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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 2023 年稿约

1   关于杂志   About the Journal
1.1   杂志的目标与宗旨Aim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英文版 )》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NRR) 杂志创刊于 2006 年 4

月，ISSN1673-5374，eISSN1876-7958，是目前唯一专注神

经再生领域研究的国际性、经同行评议、开放获取期刊。

国际官方网站为 www.nrronline.org，中文官方网站为 www.
sjzsyj.com.cn，中国康复医学会主办。

NRR 杂志被 SCIE 科学引文索引库、PubMed/PMC 和

SCOPUS 等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NRR 杂志希望成为国际神

经再生领域读者、作者和专业学者最喜欢、最认可的优秀

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检索 SCI 数据库 NRR 杂志 2021 年影响

因子 5.135，位列神经科学与细胞生物学领域 Q2 分区，中

科院期刊分区 2 区。

1.2   杂志的出版范围 Scope   NRR 杂志重点出版来自成年

神经元的转化与再生；损伤神经元的轴突和树突的修复与

再生；神经再生过程中神经元、微环境、新生血管的变化；

神经损伤后的干预、修复、保护与再生的组织形态学变

化乃至细胞生物学或细胞分子生物学的改变；神经再生

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更多期刊关注热点，

见表 1。
1.3   收录本刊的重要数据库 Indexing and Abstracting
● BIOSIS previews (BP)
●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DOAJ)
● Embase (Elsevier)
● Excerpta Medica (EM)
● Index Copernicus (IC)
● ProQuest
● PubMed via PMC deposit (NLM)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Clarivate Analytics)
● Scopus (Elsevier)
● Web of Science (Clarivate Analytics)

获奖情况 Awards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期刊

● 中国高质量科技期刊 ( 神经病学 T2 类 )
●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 国家卫生计生委“首届优秀期刊”

1.4   杂志的编委会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期刊编委会由

中国科学院苏国辉院士和徐晓明教授领导的 100 多位国际

从事神经再生领域研究的优秀专家组成，期刊编委会名单，

见表 2。

1.5   杂志的读者群 Readership   NRR 杂志读者群为遍布全球

从事神经解剖、神经免疫、神经病理、神经药理、神经生

理、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影像、

神经放射、神经康复等神经再生相关领域的学科专家。

NRR 杂志已经成为包括医学、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

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制药学、生物伦理学和循证医学

等学科专家以及政府、基金资助单位、期刊、同行、药企、

保险公司、继续教育领域和患者的重要学术、技术、转化

信息等内容的交流平台。

1.6   杂志的出版标准 Publication Criteria   NRR 杂志希望发

表更多有学术创新贡献和技术方法创新或应用前沿性新技

术方法得出区别于他人他篇有特点的基础实验或临床研究

文章。要求稿件需具备科学性和严谨性，技术水准高，有

严格规范的实验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及学术伦理，结果具

有可重复性，讨论分析中数据充分支持结论，没有言过其

实或者言辞夸张，结合已有文献进行充分深入的说明。

NRR 杂志综述栏目一般为特邀文章，编辑部根据国际

神经再生领域热点问题向该领域优秀专家提出撰稿邀请。

如果相关领域专家对某些热点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希

望以综述的形式发表，可向编辑部发选题摘要，待编委会

讨论决定是否邀约。

NRR 杂志对综述文章的要求是，3 000-6 000 单词，深

入描述一个领域的某一热点问题，要有作者的分析见解，

要说明检索策略 , 需要至少有 3 个表和 3 个图深入总结文

章论点和涉及机制，参考文献 50-80 条，其中近 5 年文  

献≥ 50%。引用来源同一期刊的文章不能多于 3 条，引用

同一作者的文章不能超过 2 条。

NRR 杂志非常欢迎作者有创新性研究结果的优秀原著

稿件的投稿！①以最新技术揭示神经再生领域损伤与再生

问题的创新性假说、创新性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文章；更关

注临床研究中前瞻性设计，有临床注册方案的，随机对照

的多中心临床试验。②选题应该是基于临床现象或者临床

问题凝练出来的重要科学问题，借助于临床组织样本或临

床信息资源，开展对神经再生相关疾病的干预、修复、保护、

再生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利用多学科、多层面、多尺度的

新技术、新方法、新范式、新模型进行的基础研究或者是

临床研究，基于创新研究成果的具有转化医学意义的研究；

③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整体、及群体等不同的层

面和水平，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机制开展的深入、

系统的对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的研究；④有交

叉领域、国际合作、解决重大疾病问题、解决疑难疾病问

题，有新突破创新点的研究；⑤有创新结果的研究，结果

要有 3 组数据验证，有 3 种动物模型和 3 个优秀国内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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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验证的文章可优先发表。 
NRR 杂志十分关注基础研究领域的文章。①以新方法

新技术构建神经再生领域相关模型的文章；②来自细胞层

面实验结果的文章，需要介绍细胞的选择，干预因素的方

式 (基因沉默过表达，siRNA等 )及表型检测 (如增殖、周期、

凋亡或自噬 ) 等，NRR 杂志不发仅以体现包含体外细胞学

实验结果的文章；③来自动物模型实验结果的文章，需要

以国际认可的金标准构建疾病动物模型 ( 突出临床意义，

考虑动物层面与临床层面的差异包括免疫、基因或代谢等

因素 )，干预因素的方式 ( 包括药物、细胞、基因、病毒载

体等 ) 时重点描述分组、对照、表型检测；④对能够应用

2 种及以上种类动物和不同方法构建的模型 ( 如不同转基

因模型，不同自发疾病模型，不同动物构建的疾病模型 )，
去研究和诠释神经再生领域相关损伤与修复及再生的病理

过程、病因及症状和机制的优秀文章；⑤实验动物研究结

果能够反映组织学、行为学、功能学 3 方面的变化。

2   编辑流程   Editorial Process
NRR 杂志致力于尽快处理每一篇投稿，希望用快速、

高效的服务使作者的发表过程顺利迅捷。

- 从投稿到决定送外审时间：平均 6 天；

- 从投稿到外审后初步决定时间：平均 30 天；

- 从采用到在线发表时间：平均 80-120 天。

NRR 杂志不接受稿件一稿多投，但可接受获得正规授

权后以下形式的稿件：

-在会议上口头报告的再次发表；

-在非营利性预印本服务平台上发布文章的再次发表；

- 同一个团队、同一个导师的延续研究中，材料方法的复

制黏贴，图表的再次应用；

-面对不同语言、不同读者群体文章的再次发表。

3   同行评审   For Reviewers
NRR 杂志所有稿件均需接受双盲同行评审，严格遵照

同行评审意见。同行评审的责任在于对被审的每一篇文章

都评价其科学性、严谨性，并严格遵守相关的伦理要求。

判断论文工作的重要性是发表后由读者决定的，而非同行

评审人的主要职责。

NRR 杂志每年收到 2 000 多篇稿件，只有 15-20% 的

文章最终能够发表，我们致力于为每篇稿件给出快速而权

威的决定。约 1/3-1/2 的自由投稿会因为不符合杂志出版

宗旨和近期关注热点而被初审直接拒稿不能进入国际小同

行评审程序，快速的拒稿决定有助于告诉被拒稿的作者，

尽快将稿件投至其他期刊而不延误文章的最终发表。

3.1   送审程序   每篇提交到 NRR 杂志的文章都需要通过严

格的质量审核和同行评审，才能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具

体流程如下：

-编辑部形式审查重点，见表 3；

文章只有符合期刊的这些质量审核标准，才能进入到同行

评议的阶段。

-外审流程保证每篇文章至少要有 3 个有效审稿意见；

审稿人 7 天内在 EM 平台同意接受审稿任务，14 天内按平

台要求提供审稿意见，见表 4，审稿人应重点审核学术问题，

见表 5，并提出建议编辑部对一篇稿件去留的处理意见；

- 编辑部 30 天内汇总多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给作者初步

编辑决定：接受、拒绝、要求作者修订或发给另一同行再

次审查；

- 返作者一修 21 天：提供给审稿人点对点的回复，发回修

改后稿件的痕迹版和修改后稿件的清洁版；

-审稿人可选择对作者返修情况进行 7 天的复审；

- 编辑综合审稿人复审意见和期刊写作要求提出编辑学意

见；

-作者再次返修；

-至编委会终审讨论决定稿件是否采用或拒绝。

NRR 杂志审稿流程时间要求，见表 6。

3.2   审稿人利益冲突及身份认证   审稿人需在审稿前确认

与被审稿件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同时在审稿后决

定是否同意完全公开评审意见。审稿后对于同意公开同行

评审人姓名和同行评审意见的将在文章出版时一并发表。

要特别感谢同行审稿人对 NRR 审稿过程中的艰辛付出

和积极的贡献，使 NRR 出版文章质量得以不断的提高。他

们利用大量的精力、时间和专业知识确保 NRR 能够出版高

水平的每一篇文章。每年底 NRR 都会特别感谢当年为期刊

评审≥ 4 篇稿件，篇评审时间≤ 14 天，篇评审字数≥ 400

单词的优秀审稿人，每年年度 NRR“优秀审稿人名单”将

在期刊网站上公布，以表示感谢。

NRR 为单篇审稿总体意见≥ 300 单词，审回时间≤ 14

天的审稿人，授予“审稿证明”。同时鼓励 NRR 审稿人在

Publons 公开评审平台上 (www.publons.com) 分享和讨论他

们对 NRR 文章的评审意见和观点，杂志为在 Publons 有注

册的审稿人提供审稿人认证加分奖励。

3.3   稿件采用标准   
-研究新颖 (novel)，选题是领域内热点；

-研究方法可靠 (methodologically robust)，实验方法描述详

细；

-提出合理的结论，并有充分的数据支持；

-统计学方法正确；

- 结果在本刊首发出版，有可重复性；

-符合伦理道德 (ethical)，无学术不端行为；

-遵循国际医学报告撰写指南，并同意数据公开原则；

- 以简洁标准的美式英语书写。

NRR 杂志稿件采用原则，见表 7。

4   在线投稿   For Authors
4.1   投稿程序   所有稿件需通过 NRR 杂志官方投审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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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提交：http://www.editorialmanager.com/nrr/ 稿件一旦

投到 NRR 杂志，在等待编辑决定的评审过程中文章不能同

时再提交给其他期刊。

需在线提交材料及其内容，见表 8。  

4.2   稿件模版   NRR 杂志欢迎的稿件类型包括研究原著、

综述、观点、影像图片、读者来信等，针对不同类型稿件

的格式和字数要求，见表 9。

附件 1：稿件体例要求、模板及样例稿件

4.3   文章撰写指南   向 NRR 投稿的文章在撰写过程中要遵

守 ICMJE 推荐适用的相关指南，见表 10，并建议在投稿时

提交文章自查清单 ( 附件 2)。
4.4   稿件的细节要求 ( 附件 3)

- 对“方法”部分的写作要求，见附件 3.1；

- 关于稿件中图、表的规范要求，见附件 3.2；

- 关于文字表达、名词术语、数字、符号、计量单位的规范，

见附件 3.3；

- 关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规范，见附件 3.4。

4.5   作者身份认证 (ORCiD)   NRR 杂志建议通讯作者在投

稿时应主动提供个人的“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

码”ORCiD (https://orcid.org/)，并在文章发表后便于期刊和

数据库准确记录每位作者的发表文献，有利于创建作者个

人真实完整的学术履历。

4.6   作者贡献认证 (Credit)   NRR 杂志在投稿时建议明确每

一位作者的贡献信息，推荐使用 CRediT (Contributor Roles 
Taxonomy，https://www.casrai.org/credit.html) 作者贡献度

