the changes but marked in red in revised paper. 

 
We appreciate for Editors/Reviewers’ warm work earnestly, and hope that the correction 

will meet with approval. 
 
Once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五）致谢信 

论文录用后，为了表示你的礼貌，可以给编辑老师发一份感谢谢。 

Dear Prof. ××××××: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work and consideration on publication of our paper. On 

behalf of my co-authors,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great appreciation to editor and reviewers.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 

Corresponding author: 

Name: ××× 

E-mail: ××××@×××× 

 
（六）询问校稿 

文章接受了，可是长时间没有收到校稿通知，这时候可以写信问一下编辑老师。 

Dear ×××: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I am not sure if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contact you to inquire about 

the status of our accepted manuscript 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 since the copyright 

agreement for publication has been sent to you two months ago. I am just wondering that how 
long I can receive the proof of our manuscript from you? 

 
I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if you could spend some of your time for a reply. I am very 

pleased to hear from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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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s sincerely, 

×××××× 

Corresponding author: 

Name: ××× 

E-mail: ××××@×××× 

 
（七）文章校稿 

已经录用的文章开始校稿，需要不停地与编辑部进行沟通，过程中来往的信件非常频

繁，也非常重要。 

Dear Mr. ×××: 

 

Thanks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letter about the proof of our paper titled “Paper Title” 

(ID: 文章稿号)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Name”. We have finished the proof reading and 

checking carefully, and some corrections about the proof and the answers to the queries are 

provided below. 

 

Corrections: 

1. In ****** should be **** (Page ***, Right column, line***) 

 

2. In **** the “*****” should be “****” (Page ****, Right column, line****) 

 

Answers for “author queries”: 

1. *********************. 

2. ********************** 

3. ********************** 

 

We greatly appreciate the efficient, professional and rapid processing of our paper by your 

team. If there is anything else we should do,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let us know. 

 

Thank you and b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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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author: 

Name: ××× 

E-mail: ××××@×××× 

 
（八）要求减免版面费 

文章已经接受，需要提交版面费，但是你觉得版面费太多了，你可以发一封邮件与出

版社进行沟通，有可能最后就将你的版面费减免了。 

 
Dear Editor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our paper will be published in ××××. Thanks a million for your 

work. Although we have been supported by an external grant source, we must admit that it is not 
enough money to pay page charges. We hope to waive page charges expect for payments for 
language corrections and color figures. 

 
Best wishes. 

×××××× 

Corresponding author: 

Name: ××× 

E-mai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