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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期刊文章发表之路： CCR 投稿经验

• 研究背景介绍

• 前期失败经历，辗转到CCR

• 同行评议

• 修改回复

• 个人审稿经验



研究背景

• 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小细胞肺癌

• 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3%



研究内容

• 利用二代测序，对肿瘤进行多种基因分析，对比其中的基因变异差异，将此

类肿瘤分成不同亚型

• 结合临床治疗信息，分析分子亚型对于治疗效果的差异，探索精细化的个体

治疗方案。



前期投稿失败

• JTO

• NC



• 寻找目标杂志

• pre-submission inquiry letter



CCR 杂志介绍

• 比较关注LCNEC,之前有文章发表



• 选择杂志

• 修改格式



• 等待同时积极完善

• No news is  good news



• 第一轮意见 5月11日 投稿后2月余

• 编辑部意见

• 三位审稿人意见



一般性问题

• 研究流程

• 样本和临床收集



数据质量控制

• 1，是否由独立的影像专家进行集中阅片判断疗效？

• 2，为何入组病人中只是一部分人提供了基因检测结果？



阐述不清，导致审稿专家理解不到位

• It should be stated clearly how many samples were procured prior to initiation of 

any therapy in both the cohorts and for tumor/cell free DNA analysis 

• Not much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with regard to cell free DNA analysis from the 

MD Anderson cohort. 

回答：解释理由，进行更正，“we have now added these information in the 

revised manuscript (page x, line xx~xx and page x, line yy to yy)”.



具有挑战性的专业问题

• 样本量不够，统计学没有显著差异，需要优化统计方法

• 差异不够显著，现有结果不支持作者结论。

• 测序技术本身局限，导致数据偏移



展望性问题/建议

• LCNEC对于免疫治疗效果怎样？有没有预测生物标志物？

• 补充免疫组化分析结果等



友好型建议

• 现有题目不足以凸显价值，修改题目为“Genomic features are predictive for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in pulmonary large-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 Minor comments



Revision

• Appreciations

• Point to point



第2轮意见

• 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解释清楚，再次提出

回复：以图表形式回复，一目了然。

• 是否已签署知情同意书、通过伦理批准

Tumor only 
n=22

Plasma only 
n=18

Tumor + plasma 
n=23



再次被质疑：结论可信性

• With only 23 samples with both tumor and cfDNA, it is too hard to 

conclude that cf DNA is a reliable alternative to genomic profiling of LCNEC.

• 首先承认的确样本量不多，与这类罕见病种有关；

• 其次，再次展示自身证据，该样本虽然小，但关联性很强，具有统计显著性

• 最后，修改一下用词和语气，尊重审稿专家意见。

• 改为： “cfDNA analysis is a potentially promising alternative for genomic profiling of LCNEC” (Line xx) and the 

statement as “cfDNA sequencing may be a promising alternative for genomic profiling of advanced LCNEC 

tumors (Line xx~xx).



• 幸运的是，另外两位审稿人表示满意，没有再提意见

• 2个月后，编辑部回复条件性接受



感受

• 严谨

• 尊重作者

• 较友好

• 在线发表效率一般，排版见刊较慢

• 与国外同行共同投稿、修改论文，收获很多



运气

• 中途更换审稿人，本来回答了第一波意见，回来的意见又是另一套问题



我自己作为reviewer的经验

• 一般会先介绍一下这个文章的主要成果/发现

• This study used xxx ， investigated xxx, found xxx, concluded xxx.

• the findings are interesting/valuable…



评价指标

• 围绕几个内容：科学性，创新性，数据可靠性，是否足以支持结论。文章书

写质量，等等。







合作共赢



感谢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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