角色分类法，见表 11。

4.7   版权协议转让   一旦您的论文提交成功，所有作者应

签署版权转让协议，并上传到编辑系统，见附件 4。

4.8   文章接受与出版   稿件接受后，作者可通过 EMAIL 咨
询 (szb@nrren.org) 稿件的出版进程。一般来说，作者稿件

进入编修流程后将在 90-180 天在线发表；如需申请加急优

先出版，可通过邮件 (bwb01@nrren.org) 申请。

5   伦理相关问题及要求   Ethics   
5.1   研究伦理   期刊将根据 ICMJE 的有关要求，严格遵守

基于医学研究中相关的所有伦理原则，尤其是针对动物实

验研究和临床试验研究，见表 12。

涉及动物和临床研究的文章需提供机构伦理委员会名

称、批准号和批准时间。

涉及前瞻性临床试验的研究，需在招募受试者前在国

际认可的临床试验注册平台完成注册，并在投稿时提供临

床试验注册平台的名称、注册号及注册时间，并标记于文

章摘要中。

-医学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

-动物实验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

-临床试验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

-患者隐私和保密相关的伦理问题。

5.2   期刊伦理   期刊将在编辑、审稿和出版流程过程中严

格遵守 ICMJE 和 COPE 发布的相关出版伦理道德规范，见

附件 5。期刊伦理包括但不限于：编辑伦理、作者伦理、

审稿人伦理、版权和许可中的伦理、数据共享中的伦理、

有害物质、风险和生物安全中的伦理等。

6   利益冲突相关问题及要求   Conflicts of Interest
作者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信息：首先是与论文研究工

作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务支持，即论文作者是否接受了

除工作单位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的财务支持来进行这样

研究工作；其次是在论文研究内容的直接领域或相关领域

内，是否与任何商业机构有利益关系 ( 如持有专利和股票、

咨询费、演讲费等 )。换言之，只要有一点可能的利益关联，

就应该予以披露；再次，任何涉及作者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的财务利益关系；最后，是可能与论文研究内容存在利益

关系的非财务性关系 ( 个人的、职业的、政治的、单位的、

宗教的等等 )。见表 13。

NRR 杂志建议所有作者下载并填写 ICMJE 信息公开表，

见附件 6。利益冲突声明将出现在文章的最终出版版本中。

如果作者为NRR编委会成员，需要在此部分加以声明。

如果没有利益冲突需要声明，最终出版版本将在该声

明的位置显示“None declared”。

7   出版诚信的相关政策
编辑部和编委会将根据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 的有关要求，严格执行对学术诚

信等问题的处理，见附件 6。
7.1   对已发表内容的许可使用 Permission to reuse    他人或

自己已经发表的图表均应在引用前获得作者或相应权利人

( 出版商 ) 的授权。除官方途径明确说明，某些情况不需要

申请获得授权，申请授权的常见方法见表 14。

7.2   对一稿两投和重复发表的处理原则 Duplicate publication

针对同一语种一稿多投、重复发表、对原文本循环使用及

多次释意原文本和一篇文章不同语种的译本都可能涉及重

复投稿 / 发表，除非有原刊授权 ( 有些国际期刊已经在版

权许可 (License) 签署文本中有授权说明 )，并在另一语种

文稿中“承认 (Acknowledge)”这是二次文献 (Secondary 
publication，即译文；或者说明有多少内容属于二次文献 )，

更多关于重复投稿 / 发表的行为规范指南见表 15。

7.3   对预印本平台稿件的发表原则 Preprints   NRR 杂志接受

之前在非营利性预印本服务平台上发布的稿件，但作者需

在投稿时告知相关信息。作者本人有义务将期刊最终发表

文章的链接更新到预印本服务平台上。作者不得在提前预

印过程中授予版权，预印本服务平台上的稿件版权应由作

者保留。

7.4   对剽窃问题的处理原则   NRR 杂志将根据国际出版伦

理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 的有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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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严格执行对学术不端问题的处理。

7.5   对更正与撤稿的处理原则   根据 ICMJE 和 COPE 指南，

NRR 杂志将适时迅速地刊登更正、撤稿等相关信息。

当发现错误时，针对没有改变文章结果、解释和结论

的方向和意义，对事实方面的错误可进行更正。

涉及学术不端的数据造假、图片篡改、剽窃等，或错

误严重到足以使文章报告的结果和结论不可靠，则需要撤

稿。

COPE 关于更正与撤稿的流程图，见表 16。

8   杂志的开放获取政策   Open Access
NRR 杂志作为 DOAJ 认可的国际开放获取期刊，将对

本刊发表的文章应用《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许可协议》。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

版权协议，见附件 4。根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 4.0”条款，在合理引用的情

况下，允许他人以非商业性目的基于原文内容编辑、调整

和扩展，同时允许任何用户阅读、下载、拷贝、传递、打印、

检索、超级链接该文献，并为之建立索引，用作软件的输

入数据或其它任何合法用途。

如有兴趣，可免费访问期刊官方网站 www.nrronline.
org 或 PubMed Central 阅读或下载所喜欢的文章。

8.1   开放获取服务费 Article-Processing Charge   NRR 杂志经

编委会讨论通过的特邀文章，免收开放获取服务费。

对所有原创性研究文章正式采用开放获取出版模式。

文章一经接收一律刊出全文，公众免费阅读，且没有字数

限制。作者在文章接收后需交纳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对

于部分国家无力支付该费用的作者，需经编委会讨论后根

据文章质量酌情考虑减免措施。文章的接收与否与作者的

支付能力无关。

开放获取服务费包括将文章制作成在线开放获取全

文的数据处理费用，开发和维护编辑及评审系统的费用，

提 供 Google Scholar，iPhone，iPad 和 Andriod 智 能 手 机

等支持各种终端格式的数据转化处理费用，出版后制作

PubMed 收录的数据处理费用，以及制作 CrossRef 电子引

用系统的数据处理费用等，语言润色修饰费用另行计算。

8.2   数据开放获取原则 Open Data Principle   NRR 杂志鼓励

作者在出版前或出版后在国际数据存储平台上传或记录其

原始实验数据，包括文章中的原始数据、图片或表格。开

放获取研究数据将促进研究透明化，加快科学探索步伐，

促进科研信用体系的建立。2021 年向 NRR 杂志投稿的临床

试验文章，须在文章中明确其数据共享计划。

NRR 杂志对临床试验数据和基础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

原则，见表 17。

9   杂志出版后相关政策   Policies
9.1   对文章的版权转让 Copyright Agreement   NRR 杂志作为

DOAJ 认可的国际开放获取期刊，将对本刊发表的文章应用

《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许可协议》。所有文

章的全体作者或授权人需在出版前与杂志签署版权协议，

见附件 4。
9.2   期刊和作者对文章的权利 Rights   NRR 杂志对文章的部

分或全部具有以下专有使用权：汇编权 ( 文章的部分或全

部 )、印刷权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翻译权、网络传播权、展

览权、发行权及许可国内外文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的收录

权。

与本刊签署版权转让协议后，作者仍保有论文的著作

版权。

9.3   已出版文章的复制许可 Reprints   NRR 文章出版后，允

许被用于非商业以及遵守许可的其他情况时的使用、传播

和复制。

9.4   对文章的再版与订阅 Rights and Permission   NRR 杂志

将根据具体需求，免费赠送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各 1 本期

刊。作者再次需求购买纸质或抽印本时需另行按需印刷。

9.5   对文章出版后宣传 Promotion   出版后的电子版文章可

迅速通过 Google Scholar，iPhone，iPad 及 Andriod 智能手

机等多种途径进行检索和下载。

NRR 杂志利用多个官方平台每月向同行进行宣传，欢

迎大家关注并转发：

- 期刊官方 FACEBOOK 帐号：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 期刊官方 TWITTER 帐号：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Journal

-期刊官方 LINKEDIN 帐号：Publishing House of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期刊官方 MENDELEY 帐号：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 期刊官方微信公众号帐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

志 (sjzsyj_nrr)

-期刊官方新浪微博帐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期刊官方搜狐号帐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杂志

- 期刊官方今日头条帐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杂志

以上内容应遵守《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

志社新媒体发布管理制度，见附件 7。

9.6   对广告的政策 Advertising   如您对 NRR 期刊上发布信

息或广告感兴趣，请直接咨询编辑部 szb@nren.org 。

10   联系方式   Contact
期刊国际网站：http://www.nrronline.org/

期刊中文网站：http://www.sjzsyj.org/

投稿网站：http://nrr.edmgr.com/

编辑部电话：+86(24)23380576；+86-13804998773

邮寄地址：《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社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 10001 邮政信箱，邮编 110180 

稿件咨询邮箱：szb@nren.org 或 bwb01@nrren.org 

微信公众号：sjzsyj_nrr (NRR 编委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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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期刊关注的热点方向 

栏目 研究方向分类 热点方向分类

- 综述

- 观点

- 研究原著

- 影像图片

- 其它

- 成体神经元的转化与再生；

- 神经损伤修复保护与再生；

- 神经发育疾病修复保护与再生

- 脑损伤修复保护与再生 ( 脑血管病、脑

创伤 )；

- 退行性病与再生 ( 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

类型痴呆、帕金森病、亨廷顿病、多系统

硬化、肌萎缩侧索硬化、脱髓鞘疾病、脊

髓性肌肉萎缩 )；

- 脊髓损伤修复保护与再生；

- 周围神经损伤修复保护与再生；

- 视神经损伤修复保护与再生 ( 青光眼、

年龄相关黄斑变性、糖尿病性神经病变、

视神经脊髓炎 )；

- 颅神经损伤修复保护与再生；

- 神经免疫性疾病；

- 遗传性感觉和运动神经病与神经修复和

保护；

- 自主神经系统损伤与神经修复和保护；

- 神经 - 肌肉接头病变与神经修复和保

护。

- ……

- 关注神经再生领域的新问题：

包括胶质细胞，神经免疫，单细胞组学分析，肠道菌群与，

神经长纤维的损伤修复与再生，神经元损伤局部线粒体、轴突、

微环境、细胞外基质、相关因子、外泌体、血管、胶质细胞、

原位干细胞的变化等；

- 关注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与干预新方法：

如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生物工程、神经调控、药物治疗、

神经假体等；

- 关注神经再生领域的新进展，如组织工程与神经再生 ( 生

物材料，干细胞，神经组织构建 )，神经可塑性与神经再生，

神经免疫、神经炎症与神经再生，自噬与神经再，运动、脑

健康与神经再生；

- 关注神经再生领域的新技术：

如类脑器官，神经环路示踪技术 ( 不跨 / 跨突触的顺向和逆向

标记、神经环路阻断技术、活细胞工作站技术、组织透明化

技术 )，脑功能检测与调控的无创技术 ( 光遗传学技术、经颅

光疗法技术、光电结合技术 )，神经调控微创技术 ( 脑深部电

刺激术、超声刀技术、磁波刀技术 )，基因技术单细胞测序、

单细胞组学测序、单细胞空间转录组学技术、RNA 干扰技术、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工、Cre-loxP 基因重组技术、化学遗

传学技术 )，神经影像学评价 (双光子 /三光子显微镜成像技术、

神经元钙离子成像技术 )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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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期刊编委会

主编：

- 苏国辉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家协会发明家院士，暨南大学粤港澳中枢神经再生研究院院长，香港大

学何冯月燕基金教授 ( 神经科学 )，李嘉诚医学院眼科学系讲座教授，中国脊髓损伤研究协作组董事会主席。

- 徐晓明教授，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神经外科教授、印第安那大学脊髓与脑损伤研究组主任，美国NIH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

副主编：

- Vance P. Lemmon 教授：美国迈阿密大学发育神经科学和神经外科学系，Walter G. Ross 特聘教授。

- George M. Smith 教授：美国天普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 Shriners 医院儿科研究中心教授。

编委：

青年编委：

Vivek Agrahari
Melissa R. Andrews
Sofia J. Araujo
Sage C. Arbor
Eugenio Barone

Antón Barreiro-Iglesias
Xuqiao Chen 
Kun-Che Chang
Sophocles Chrissobolis
Cristoforo Comi

Lorenzo Di Cesare Mannelli
Zongduo Guo
Manoj Kumar Jaiswal
Cristina Maccallini
Yi Pang

Aaron A. Phillips
Anwen Shao
Shenqiang Yan

Ubaldo Armato
Colin J. Barnstable
Anne S. Baron-Van 
Evercooren
Michael S. Beattie
Bogdan K. Beirowski
John R. Bethea
Víctor Carriel
Alessandro Castorina
Kevin C. Chan
Ying-Shing Chan
Raymond Chuen-Chung 
Chang
DongFeng Chen
Jinhui Chen
Liming Cheng 
Kin-Sang Cho
Bryan D. Crawford
Mari Dezawa
Shinghua Ding
Jing Liu
Jun Liu
Zhongwu Liu
Amy Cheuk Yin Lo 
Nicola Maggio
Supriya D. Mahajan
Zhiqi Mao 
John Martin
Alberto Martínez-Serrano
Dana Mctigue
Cyrus David Mintz
Jorge D. Miranda
Miranda Mladinic
Emmanuel Moyse
Hans Werner Müller
Ian V.J. Murray
Linda Noble
Mark D. Noble
Tadahiro Numakawa
Gerard O’Keeffe

C. Edward Dixon
Ernesto Doncel-Pérez
Sarah Dunlop
Ayman ElAli
James W. Fawcett
Michael Fehlings
Juan Feng
Shiqing Feng
Linard Filli
Itzhak Fischer
Lindy Fitzgerald
Marianna Foldvari
Jorge Fuentealba
Gianluca Gallo
Guillermo García-Alías
Monica Garcia-Alloza
Rosa Gómez-Villafuertes
Xiao-Song Gu
Jiasong Guo 
Martin Oudega
Harish C. Pant
Bo Peng
Luca Piemontese
Giles W. Plant
Yusuf A. Rajabally 
Yi Ren 
Jennifer Rodger 
Lorenzo Romero-Ramírez 
Avik Roy 
Marc J. Ruitenberg 
Mugurel Constantin Rusu 
Hatem E. Sabaawy 
Norman Saunders 
Melitta Schachner
Zahoor A. Shah
Riyi Shi
Richard K. Shields
Michael Shifman

Alan R. Harvey
Zhigang He
Robert F. Heary
Claire Henchcliffe
Ahmet Hoke
John D. Houle
Jason H. Huang
Chizuka Ide
Peter Illes
Thomas M. Jeitner
Fan Jia
Bao-guo Jiang
Xiaoming Jin
Kathryn J. Jones
Anuradha Kalani
Mushfiquddin Khan
Veronica I. Shubayev
Jerry Silver
Amit Singh
Rachid Skouta
Dusanka S. Skundric
Young-Jin Son
Björn Spittau
Donald G. Stein
Dong Sun
Fabian Szepanowski
Pei-Fu Tang
Yamei Tang
Feng Tao
Charles R. Tessier
Shaji Theodore
Aviva Tolkovsky
Viviana Triaca
Jeffery L. Twiss
Manuel Vidal-Sanz
Sonia Villapol
Stéphane Vinit

Peter Koulen
Reuben Kraft
Edgar R. Kramer
Chia-Yi (Alex) Kuan
Andras Lakatos
Francesco Latini
Charles C. Lee
Yu-Shang Lee
Jianrong Li
Jun Li
Rui Li
Songlin Li
Giovanni Li Volti
Wensheng Lin
Paul Lingor
Baiyun Liu  
Christina Francisca Vogelaar
Kevin K.W. Wang
Xuejun Wen
Moo-Ho Won
Chunlai Wu
Haitao Wu
Jane Wu
Wutian Wu
Kun Xiong 
Kaylene Maree Young
Wise Young
Bin Yu
Tifei Yuan 
Zengqiang Yuan 
Jianmin Zhang 
Mengliang Zhang
Binhai Zheng
Li-Bing Zhou
Geraldine Zimmer
Yimin 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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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编辑部形式审查重点

审查点 标准

是否符合宗旨 见表 1。

是否涉嫌抄袭

( 一票否决 )
关于疑似学术不端的指标定义：

“严重疑似学术不端”：指全文文字重合度 >40% 且发表在后的文献；

“一稿多发”：指同一作者发表 2 篇文献全文重合度 >90%；

“修改重发”：指同一作者发表 2 篇文献全文重合度 40%-90%；

“疑似抄袭”：指不同作者发表 2 篇文献全文重合度 >40%。

稿件是否完整 详见附件 2.5：样例稿件。

写作是否规范 详见附件 2：稿件写作中的细节要求。

图表是否清晰 详见附件 2.2：稿件中图、表的规范要求。

是否研究热点 神经再生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详见表 1。

是否具有创新  评价文章创新性的指标：

-新理论 ( 新方法 ) 研究新问题：优秀文章，可采用；

-新理论 ( 新方法 ) 研究老问题：特色文章，可采用；

-旧理论 ( 老方法 ) 研究新问题：一般文章，不建议采用；

-旧理论 ( 老方法 ) 研究老问题：不送外审，直接退稿

文献引用情况 近 5 年文献占比 >50%
同一作者或同一期刊引用≤ 3 条

表 4：期刊审稿意见表

OPEN PEER REVIEW REPORT

Name of journal: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Manuscript NO: 
Title: 
Reviewer’s Name: 
Reviewer’s country: 
Date sent for review: 
Date reviewed: 
Review time: 

1. Do you consider this paper is hotspots or important areas in the research field related to neural regeneration? 
2. Which area do you think this paper falls into? Neurorepair, neuroprotection, neuroregeneration or neuroplasticity. 
3. Is the manuscript technically sound, and do the data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4. Ha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been performed appropriately and rigorously?
5. Is the manuscript presented in an intelligible fashion and written in Standard English? 
6. Your peer review comments will be published as an open peer review report. Do you agree to have your name included 
with the published article? 
7. Are you willing to review a revised version of this manuscript? 

Manuscript Rating Question(s): Scale Rating

The subject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i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1-3]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was new. [1-5]

The conclusions were supported by the data. [1-10]

COMMENTS TO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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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期刊审稿原则

专家评审过程中重视下述 4 个问题：

(1) 该领域之前缺少高质量研究结果，而本文的发表能够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

(2) 研究有较特殊 / 复杂的设计方法和创新技术；

(3) 研究设计中统计学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性；

(4) 研究关注和改变了传统思路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外审原则：

外审专家掌握的采用标准：

-科学严谨；

-技术方法有一定创新；

-严格规范的技术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和学术伦理；

-具有可重复性；

-数据充分支持结论，结果有说服力；

-没有言过其实或者言辞夸张；

-结合已有文献进行讨论清晰充分。

文章应有的突破点 ( 以下之一 )：
(1) 重要确认：验证了之前已发表的数据或假说；

(2) 争议性发现：挑战已有定论；

(3) 利于教学：领域内重要文章且写作很好；

(4) 有趣假说：提供了新的模型；

(5) 新奇发现：提供了创新的数据、模型或假说；

(6) 创新药物靶点：为药物发现提供了新的靶点；

(7) 反驳已有数据：验证已发表或假说存在错误；

(8) 技术进展：介绍了一种实用性 / 理论性创新技术，或已有技术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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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期刊编审流程

流程 时 间 内  容

稿件形式审查 3-7 天完成 根据杂志宗旨，近期关注热点提出可进入外审稿件；

专家外审 20 天完成 3 位专家有效意见，作者返修；

编辑学初审 7-10 天 作者返修落实编辑学问题，核实专家审稿意见落实情况；

专家复审 1-3 天 决定稿件采用、退稿。

编辑学修稿及语言润色 45-60 天 文章语言润色及作者落实，润色专家复审

作者 2 次校对文章大样 20 天

表 7：稿件采用原则

稿件采用原则

审稿人

意见 1

审稿人

意见 2

审稿人

意见 3

小修后采用

采用 / 小修 采用 / 小修 采用 / 小修

小修 小修 小修

修后审稿人复审，作者

二修后编辑部讨论

小修 大修 拒稿

大修 大修 大修

退稿

大修 大修 拒稿

大修 拒稿 拒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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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期刊投稿流程

投稿作者自查清单，必须以通讯作者上传。

项目 要求

标题页 包括文题，作者，作者单位 ( 科室、市、省、国家 )，通讯作者 ( 姓名、学位、ORCID、详细通讯地

址、电话、EMAIL)，作者贡献，利益冲突，经费支持，伦理问题。注意，投稿前确认第一、通讯作

者，投稿后不可变更！

投稿信 声明稿件的原创性，且尚未向其它期刊或出版物投稿，此前未以任何语言或任何形式出版过。

所有作者都对所提交论文的最终版本审核或无异议。

文章如为基金资助项目，需提供基金资助详细信息 ( 基金资助机构全称、基金号、被资助人，基金

负责人必须是文章作者之一 )。
推荐 3-5 名专家作为您论文的同行审稿人，并提供推荐专家的联系信息。

声明稿件一旦投到 NRR 杂志，在等待编辑决定的评审过程中文章不能同时再提交给其他期刊。

附件 -原始数据 ( 可选 )
-原始图片 ( 可选 )
-伦理审批文件

-见表 10，ICMJE 适用的写作指南自查清单

稿件 -word 格式，非 pdf
-文题

-摘要

-稿件正文

-参考文献

- 图 / 表题

-不要出现能识别到作者身份的信息

图 -TIFF/JPG

稿件的方向和分类 选项式

推荐审稿人 - 3 个

-审稿人的姓名，单位，真实邮箱

- 审稿人应与自己稿件方向一致，无利益冲突 ( 研究领域相同，不能是同一机构，并且以前没有合

作发表过文章 )

回答问题 -声明投稿是否已经获得所有作者同意 (yes/no)
-声明是否投过其他期刊 (yes/no)

修回时上传的附件 -回复外审专家意见

-变更作者及单位的证明

-变更文章中基金项目的申请

采用前应提供的附

件 ( 中国作者适用 )
- 作者对文章和科研真实性的承诺书

- 对文章及作者科研诚信证明的单位介绍信

- 作者署名同意书

-提供文章中基金的相关证明

- 期刊与作者签定的版权协议

-为提高文章传播力度撰写的中文版新闻

注：单一上传文件不得超过 5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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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期刊对稿件体例的要求

-稿件结构要求

 摘要结构 正文结构

研究原著 非结构式 引言

方法

结果

讨论

综述 非结构式 引言

检索策略

正文

结论和未来展望

观点 无摘要 引言

正文

未来展望

影像图片 无摘要 引言

病例介绍

讨论

- 稿件类型及字数要求

 稿件字数 ( 不含

图、表、参考文献 )
文题字数

摘要

字数
摘要结构

关键词

数量

图或表

数量

参考文献

数量

研究原著 4 000-6 000

单词

≤ 90 个字符

或 20 个单词

≤ 400

个单词

非结构式 8 个 ( 不与

文题重复 )
≥ 50 条，近 5

年文献≥ 50%

综述 3 000-6 000

单词

≤ 90 个字符

或 20 个单词

≤ 400

个单词

非结构式 8 个 ( 不与

文题重复 )
≥ 1 个表

≥ 1 个图

50-80 条，近 5

年文献≥ 50%

观点 (1-2个作者 ) 1 500-2 000

单词

≤ 90 个字符

或 15 个单词

- 无摘要 - 1 个示意

图，无表

≤ 10 条，近 5

年文献≥ 50%

影像图片 1 500-2 000

单词

≤ 90 个字符

或 20 个单词

- 无摘要 - 1-3 个图

片，无表

≤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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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类型 写作指南

在体动物实验研究 ARRIVE 指南 (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of In Vivo Experiments)

详见 https://www.arriveguidelines.org/

或 http://www.nc3rs.org.uk/arrive-guidelines

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CONSORT 声明 ( 全称“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

详见 http://www.consort-statement.org/

行为和公共卫生干预的非随机对照研究 TREND 声明 ( 全称“Transparent Reporting of Evaluations with Nonrandomized 

Designs”)

详见 http://www.trend-statement.org/

流行病学的观察性研究 STROBE 声明 ( 全称“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

详见 http://www.strobe-statement.org/

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 PRISMA 声明 ( 全称“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

Analysis: The PRISMA Statement”) 

详见 http://www.prisma-statement.org/

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方案 SPIRIT 声明 ( 全称“Standard Protocol Items: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ventional 

Trials”)

详见 http://www.spirit-statement.org/

诊断的精确性研究 STARD 声明 ( 全称“STAndards for the Reporting of Diagnostic accuracy studies”)

详见 http://www.stard-statement.org/

病例报告研究 CARE 声明 ( 全称“CAse REports”)

http://www.care-statement.org/index.html#contact

临床指南研究 AGREE 声明 ( 全称 “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http://www.agreetrust.org/resource-centre/agree-reporting-checklist/

质量改进研究 SPUIRE 声明 ( 全称“Standards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Reporting Excellence”)

卫生经济学评价研究 CHEERS 声明 ( 全称 “Consolidated Health Economic Evaluation Reporting Stadards”)

观察性研究的 Meta 分析 MOOSE 声明 ( 全称“Meta-analyse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

详见 https://www.editorial-manager.com/jognn/account/MOOSE

基因相关性研究 STREGA (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Genetic Associations)

http://www.med.uottawa.ca/public-health-genomics/web/eng/strega.html

所有投稿文章的撰写应遵循 Equator Network ( 全称“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http://www.equator-
network.org/) 提供的统一写作标准，并建议在投稿时提交文章自查清单及流程图。

表 10：ICMJE 对不同类型稿件要求遵守的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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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作者贡献的认证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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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医学研究相关的伦理问题

研究类型 具体要求

医学研究 期刊将根据 ICMJE 的有关要求，严格遵守人类和实验动物医学研究的所有伦理原则。对临床研

究中更多关于伦理方面的要求，研究建议遵守《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干细胞临床

研究管理办法 ( 试行 )》《医疗新技术临床研究管理办法》等。

(1) 医学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中要遵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相关规定，自觉接受

伦理审查和监督，切实保障受试者的合法权益。

(2) 医学科研人员在采集人体样本、数据和资料时要客观、全面、准确；对涉及秘密和个人隐私的，

要树立保密意识并依据有关规定采取保密措施。

(3) 医学科研人员在涉及人体或动物的研究中，应当如实书写病历，诚实记录研究结果，包括不

良反应和不良事件，依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严重的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

(4) 医学科研人员在涉及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疾病和已知病原改造等研究中，要树立公共卫生

和实验室生物安全意识，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查和监管。

(5) 医学科研人员在研究结束后，对于人体或动物样本、数据或资料的储存、分享和销毁要遵循

相应的科研管理规定。

(6) 医学科研人员在开展学术交流、应邀审阅他人投寄的学术论文或课题申报书时，应当尊重和

保护他人知识产权，遵守科技保密规则。

(7) 医学科研人员在引用他人已发表的研究观点、数据、图像、结果或其他研究资料时，要诚实

注明出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标注要符合学术规范。在使用他人尚未公开发表的设计思路、学术

观点、实验数据、图表、研究结果和结论时，应当获得本人的书面知情同意，同时要公开致谢或说明。

(8) 医学科研人员在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著作过程中，要遵守学术论文投稿、著作出版有关规定。

如果未实际参加研究或论文、论著写作，不得在他人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著作中署名。

(9) 医学科研人员作为导师或科研课题负责人，在指导学生或带领课题组成员开展科研活动时要

高度负责，严格把关；对于研究和撰写科研论文中出现的不端行为要承担责任。

(10) 医学科研人员所发表医学科研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 ( 包括计算机数据库 )、记录及

样本，要按照科技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妥善保存，以备核查。对已发表医学研究成果中出现的错误和失

误，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公开承认并予以更正。

(11) 医学科研人员与他人进行科研合作时应当认真履行诚信义务或合同约定，发表论文、出版著

作、申报专利和奖项等时应根据合作各方的贡献合理署名。

(12) 医学科研人员在学术交流、成果推广和科普宣传中要有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避免不实表

述和新闻炒作。对于来自同行的学术批评和质疑要虚心听取，诚恳对待。

动物实验研究 (1) 医学科研人员在动物实验中需遵循国际实验动物护理和使用指南的建议，即 Weatherall (2006)
报告和 NC3Rs 指南。

(2) 文章中需提供批准动物实验的动物伦理委员会机构名称和其批准号及审批日期 ( 具体至年

月日 )。如果不需要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稿件中应明确说明这一点及原因。提供该研究可免于审批

要求的任何相关规定。为减轻动物痛苦而采取的相关措施细节。建议在进行动物体内研究时应遵循

ARRIVE 报告指南 (https://arriveguidelines.org/arrive-guidelines/experimental-animals)。实验程序应保证

实验动物不受不必要的痛苦。文章还应描述实验过程和所用麻醉剂的实验细节。安乐死方法应符合美

国兽医协会的《安乐死指南 2020 版》的要求。

(3) 本刊对动物研究报告结果“方法”部分的要求为，内容均应描述成“该方案于 X 年 X 月 X 日

经 XXX 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 批准号：XXX)，实验动物均在麻醉下进行所有手术，并尽一切

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疼痛、痛苦和死亡。”

(4) 本刊对动物实验研究文章中数据表述的要求是，文章中用以得到论文结论的数据及方法需要

实行数据共享原则，以便他人重复验证研究结果。在投稿时建议提供原始实验数据或在国际数据库注

册的 DOI 标识码，以便为审稿人审稿和其他读者阅读时提供参考。

(5) 原始数据中如涉及基因、蛋白质、突变体和疾病内容，需在建议的国际公共数据库注册，并

在投稿时提供注册号，本刊建议的国际公共数据库有 Figshare 或 re3data。
(6) 原始数据中如有少量的或特殊的数据，可以作为论文附件在投稿时和论文一起上传，论文发

表时将以辅文形式在线出版。

(7) 如果是从其他渠道开放获取的数据，作者必须明确说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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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请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 非人灵长类动物

- 描述涉及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的稿件必须按照 Weatherall 报告“研究中使用非人灵长类动物”

的建议，报告饲养和动物福利的细节 ( 具体参见 https://acmedsci.ac.uk/policy/policy-projects/use-of-
non-human-primates-in-research)，包括：

- 住房、喂养和丰富环境的信息。

-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痛苦而采取的步骤，包括酌情使用麻醉和处死的方法。

√ 随机来源的动物

- 描述使用随机来源，例如收容所或流浪动物的研究的稿件将受到额外的审查，如果研究设计

缺乏足够的伦理和科学理由，可能会被拒绝。

* 不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和麻醉剂：

√ 报道使用被美国兽医协会的《安乐死指南 2020 版》列为不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 (https://
www.avma.org/KB/Policies/Pages/Euthanasia-Guidelines.aspx) 或使用被广泛禁止的麻醉方法 ( 如水合氯

醛、氰化物、氯仿 (e.g., chloral hydrate,Cyanide,chloroform)) 的稿件，在首次提交时必须包括在特定

研究设计中使用的科学理由，以及其动物研究伦理委员会对特定使用的批准确认。这些稿件在发表前

可能会受到额外的伦理学考虑。

临床试验文章 (1) 所有在人体中进行或涉及人体标本试验的研究，均需在招募患者前，提供国际认可 (WHO 
Registry Network) 的临床试验注册平台进行前瞻性注册，如北美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www.clinicaltrials.
gov)、国际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ISRCTN)、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ChiCTR) 等进行注册。文章投稿时需

提供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的名称、注册号及注册时间，并标记于文章中。如果试验在多个地方进行伦理

审批，请提供所有相关审批机构的名称和审批号及审批日期。

(2) 所有在人体中进行或涉及人体标本试验的研究，文章中需提供批准此次实验的伦理委员会名

称、批准号及审批日期，并且必须按照《赫尔辛基宣言》中的原则进行。如果文章未体现出伦理审查，

本刊将不予接受。

(3) 如果试验在参与者招募开始前没有公开注册，作者必须：在“方法”部分解释参与者招募前

未登记的原因。

(4) 临床试验必须按照相关的报告指南进行报告，即随机对照试验为 CONSORT，非随机试验为

TREND，并酌情采用其他专业指南。应根据 TIDieR 检查表和 ICMJE 写作指南 (https://www.equator-
network.org/reporting-guidelines/tidier/) 的要求对干预措施进行描述。

(5) 提供伦理委员会批准件、患者知情同意书和 CONSORT 清单作为补充信息。

(6) 体现 CONSORT 流程图。

(7) 任何包含可识别的个人医疗信息的文章 ( 比如因为研究发表需要，对于患者脸部无法遮挡 )，
都需要得到患者对发表内容的明确同意。

(8) NRR 需要患者签署同意书，见附件 3.7。
(9) 如果因为无法追踪到患者而无法获得同意，那么只有在信息能够充分匿名化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发表文章 ( 此条不适用于 NRR 病例报告，因为病例报告要求提交每例患者签署的同意书 )。匿名

化意味着患者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识别患者的身份。

(10) 任何含有患者个人数据的稿件都必须遵守 NRR 的匿名化、患者同意和保密政策。NRR 保留

拒绝发表任何不符合该政策规定的稿件的权利。

(11) 受试者必须得到适当的指导，并通过签署适当的知情同意书表示同意参与。作者可能被要求

提交一份空白的受试者同意书样本。如果是口头而非书面同意，或无法获得同意，作者必须在稿件中

解释原因，使用口头同意或未获得同意必须经过 IRB 或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关于使用人类受试者或样本进行研究的论文的方法部分必须包括伦理声明，说明：

(13) 如果没有获得批准，作者必须提供一份详细的声明，解释为什么不需要批准。

(14) 研究中需说明知情同意是书面还是口头。如果知情同意是口头的，必须在稿件中说明：

- 为什么不能获得书面同意。

- 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批准使用口头同意书。

- 记录口头同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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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时 NRR 还关注以下几方面临床研究相关问题：

- 人类生物标本：为了描述人类生物标本，NRR 建议参考 BRISQ 报告指南，并确保至少提供 1
级 (Tier 1) 特征 (doi：10.1002 / cncy.20147)。

- 人体移植研究：涉及人体移植的研究，需要提供声明，证明没有从囚犯那里采购器官 / 组织，

并提供了采购器官 / 组织的机构 / 诊所 / 部门的详细信息，但要注意不要侵犯捐赠者的隐私。对于回

顾性移植研究，作者必须附有证明，确认所有参与者均已获得知情同意，或伦理委员会 / 机构审查委

员会放弃了知情同意的需要。

- 发布人类研究参与者的图像：当在 NRR 上发表人类研究参与者的可识别图像时，作者需要文

章中发表声明，说明他们已获得知情同意以发表图像。必须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来保护患者的匿名性。

尽可能多地遮盖脸部不必要的信息。未获得知情同意的图像将予以删除。

- 涉及人类胚胎、配子和干细胞的研究：文章涉及使用人类胚胎、配子和人类胚胎干细胞，以

及相关材料以及干细胞临床应用的实验的手稿必须确认所有实验均按照相关指南和规定进行。

- 文章必须说明伦理声明，以标识批准实验的机构和 / 或许可委员会的相关细节。伦理声明还必

须确认在必要时从所有细胞或组织的接受者和 / 或供者处获得知情同意，并描述捐赠研究材料 ( 例如

人类胚胎或配子 ) 的条件。编辑可能会要求批准和审查文件的副本。

- NRR 鼓励作者遵循 2016 ISSCR 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指南中列出的原则发表涉及人类干细胞

的研究。

- 几类特殊人群的出版知情同意

• 已故患者

如果患者已经去世，NRR 要求作者征得其近亲的同意。

对于 NRR 病例报告，必须提交一份文件，确认已尽一切努力与家属取得联系，并且文件已充分

匿名化，不会对患者家属造成伤害。

• 儿童和无行为能力的患者

如果患者未满 18 岁或缺乏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行为能力，NRR 要求家长或监护人代表提供同意书。

- 第三方来源的个人数据

对于所有使用来自互联网和其他第三方来源 ( 如社交媒体、博客、其他互联网来源、手机公司 )
的个人数据的研究，必须根据公司 / 网站的条款和条件收集和使用数据，并获得适当的许可。所有数

据来源必须在材料和方法部分明确指出。

- 在伦理声明中，作者应声明任何对个人或个人隐私的潜在风险，或申明在他们的评估中，该

研究没有这种风险。

- 对于干预性研究，研究设计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前瞻性批准，并且必须获得知情同意。伦

理委员会可以免除批准和 / 或同意的要求。

- 对于观察性研究，建议咨询伦理委员会或数据保护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还需要满足其他

要求。

- 如果所使用的信息可能威胁到个人隐私或损害其数据被使用的个人的声誉，则应咨询伦理委

员会，并获得知情同意或具体处理方案。

- 如果作者获取了任何个人身份信息，伦理委员会或数据保护委员会应监督数据的匿名化。如

果数据在访问和分析前已被匿名化和 / 或汇总，一般不需要知情同意。

患者隐私和保密 根据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ICMJE)： “患者有隐私权，未经知情同意不得侵犯。身份识别信息，

包括姓名、缩写或医院号，不应发表在书面描述、照片或血统中，除非该信息对科学目的至关重要，

且患者 ( 或家长或监护人 ) 书面知情同意发表。”( 可查阅：http://www.icmje.org/recommendations/
browse/roles-and-responsibilities/protection-of-research-participa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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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利益冲突的相关问题

分类 相关利益冲突说明及声明要求

作者利益冲突 • 根据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统一的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应披露四类信息。

√ 他们与为稿件报道的工作提供支持的商业实体的关系。

√ 与可被视为对所投稿件的一般领域有兴趣的商业实体的关联。

√ 任何涉及其配偶或 18 岁以下子女的类似财务关联。

√ 与所投稿件可能相关的非经济关联。

• 作者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信息：首先是与论文研究工作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务支

持，即论文作者是否接受了除工作单位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的财务支持来进行这样

研究工作；其次是在论文研究内容的直接领域或相关领域内，是否与任何商业机构有

利益关系。换言之，只要有一点可能的利益关联，就应该予以披露；再次，任何涉及

作者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务利益关系；最后，是可能与论文研究内容存在利益关系

的非财务性关系 ( 个人的、职业的、政治的、单位的、宗教的等等 )。

• 当涉及主要利益 ( 如患者福利或研究的有效性）的专业判断可能受到次要利益 ( 如

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 的影响时，就存在利益冲突。对利益冲突的认识与实际利益冲

突同样重要。利益冲突本身并无不道德之处，但应予以承认并公开说明。

• 利益冲突的例子包括：委员会成员身份、顾问身份、雇佣关系、专家论证基金 ( 包

括申请中的 )、合同研究、讲座或其它教育活动、受聘演讲人身份、专利 ( 包括计划中的、

申请中的和已颁发的 )、器材或其它物品的提供、版税、股票 /期权 /其它形式的所有权、

不在已声明的利益冲突 (COIs，conflicts of interest) 细则内的其它花费，以及其它 ( 可能 )

会产生影响的个人或专业关系。

• NRR 杂志建议所有作者下载并填写 ICMJE 信息公开表，利益冲突声明将出现在文章

的最终出版版本中。

• 如果没有提交利益冲突声明，最终出版版本将在该声明的位置显示“None 

declared”。

审稿人 / 编辑利益冲突 编辑 ( 专业或学术的，有偿或无偿的 ) 和审稿人必须声明自己的利益冲突，并在必要

时取消参与手稿评估的资格。

审稿人退出同行评审过程的常见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 在过去 3 年中与至少一位作者共同撰写过出版物；

- 在过去三年中成为同一部门或类似组织单位中的同事；

- 监督 / 监管作者的博士研究工作，或受作者监督 / 监管；

- 从审稿中获得职业或个人利益；

- 与作者有私人关系 ( 例如，家人，密友 )；

- 在正在审阅的论文中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利益。

如果审稿人与作者合作完成了一个合作项目 ( 例如 EU 或 DARPA)，或者如果他们共同

组织了一次活动 ( 例如 PC 共同主席 )，则不视为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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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对已发表内容许可使用的授权方法

期刊论文中，特别是综述论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可

能需要引用或再利用已发表论文的图表。标引文献作者和

出处等信息，不等于获得授权许可。作者应该通过直接联

系作者或出版商而获取授权许可，并正确引用。

1. 是否需要申请授权：

内容类型 文献类型 授权要求

引用自己前期发表

论文的图表

非OA论文 需要作者获得出版社的授

权许可，才能在后续论文

中再利用自己前期发表的

图表。

OA论文 图表再利用不需要获得授

权许可。

引用他人发表论文

中的图表

所有论文 既使不涉及商业利用且不

需要为图表再利用支付费

用，也必须向出版社申请

获得授权许可。

2. 授权许可方式：

(1) 传统出版商可通过美国版权结算中心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CCC) 提供的 RightsLink® 在线版权许可服

务 (https://rightfind.copyright.com/rs-ui-web/welcome) 进 行

授权申请。

RightsLink® 对 41 家常见出版机构，如自然出版集团

(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

Elsevier、Springer、Wiley 等提供统一管理期刊版权及授权

许可服务。

如果写作时需要引用图或者文字 ( 尤其是图 ) 拟投期

刊所在出版商是在 STM Permission Guideline* 列表之中，

在下列情况下是免费的。但无论是否需要支付许可费用，

都需要进一步注册用户，通过 RightsLink 继续完成版权的

授权许可。

STM Permission Guideline* 指南中规定了出版商之间

免费授权的数量：

- 期刊论文中 3 个及以下的图片 ( 包括表格 )，但是整

期期刊中不多于 5 个图，整卷期刊中不多于 6 个图，而且

单个出版商一篇论文中不多于 3 个图；

- 期刊论文中少于 400 个字的文字，但是整期期刊总

字数不多于 800 个字。

*https://www.stm-assoc.org/intellectual-property/permissions/

permissions-guidelines/

(2) 国际各大出版商的授权申请途径信息汇总：

https://www.stm-assoc.org/intellectual-property/permissions/

permissions-guidelines/

(3) 多数出版商也允许用邮件进行授权申请。

△邮件内容一般应包括：

-引用图表所在的论文的检索信息 ( 期刊名，论文题目，年、

卷、期、页码等信息 )；

- 引用图表的具体信息 ( 图表序号，全部引用还是部分引

用 )；

-新论文的检索信息 ( 出版商，期刊名，论文题目，年、卷、

期、页码 ( 如果有 ))；

-新论文的出版形式 ( 电子版，纸版，还是都有 )；

-新论文的用途 ( 是否商用 )。

在得到相应的出版商回复后，将回复邮件截图作为获得授

权的证据提交给新论文出版商。

3. 授权许可时间：

授权许可应该越早申请越好，最晚应该在该论文发表

前得到授权许可，否则就可能造成版权纠纷。

4. 不需要获得授权的情况：

(1) 出版商官方途径明确说明，某些情况不需要申请

获得授权。这种情况多为该出版商旗下期刊之间的引用。

比如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 (IOPP) 在作者投稿指南中明

确指出，引用其期刊的内容，新论文仍发表在其出版的期

刊上时，可以不用申请授权。

(2) 适用 CC 协议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即创作

共享许可协议 ) 的论文，一般为 OA 论文。CC 协议中规定

的权利有不同的分类，也就是说共享的程度不同。4 种基

本权利为：署名 (BY)、相同方式共享 (SA)、非商业性使用 (NC)

和禁止演绎 (ND)。

(3) 公共领域作品，引用时不需要获得许可授权，但

需要给出恰当的引用格式。

公共领域作品包括版权到期的作品 ( 如对美国来说，

1923 年前出版的作品 )，不受版权保护的作品 ( 如美国政

府员工的职务作品 )，以及在公共领域发布的作品。

不过在引用公共领域期刊论文的再发表版本时，需要

考虑许可授权申请，因为其版权可能属于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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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授权的常见问题：

问题 正确解答

我引用的这个图表是很早以前就

发表的，不需要授权

版权的有效期比你想象的要长。一般版权在作者去世后 50 年仍然有效，如果作品是

多个作者完成的，那么有效期将持续到最后一个作者去世后 50 年。在有效期内，只

要使用，就需要获取授权。

图表是我重画的，不需要授权 版权保护是用来禁止复制的。除非你重画的图表和原图表完全不同，否则你还需要

获得授权。即使你只是修改了原图表的某些内容，也需要获得授权。

我引用自己创作的图表，不需要

授权

是否可以直接引用要看早期作品出版商的政策。一般作品发表后，版权归出版商所有，

除非出版商允许作者再引用自己的作品内容，否则你仍需要获取授权。

我已经给出了参考文献，不需要

授权

即使已经给出引用文献，再使用原图表，仍需要获得授权。

图表还没正式发表，不需要授权 内容被创造后，就立即自带了版权保护，即使没有正式发表，也仍需要获得授权，

只要内容不是你原创的。

图表中没有 © 标志，不需要授权 © 标志只是版权的一种展示形式，不是必需的。即使没有 © 标志，也不代表不具备

版权保护。还是那句话，只要内容不是你原创的，再引用就必须获得授权。

关于原始数据和图表的使用 使用原始数据，制作成和原图表不一样的图表，这种情况可以不用获得授权，但是

需要引用原始数据源。

6. NRR 发表文章图片二次使用重点说明：

(1) 如果二次使用图片来源于 NRR 或 Wolters Kluwer 

Health，图片的使用不需要许可。

(2) 图片来源于其他出版商，通常需要出版商的许可，

需要获得许可 ( 例如：通过 RightsLink 进行版权清算 ) 并将

其以“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uthors (year)”形式

显示在图题中。

(3)利用已有数据或真实信息制作的原创表格或图，“改

编 (adapted)”的图片与来源图片相同或非常相似，则认为

它们为“转载 (reprinted)”，此将通常从原始文章的出版

商那里获得许可。如果引用的改编 (adapted) 图片与来源图

片有很大不同，做了明显的修改，那么它们被认为是“改

编 (adapted)”图片，此不需要获得出版商许可 , 这些图片

被认为是新图片。这种情况下，图题不用提及许可，只注

明“Adapted from Authors (year)”即可。

(4) 遵循 CC-BY 共享协议的 OA 内容 ( 如 PLoS One)，以

及遵循其他类型用户协议的 OA 内容，一般如果是非商业

用途，不需要获得书面授权，只需要给出引用格式。

(5) 如果第一出版商是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

协会 (stm) 的成员，则有可能不需要版权许可，或免费获

得许可。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和最新的 stm 成员名单，请访

问 http://www.stm-assoc.org/permissions-guidelines/。所有

来源必须在图题中注明 ( 此表中的出版商之间相互引用同

一篇论文少于 3 个图，是不需要版权许可的 )。

(6)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最好在二次使用图片时，咨询

相应出版商图片使用是否需要许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部分资料来源：

叶维萍 . 生物医学期刊论文中再利用国外期刊已发表图表

的授权许可 [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2014, 25(6):778-781, 

792. 

殷建芳 . 作者来信：关于引用图表授权 [EB/OL].2019-05-23.

https://mp.weixin.qq.com/s/xOLmSa0jHEzmh-0cJqzpOnA.

殷建芳 . 如果作者问如何获得引用许可授权，就把这篇微

信转给他 / 她 [EB/OL].2020-08-07.https://mp.weixin.qq.com/

s/QO5OVN2EqHDPa6WfzrxJ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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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重复投稿 / 发表的行为规范指南

抄袭 ( 剽窃 ) 现象 规范指南

1. 自我 ( 或团队 ) 抄袭 界定重复内容的性质，要求作者透明归属标识，并进行修改，情节严重者可以退稿。

2. 粘贴或文字抄袭 要求作者对引用文字与段落内容直接做引号标识。

3. 生物医学论文方法

部分未做原始标识

的重复发表

(1) 如若为经典方法，直接说明来源即可重复；(2) 如若他人或自己已经发表的原始方法要做

透明标识或说明，切忌作为新方法误导读者和同行；(3) 如若重复的方法内容很长，可以作为

附加材料或者提供链接形式表达。

4. 会议论文发表后再发

期刊的重复问题

已发会议论文如若再投期刊要求：(1) 获取会议论文出版方的版权允许；(2) 要在原会议论文

的基础上增加约 50% 以上实质性的新内容；(3) 重新作为新论文投向期刊时要出示版权允许

证明，同时在新论文中要标示该文部分内容已经发表在会议等信息。

5. 综述论文相似度高

的问题

综述论文有一定的相似度 ( 低于 35%) 可以理解，但是要求：(1) 要对直接引用文字做引号 (“”)

标识，并做完整引用；(2) 要求作者对同行的观点和成果尽可能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去诠释和

解释其意，忌讳直接粘粘贴贴他人的文字组合论文。

6. 图、表、公式和数据

抄袭

图表及影像等不仅要求进行完整透明标识，并要向原作者获取版权许可，同时据情致谢。

7. 思想 ( 创意 ) 抄袭 各期刊要建立作者的伦理行为准则，要求投稿作者确认论文的原创贡献属性；同时需要同行

评议或发表后同行评议来确认此类问题。

8. 严重抄袭 ( 重复发表 ) 要做调查，据情分析，一般情况都会被拒稿，严重时要与作者单位联系。

9. 不规范的重复发表 即使自己的文章翻译稿也要获取版权，标识原创出处即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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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已发表和未发表文章更正与撤稿流程图

COPE 流程图

表 17：期刊的数据开放获取原则

期刊对原始数据共享和注册的要求：

审稿人告知编辑发现作者未披露的利益冲突

编辑感谢审稿人并答复计划进行调查

作者提供相关细节

感谢作者但须指出这一疏忽的严重

如果需要，对竞争性的利益声明进行修正

再次审稿 / 发表

清楚解释期刊的政策 /
利益冲突定义，从作者

处获取所有相关利益冲

突的签名声明

告知审稿人结果 考虑通报给作者导师和 / 或研究管理者

作者否认存在利益冲突

联系作者并进行询问

- 在投稿同时提供原始实验数据DOI标识码，以提供审稿人和更多同行读者审稿时和阅读时参考；- 原始数据中有基因，蛋白质，突变体，
疾病内容需在建议的国际数据库注册，并提供注册号；
- 原始数据中小量的或者某些特别类别的数据，可以作为论文附件在投稿时和论文一起上传；
- 如果从其他渠道获取的数据，作者必须明确说明数据来源。

满足 ICMJE 要求的数据共享声明示例

例 1 例 2 例 3 例 4

是否可以获得研究参与

者的个体数据 [ 包括变量

清单 (data dictionaries)]

是 是 是 否

会共享哪些数据 临床试验中收集的所有

去标识个体数据

文章中报告结果部分的去标识个

体基础数据 (正文、表、图、及附件 )
文章中报告结果部分的去标识个体基础

数据 ( 正文、表、图、及附件 )
未获得

可否获得其他相关文档 研究方案、统计分析计

划、知情同意书、临床

研究报告、统计代码

研究方案、统计分析计划、统计

代码

研究方案 未获得

何时可获取数据 ( 开始日

期及终止日期 )
文章出版后即刻获取，

无终止日期

文章出版后 3 个月开始，至出版
5 年后终止

文章出版后 9 个月开始，至出版 36 个月

后终止

不适用

谁能获取共享数据 任何想获得数据者 研究者提供方法学上合理的提案 经独立审查委员会审批通过研究者的共

享数据获取提案

不适用

用于何种研究目的 任何目的 经审批通过的提案目的 用于个体参与者数据荟萃分析 不适用

获取共享数据的途径 无限期获取 ( 网址：**) 数据获取提案应发送至 xxx@
yyy；须签署数据获取协议。

数据可在第三方网站获取 ( 网址：
**)，期限 5 年。

可在文章发表后 36 个月内提交方案。36
个月后，数据可在作者所在大学数据库

中获取，但除元数据之外，其他数据不

再维护。

提案提交以及数据获取有关信息见网址
**

不适用

表注：以上示例仅为一定范围内而并非全部的数据共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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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稿件体例、模板及样例稿件

1   稿件体例

1.1   稿件体例要求

(1) 综述：可编辑约稿，也可作者自由提交选题。撰

写该类型文章前需提前向编委会提交写作大纲，选题确认

后文章需在 2 个月内完成。综述应来自国际优秀实验室、

产出优秀成果的优秀作者，为本刊撰写神经再生领域最

新热点发展的评论。

综述文章正文 3 000-6 000 单词，≥ 3 个表格，≥ 3

个图片，出版后≥ 6 个版面，参考文献 50-80 条。

(2) 观点：在这一栏目中，我们将特邀来自国际优秀

实验室、产出优秀成果的优秀作者为本刊撰写特邀观点文

章，我们要求这种类型的文章描述神经再生某一领域的最

新进展及对未来的展望，促发读者通过阅读这篇文章，从

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经再生的更多问题，由此带给读者们

更多的思索和启发。

特邀观点文章 1 500-2 000 单词，1-2 个作者，≤ 10

条参考文献，无摘要，必须至少有 1 个示意图，无表，出

版后 2 个版面。

(3) 研究原著：NRR 杂志将出版任何与神经再生，神

经损伤后干预、修复、保护及再生相关的基础研究和临床

转化研究创新的优秀文章。

正文 4 000-6 000 个单词，出版后 8-10 个版面。

(4) 神经影像图像：NRR 杂志将发表与神经再生，神

经损伤和疾病修复相关的记录神经变化的影像学文章，这

些经历和描述对相同研究领域工作的人有借鉴意义。

全文 1 500-2 000 个单词，出版后 2 个版面。无摘要，

包括 1-3 个图片，要突出组织学损伤与神经修复、神经再

生以及功能之间的关系。

(5) 给编辑的信：读者来信和病例报告类型文章应突

出重要的新观察，而不是简单地回顾文献，NRR 杂志将只

刊登有特殊创新的案例报告。

1.2   投稿

(1) 标题页

文题

作者

作者单位，包括所在科室，市，省

通讯作者：姓名，学位，orcid，详细通讯地址，电话，传真，

E-mail 地址

作者贡献：

利益冲突：

基金：

(2) 稿件基本格式要求

1.3   稿件层次

(1) 综述

• 字数限制：正文 3 000-6 000 单词。

• 文题：≤ 15 个单词。

• 摘要：非结构式，≤ 350 个单词。

• 图表：≥ 3 个表，≥ 3 个图。

• 关键词：8-10 个 ( 不与文题重复，利于检索 )

• 主体内容：

应体现文献检索，包括检索时间范围，检索用关键词，以

及检索数据库。

• 辅文：

致谢：

作者贡献：

利益冲突：

经费支持：

• 参考文献：50-80 条，近 5 年文献≥ 50%，采用 NRR 格式。

• 图题和表题

(2) 观点

• 字数限制：正文 1 500-2 000 单词，1-2 个作者，无摘要，

至少有 1 个示意图。

• 内容为就当前神经再生领域研究热点进行剖析和解读；

• 文题：≤ 15 个单词。

• 主体内容：

• 辅文：

•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应≤ 10 条，采用 NRR 格式。

• 图题

成分 Element Description 描述

Font 字体 12-point，Times New Roman, justified；12 号字，Times 
New Roman 字体

Line spacing 行距 1.5 or double-spaced throughout；1.5 倍或双倍行距

Margins 页边距 Normal (2.5 cm)；2.5 cm

Page size 纸张大小 A4 (21 × 29.7 cm)

Page numbers 页数 No 不限

Line numbers 行数 No 不限

Required layout
文章层次

Title page, Graphical Abstract, Abstract, Key words, 
Introdu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Acknowledgements, Author contributions, Conflicts of 
interest, Financial suppor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statement, Additional file, References

Heading style
各级标题

First level: 14-point, bold; Second level: 13-point, bold; 
Third level: 12-point, bold
一级标题：14 磅 ( 号 ) 字，加粗；二级标题：13 磅 ( 号 )
字，加粗；三级标题：12 磅 ( 号 ) 字，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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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原著

• 字数限制：正文 4 000-6 000 个单词。

• 文题：≤ 90 个字符或≤ 20 单词。

• 摘要：非结构式，≤ 350 单词。

• 图示摘要：

• 引言：≤ 1 000 单词。

• 方法：

• 结果：

• 讨论：≤ 1 500 单词。

• 辅文：

√ 致谢：

√ 作者贡献：

- 作者必须说明他们对发表文章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贡

献。(1) 研究构思和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与解释；(2)

撰写稿件或对稿件知识内容进行批判性修改；(3) 统计学方

面的专业知识，获得资金、行政、技术或物质支持以及监督。

范例：XXX 设计研究；XXX 进行研究；XXX 分析数据；XXX

撰写论文。一个作者可以列出一个以上的贡献，一个以上

的作者可以在同一个方面做出贡献。

√ 利益冲突：

- 所有作者均需声明在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中不存在利益

冲突。

- 第一作者 / 通讯作者 /...... 对本文准备工作有贡献的作者

必须声明，他 / 她在研究和稿件准备过程中的活动没有影

响作者的观点和报告，不存在利益冲突。

- 在文章中，作者必须明确声明，研究中使用的药物、设

备或试剂不存在潜在冲突。此外，作者必须声明，对研究

设计和进行、数据收集、分析或解释、药物、设备或软件

使用、语言编辑支持没有影响作者的观点及其报告。

- 在临床试验中，作者应声明研究中使用的主要药物 / 医

疗设备 / 再生剂没有影响作者的观点及其结果报告。

- 其他利益竞争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与稿件相关的专利，

以及投稿前 3 年内与公司的关系 ( 如会议费、讲座费等 )，

均应说明。

√ 资金支持：

-无。

- 本研究得到了 .... 的支持。所有作者应说明资助者在研究

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决定发表或准备稿件方面没有任

何作用。

-资金来源包括国家、省、市政府、高校和学术机构资助，

以及私人、慈善机构或制药 / 设备公司资金支持。所有作

者应声明，经费支持不影响客观数据的统计分析及其报告。

√ 数据共享声明：

√ 开放获取声明：

·文献≥ 50 条，且近 5 年文献≥ 50%；

·图题和表题。

(4) 影像图片

• 字数限制：全文 1 500-2 000 个单词，出版后 2 个版面。

• 无摘要，包括 1-3 个图片，要突出组织学损伤，神经再

生以及功能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在相同研究领域工作的

人要有借鉴意义。

• 文题：≤ 90 个字符或 20 个单词。

• 主体内容：

• 辅文：

√ 致谢：

√ 作者贡献：

√ 利益冲突：

√ 经费支持：

√ 数据共享声明

√ 开放获取声明： 

• 参考文献：≤ 10 条，采用 NRR 格式。

• 图题和表题

2  稿件模板

研究原著类稿件写作模板

文题：力求简明、醒目，反映出文章的主题。尽量不用缩

略语。英文题名不宜超过 20 个实词。

作者：第一作者
1
，第二作者

2
，第三作者

2，*

单位：
1
科室，单位官方名称，城市，州 / 省，国家；

2
科室，

单位官方名称，城市，州 / 省，国家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姓名，最高学位，email 地址。

ORCID：通讯作者 / 第一作者的 ORCID

图示摘要 (Graphical abstracts)

此图是一个对文章主要结果 / 发现的简洁、形象、可视化

总结。其可以是文章结论性图片或某一特定目的设计的图

片，使读者一眼就能了解 / 获得文章主要 / 重要内容，从

而促进学科间学术交流，并使读者能更快速地确定哪些研

究是与其研究领域最相关的。

图片尺寸：>531 × 1328 pixels ( 高 × 宽 )，图片宽度不应该

超过通栏 18 cm，分辨率应 >300 dpi。图片格式应为 JPG, 

TIFF, PDF 或 MS Office。

图片中的文字字体应为“Arial”或“Times New Roman”。

图中尽量不要出现柱状图和线条图，不要完全重复文内图

片，可多加文字说明框。同时请补充针对图片的图题 ( 不

应与文题重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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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结构式；英文摘要不超过 400 个单词。摘要须减

少专业术语的出现频率，以便让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

关键词：8-10 个。

基金资助：基金名称，基金号，项目负责人姓名。

引言 ( ≤ 1 000 个单词 )

1. 明确研究背景，解释实验方案和依据；

2. 课题研究创新性的特点；

3. 研究内容 / 研究方案 / 技术路线将如何验证研究提出的

科学问题或者假说。

方法 

要求信息详细，突出描述符合本刊出版范畴涵盖的重

点和特点，注重科学性、可行性、逻辑性、可重复性， 数据、

图表、照片的真实性、准确性，注重相关伦理规范和审批

文件。

具体要求参见：NRR 杂志对“材料与方法”部分的写

作要求。

- 首先，是要精准地描述细胞系、质粒和基因工程小鼠、

各种不同的商业性试剂等；同时，在这部分中提倡描述每

个实验设计步骤背后的简单原理，有助于提高他人阅读理

解和对实验方法的可重复性。

- 其次，提倡作者对创新的方法、复杂的方法做个短视频

附件：例如，分离肿瘤组织时，一组采用剧烈摇动六至八

小时，另一组则轻轻晃动十八至二十四小时。当两组都采

用相同的、缓慢摇动的方法时，结果终于一致了。如果，

实验室制作 1 个短视频，读者阅读后在开始他们的一些实

验之前就能有所借鉴。

- 然后，要求将有分组、添加不同试剂的实验过程，作出

一个时间线，或者图表，或者类表的形式去清晰的表达：

这样，一张流程图、表、时间线，就能够明确的告诉读者，

不同组动物或者细胞，是怎么样从一开始规范的执行实验

设计方案而避免混乱的。

结果

描述你发现了什么；要求客观、详细、完整；包括文

字 + 表格 ( 证据 )+ 图片 ( 亮点 )。

讨论 ( ≤ 1 500 个单词 )

1. 解释结果。即说明本研究与既往研究结果出现异同的原

因。

2. 研究的局限性；

3.结论及研究成果的科学意义和临床价值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 ≥ 30 条，同一期刊或同一作者参考文献不得超

过 3 条，近 5 年文献≥ 50%)

- 参考文献文内引用形式为 : “The procedure used has been 

described elsewhere (Green, 1978),” 或 “Our observation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Brown and Black (1979) and of 

White et al. (1980),”。

- 当有多条文献同时引用于一处时，应按遵循时间顺序的

基础上，按字母顺序排列，例如 “Earlier reports (Brown and 

Black, 1979, 1981; White et al., 1980; Smith, 1982, 1984)... ”

- 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中的文献杂志名按 PubMed 中要求进

行缩写；文献按第一作者姓氏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当文献

只有 2 位作者，且第一作者相同时，按第二作者姓氏字母

顺序进行排列；当第一作者相同的文献数量≥ 3 个时，按

时间顺序排列。例如： 

Journal papers

Hamill OP, Marty A, Neher E, Sakmann B, Sigworth F (1981) 
Improved patch-clamp techniques for high-resolution current 
recordings from cells and cell free membrane patches. Pflugers 
Arch 391:85-100.

Hodgkin AL, Huxley AF (1952a) The components of membrane 
conductance in the giant axon of Loligo. J Physiol (Lond) 
116:473-496.

Hodgkin AL, Huxley AF (1952b) The dual effect of membrane 
potential on sodium conductance in the giant axon of Loligo. J 
Physiol (Lond) 116:497-506.

辅文

致谢：

作者贡献：

利益冲突：

开放获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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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样例稿件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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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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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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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NRR 杂志文章编修清单：动物研究体内实验报告 (ARRIVE) 对照检查清单 (Checklist)
稿号：
  

作者： 文题： 编辑：

项目 编号 条目清单 是否符合要求 存在问题

标题 1 尽可能对文章内容提供一个精确和简明的描述。

摘要 2 提供一个准确的摘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所用动物的种系、关键方法、主要结果和结论。

前言 : 背景 3 (a) 包括充分的科学背景 ( 包括既往研究的相关参考文献 )，以明确研究动机和背景，并解释实验方
案和依据。

(b) 解释所用动物种类及模型如何和为什么可以被用来达成研究目的。 如有可能 , 解释该研究与人
体生物学的相关性。

前言 : 目的 4 清楚地描述研究的主要和次要目的，或者将被验证的具体研究假设。

方法 : 伦理声明 5 伦理评估许可的性质、相关执照［如动物 ( 科学程序 ) 法案 1986］，与研究相关的国家或机构的动
物护理和使用指南。

方法 : 研究设计 6 对于每个实验，给出简明扼要的研究设计细节：
(a)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数量

(b) 旨在减少主观性偏倚影响而采取的任何步骤 : 实验动物分组 ( 如随机化分组程序 )，评估结果 ( 如
已施盲请描述被施盲对象和时机 )

(c) 实验单位 ( 如以单个动物、群组或以一笼动物为单位 ) 可用时线图或流程图来解释复杂的研究设
计是如何实施的。

方法 : 实验步骤 7 对于每个实验和每个实验组 ( 包括对照组 )，应提供所有已实施步骤准确的详细资料。如：
(a) 何法 ( 药物配方和剂量，给药部位和途径，麻醉镇痛药物的应用和监测，手术步骤，动物安乐死
的方法 )，提供所使用的任何专业设备的详细信息，包括供应商。

(b) 何时 ( 如时间点 )。

(c) 何处 ( 饲养笼、实验室和水迷宫 )。

(d) 何因 ( 如特定麻醉药、给药途径和药物剂量的选择缘由 )。

方法 : 实验动物 8 (a) 提供研究动物的详细资料，包括种类、品系、雌雄、发育阶段 ( 例如年龄均值或中位数及其范围 )
和体重 ( 均值或中位数及其范围 )。

(b) 提供进一步的相关信息，如动物来源、国际命名、遗传修饰状态 ( 如基因敲除或转基因 )、基因型、
健康 / 免疫状况、未使用过药物或未曾用于实验、和先前的实验使用等。

方法 : 饲养场所和饲养 9 (a) 饲养场所 ( 如设施类型、无特定病原、笼舍类型、垫料、同笼动物数量、饲养鱼类水箱的形状和
材料等 )。

(b) 饲养条件 ( 如繁殖计划、光／暗周期、温度、鱼类的水质、饲料的种类、获取水和饲料的途径
和环境的丰富度等 )。

(c) 实验前、中和后期动物福利有关的评估和干预。

方法 : 样本量 10 (a) 特别说明实验中使用的动物总数和每个实验组中分配的动物数。

(b) 解释动物实验所需样本量是如何确定的，并提供样本量计算的详细信息。

(c) 如适用，标明每个实验的独立重复的数量。

方法 : 动物实验分组 11 (a) 详细描述动物如何分配到各实验组的信息，包括随机化分组或配对分组。

(b) 描述对各实验组实验动物进行处理和评估的顺序。

方法 : 实验结果 12 明确界定所评估的主要和次要实验测量指标的结果 ( 如细胞死亡、分子标记和行为改变 )。

方法 : 统计学方法 13 (a) 提供每种分析所使用统计方法的详细信息。

(b) 特别说明每个数据集的分析单位 ( 如单个动物、一组动物和单神经元 )。

(c) 描述如何评估数据是否满足统计学方法的假设。

结果 : 基线数据 14 对于每个实验组，报告处理或测试前动物的相关特征和健康状况 ( 如体重、微生物状况和未使用过
药物或未曾用于实验 )。( 这些信息常可用表格形式表示 )

结果 : 数字分析 15 (a) 报告每一项分析中所包括的每组动物的数量，报告绝对数 ( 如 10/20，而不是 50%)

(b) 对于分析中未纳入的任何动物或数据，需说明原因。

结果 : 结果和评估 16 报告每一项分析的结果及精确度 ( 如标准误或置信区间 )。

结果 : 不良反应 17 (a) 给出每个实验组所有重要不良反应详细的信息。

(b) 描述为减少不良反应而对实验操作规程所作出的修改。

讨论 : 诠释 / 科学内涵 18 (a) 解释结果时需考虑研究目的、假设、当前的理论和文献中的其他相关的研究。

(b) 评价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可造成偏倚的任何潜在来源，动物模型的局限性以及与结果相关的不
精确性。

(c) 描述该研究方法或研究发现对于科研中遵偱替代、优化或减少动物使用原则 (3R 原则 ) 的意义。

讨论 : 概括 / 转化 19 评论是否、如何使本研究成果转化到其他物种或系统，包括与人体生物学的相关性。

基金支持 20 列出涉及本研究的所有资金来源 ( 包括基金号 ) 和研究资助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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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R 杂志文章编修清单：流行病学中观察性研究报告 (STROBE) 对照检查清单 (Checklist)
稿号：
  

作者： 文题： 编辑：

论文章节 / 主题 编号 对照检查的条目 是否符合要求 存在问题

题目和摘要 1 (a) 在题目或摘要中用常用术语表明研究所采用的设计。

(b) 在摘要中对所做工作和所获得的结果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要描述。

引言：背景 / 缘由 2 解释该研究的科学背景和逻辑依据。

引言：目的 3 阐明研究具体目的，包括所有事先的假设。

方法：研究设计 4 文中尽早陈述研究设计的关键元素。

方法：研究设置 5 描述研究机构、研究地点及相关资料，包括招募的时间范围、暴露因素、随访和数据收集等。

方法：参与者 6 (a) 队列研究 —— 描述纳入标准，参与者的来源和选择方法，以及随访的方法。

病例 - 对照研究 —— 描述纳入标准，病例和对照的来源，以及确认病例和选择对照的方法；给出

这样选择病例和对照的依据。

横断面研究 —— 描述纳入标准，参与者的来源和选择方法。

(b) 队列研究 —— 对于配对设计，应说明配对标准及暴露和非暴露的人数。

病例 -对照研究 —— 对于配对设计，应说明配对标准和每个病例配对的对照数目。

方法：变量 7 明确定义所有的结局、暴露、预测因素、可能的混杂因素及效应修饰因素。如果适用的话，给出

诊断标准。

方法：数据来源 8 对研究中所关注的每个变量，给出数据来源和详细的测量方法。如果有 1 个以上的组，描述各组

之间测量方法的可比性。

方法：偏移 9 描述各种解决潜在偏倚的方法。

方法：样本大小 10 描述样本量的确定方法。

方法：定量变量 11 解释定量变量是如何处理的。如果适用的话，描述基于其分组的方法和原因。

方法：统计学方法 12 (a) 描述所用的所有统计方法，包括控制混杂因素的方法。

(b) 描述所有分析亚组和交互作用的方法。

(c) 解释解决数据缺失的方法。

(d) 队列研究 —— 如果适用，描述解决失访问题的方法。病例 - 对照研究 —— 如果适用，描述病

例和对照是如何匹配的。横断面研究 —— 如果适用，描述考虑了抽样策略的分析方法。

(e) 描述所用的敏感性分析方法。

结果：参与者 13 (a) 报告研究各阶段参与者的人数，例如可能的合格者人数、参与合格性检查的人数、证实合格的

人数、纳入研究的人数、完成随访的人数及完成分析的人数。

(b) 解释在各阶段潜在参与者未能参与的原因。

(c) 考虑使用流程图。

结果：描述性数据 14 (a) 描述参与者的特征 ( 如人口统计学临床和社会特征，以及暴露和潜在混杂因素的相关信息。

(b) 描述每一个研究关注变量存在缺失的参与者人数。

(c) 队列研究：总结随访时间 ( 如平均随访时间和全部随访时间 )

结果：结局数据 15 队列研究：报告各个时间段的结局事件数或概括性统计量。

病例 -对照研究：报告各种暴露类型的人数或概括性统计量。

横断面研究：报告结局事件数或概括性统计量。

结果：主要结果 16 (a) 报告未校正的估计值如果适用，给出混杂因素校正后的估计值及其精确度 ( 如 95% 置信区间 )，
说明对哪些混杂因素进行了校正以及选择这些因素进行校正的原因。

(b) 如对连续变量进行分组，要报告分组的各个界值。

(c) 如有可能，最好把相对危险度转变为在一个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的绝对危险度。

结果：其他分析 17 报告做过的其他分析 ( 如亚组分析、交互作用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

讨论：关键结果 18 根据研究目的概括说明研究的关键结果。

讨论：局限性 19 讨论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潜在偏倚或不精确的原因，讨论任何潜在偏倚的方向和大小。

讨论：解释 20 结合研究目标、研究局限性、多重分析、其他类似研究的结果和其他相关证据，对本研究结果谨

慎地给出一个总体的解释。

讨论：可推广性 21 讨论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 外推有效性 )

其他信息：资金来源 22 给出研究资金的来源和资助机构在本研究中的作用，如果适用，提供其在本文之前序研究中所起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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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R 杂志文章编修清单：随机临床试验应报告的信息 CONSORT 2010 对照检查清单 (Checklist)
稿号：
  

作者： 文题： 编辑：

论文章节 / 主题 编号 对照检查的条目 是否符合要求 存在问题

文题和摘要 1 (a) 文题能识别是随机临床试验

(b) 结构式摘要，包括试验设计、方法、结果、结论几个部分 ( 具体的指导建议参见“CONSORT 
for abstracts”)

引言：背景和目的 2 (a) 科学背景和对试验理由的解释

(b) 具体目的和假设

方法：试验设计 3 (a) 描述试验设计 ( 诸如平行设计、析因设计 )，包括受试者分配入各组的比例

(b) 试验开始后对试验方法所作的重要改变 ( 如合格受试者的挑选标准 )，并说明原因

方法：受试者 4 (a) 受试者合格标准

(b) 资料收集的场所和地点

方法：干预措施 5 详细描述各组干预措施的细节以使他人能够重复，包括它们实际上是在何时、如何实施的

方法：结局指标 6 (a) 完整而确切地说明预先设定的主要和次要结局指标，包括它们是在何时、如何测评的

(b) 试验开始后对结局指标是否有任何更改，并说明原因

方法：样本量 7 (a) 如何确定样本量

(b) 必要时，解释中期分析和试验中止原则

随机方法：序列的产生 8 (a) 产生随机分配序列的方法

(b) 随机方法的类型，任何限定的细节 ( 如怎样分区组和各区组样本多少 )

随机方法：分配隐藏机制 9 用于执行随机分配序列的机制 ( 例如按序编码的封藏法 )，描述干预措施分配之前为隐藏序

列号所采取的步骤

随机方法：实施 10 谁产生随机分配序列，谁招募受试者，谁给受试者分配干预措施

随机方法：盲法 11 (a) 如果实施了盲法，分配干预措施之后对谁设盲 ( 例如受试者、医护提供者、结局评估者 )，
以及盲法是如何实施的

(b) 如有必要，描述干预措施的相似之处

统计学方法 12 (a) 用于比较各组主要和次要结局指标的统计学方法

(b) 附加分析的方法，诸如亚组分析和校正分析

结果：受试者流程 ( 极力

推荐使用流程图 )
13 (a) 随机分配到各组的受试者例数，接受已分配治疗的例数，以及纳入主要结局分析的例数

(b) 随机分组后，各组脱落和被剔除的例数，并说明原因

结果：招募受试者 14 (a) 招募期和随访时间的长短，并说明具体日期

(b) 为什么试验中断或停止

结果：基线资料 15 用一张表格列出每一组受试者的基线数据，包括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分析的例数 16 各组纳入每一种分析的受试者数目 ( 分母 )，以及是否按最初的分组分析

结果：结局和估计值 17 (a) 各组每一项主要和次要结局指标的结果，效应估计值及其精确性 ( 如 95% 可信区间 )

(b) 对于二分类结局，建议同时提供相对效应值和绝对效应值

结果：辅助分析 18 所做的其他分析的结果，包括亚组分析和校正分析，指出哪些是预先设定的分析，哪些是新

尝试的分析

结果：危害 19 各组出现的所有严重危害或意外效果 ( 具体的指导建议参见“CONSORT for harms”)

讨论：局限性 20 试验的局限性，报告潜在偏倚和不精确的原因，以及出现多种分析结果的原因 ( 如果有这种

情况的话 )

讨论：可推广性 21 试验结果被推广的可能性 ( 外部可靠性，实用性 )

讨论：解释 22 与结果相对应的解释，权衡试验结果的利弊，并且考虑其他相关证据

其他信息：试验注册 23 临床试验注册号和注册机构名称

其他信息：试验方案 24 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可以获取完整的试验方案

其他信息：资助 25 资助和其他支持 ( 如提供药品 ) 的来源，提供资助者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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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R 杂志文章编修清单：病例报告 (CARE) 对照检查清单 (Checklist)
稿号：
  

作者： 文题： 编辑：

论文章节 / 主题 编号 对照检查的条目 是否符合要求 存在问题

标题 1 “病例报告”( 或“病例研究”) 应与最引人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 ( 例如症状、诊断、检查、干预 ) 一起出

现在标题中。

关键词 2 通常应给出 5-8 个关键词

摘要 3 (a) 引言：本案例增加了什么内容

(b) 病例介绍：患者的主要症状、主要临床发现、主要诊断和干预、主要结果

(c) 结论：从这一案例中获得的主要经验是什么

前言 4 参考相关医学文献对本病例作简要背景总结

患者信息 5 (a) 人口统计学信息 ( 例如年龄、性别、种族、职业 )

(b) 患者的主要症状 ( 首要症状 )

(c) 既往史、家族史和社会心理状态：尽可能包括饮食、生活方式和遗传等信息，既往干预措施的合并症

和结局详情

临床发现 6 描述相关的体格检查结果

时间表 7 描述本案例重要的日期和时间 ( 表或图 )。

诊断评估 8 (a) 诊断方法 ( 例如，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影像检查、问卷调查 )

(b) 诊断挑战 ( 例如，经济、语言 / 文化 )

(c) 鉴别诊断，包括考虑的其他诊断

(d) 预后特征 ( 例如，分期 )

治疗干预 9 (a) 干预类型 ( 例如，药物、手术、预防、自我护理 )

(b) 给药干预 ( 例如，剂量、规格、持续时间 )

(c) 干预措施变更 ( 及依据 )

随访和结局 10 (a) 总结所有随访访视的临床过程，包括临床医生和患者评估结果      

(b) 重要后续检查结果 ( 阳性或阴性 )

(c) 干预依从性和耐受性 ( 如何评估 )

(d) 不良和非预期事件

讨论 11 (a) 本病例管理的优势和局限性

(b) 相关医学文献

(c) 结论依据 ( 包括因果关系评估 )

(d) 本病例报告的主要经验  

患者观点 12 尽可能分享患者的观点或经历

知情同意 13 患者是否签署知情同意书？如有要求，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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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R 杂志文章编修清单：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PRISMA) 对照检查清单 (Checklist)
稿号：
  

作者： 文题： 编辑：

项目 编号 条目清单 是否符合要求 存在问题

标题 1 明确本研究报告是系统综述、meta 分析 , 还是两者兼有

摘要：结构式摘要 2 提供结构式摘要包括背景、目的、资料来源、纳入研究的标准、研究对象和干预措施、研究评

价和综合的方法、结果、局限性、结论和主要发现、系统综述的注册号

前言：理论基础 3 介绍当前已知的研究理论基础

前言：目的 4 通过对研究对象、干预措施、对照措施、结局指标和研究类型 (participants, interventions， 
comparisons，outcomes，study design，PICOS)5 个方面为导向的问题提出所需要解决的清晰明确

方法：方案和注册 5 如果已有研究方案，则说明方案内容并给出可获得该方案的途径 ( 如网址 )，并且提供现有的已

注 册的研究信息，包括注册号

方法：纳入标准 6 将指定的研究特征 ( 如 PICOS 和随访的期限 ) 和报告的特征 ( 如检索年限、语种和发表情况 ) 作
为 纳入研究的标准，并给出合理的说明

方法：信息来源 7 针对每次检索及最终检索的结果描述所有文献信息的来源 ( 如资料库文献，与研究作者联系获取

相应的文献 )

方法：检索 8 至少说明一个资料库的检索方法，包含所有的检索策略的使用，使得检索结果可以重现

方法：研究选择 9 说明纳入研究被选择的过程 ( 包括初筛、合格性鉴定及纳入系统综述等步骤，据实还可包括纳入 
meta 分析的过程 )

方法：资料提取 10 描述资料提取的方法 ( 例如预提取表格、独立提取、重复提取 ) 以及任何向报告作者获取或确认

资料的过程

方法：资料条目 11 列出并说明所有资料相关的条目 ( 如 PICOS 和资金来源 )，以及作出的任何推断和简化形式

方法：单个研究存在的偏

倚

12 描述用于评价单个研究偏倚的方法 ( 包括该方法是否用于研究层面或结局层面 )，以及在资料综

合中该信息如何被利用

方法：概括效应指标 13 说明主要的综合结局指标，如危险度比值 (risk ratio)、均值差 (difference in means)

方法：结果综合 14 描述结果综合的方法，如果进行了 meta 分析，则说明异质性检验的方法

方法：研究偏倚 15 详细评估可能影响数据综合结果的可能存在的偏倚 ( 如发表偏倚和研究中的选择性报告偏倚 )

方法：其他分析 16 对研究中其他的分析方法进行描述 ( 如敏感性分析或亚组分析，meta 回归分析 )，并说明哪些分

析是预先制定的

结果：研究选择 17 报告初筛的文献数 , 评价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数以及最终纳入研究的文献数，同时给出每一步排 
除文献的原因，最好提供流程图

结果：研究特征 18 说明每一个被提取资料的文献的特征 ( 如样本含量 .PICOS 和随访时间 ) 并提供引文出处

结果：研究内部偏倚风险 19 说明每个研究中可能存在偏倚的相关数据，如果条件允许，还需要说明结局层面的评估 ( 见条目

12)

结果：单个研究的结果 20 针对所有结局指标 ( 有效性或有害性 )，说明每个研究的各干预组结果的简单合并 (a), 以及综合

效 应值及其可信区间 (b), 最好以森林图形式报告

结果：结果的综合 21 说明每个 meta 分析的结果 , 包括可信区间和异质性检验的结果

结果：研究间偏倚 22 说明研究间可能存在偏倚的评价结果 ( 见条目 15)

结果：其他分析 23 如果有，给出其他分析的结果 ( 如敏感性分析或亚组分析 ,meta- 回归分析 , 见条目 16)

讨论：证据总结 24 总结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每一个主要结局的证据强度；分析它们与主要利益集团的关联性 ( 如
医 疗保健的提供者、使用者及政策决策者 )

讨论：局限性 25 探讨研究层面和结局层面的局限性 ( 如偏倚的风险 )，以及系统综述的局限性 ( 如检索不全面，

报告偏倚等 )

讨论：结论 26 给出对结果的概要性的解析，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提示

资金支持 27 描述本系统综述的资金来源和其他支持 ( 如提供资料 ) 以及资助者在完成系统综述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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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R 杂志文章编修清单：细胞学研究原著对照检查清单 (Checklist)
稿号：
  

作者： 文题： 编辑：

项目 编号 条目清单 是否符合要求 存在问题

标题 1 尽可能对文章内容提供一个精确和简明的描述。

摘要 2 提供一个准确的摘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所用细胞的种系、关键方法、主要结果和结论。

前言：背景 3 (a)包括充分的科学背景（包括既往研究的相关参考文献），以明确研究和背景，并解释实验方案和依据。

(b) 解释所用细胞种类及模型如何和为什么可以被用来达成研究目的。 如有可能 , 解释该研究的转化

应用意义。

前言：目的 4 清楚地描述研究的主要和次要目的，或者将被验证的具体研究假设。

方法：伦理声明 5 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批号和审批时间

方法：使用细胞、抗体、

添加材料、病毒等

6 细胞系：来源、鉴定和支原体污染状态

(cell lines: report source, authentication and mycoplasma contamination status)
针对所有使用的材料必须明确交代详细，以便他人可重复实验

方法：实验方法 7 包括实验设计 ( 可用时线图或流程图来解释复杂的研究设计是如何实施的）

实验步骤

实验结果描述：明确界定所评估的主要和次要实验测量指标的结果

方法：定量及统计学分析 8 (a) 提供每种分析所使用统计方法的详细信息。

(b) 特别说明每个数据集的分析单位。

(c) 描述如何评估数据是否满足统计学方法的假设。

方法：数据及所用软件 9 本研究的数据开放 / 存储在哪个平台；

本研究应用哪个开放数据平台进行分析

结果 10 清晰并有逻辑地报告所有重要结果，对于结果的解释放在讨论中

图表 11 图片应为高清，并配有图注描述

讨论 / 结论 12 描述结果的意义 —— 应与引言中的问题和假说相呼应，回答结果是如何达到预期目的

研究的优势和局限性：

与既往研究的比较：

研究的重要意义：

对未来的展望：

文献 13 建议近 5 年文献占比 >50%

基金支持 14 列出涉及本研究的所有资金来源 ( 包括基金号 ) 和研究资助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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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3.1：对“方法”部分的写作要求

可重复性原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原则。国

际上一致认为，如果实验能够被 3 家相互独立的实验室重

复，那么该研究才能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发现。这就要求研究

者发表的文章包含足够的方法细节让其他研究人员可以重

复实验，从而为获得对科学进步至关重要的证据提供保证。 
3.1.1   基础研究

NRR 要求所发表的文章至少要有 3 组独立重复实验证

明一个结论，发表文章的同时还要提交细胞系、动物品系

等的检测报告，要求来源可控，无支原体污染等。NRR 重

视实验的可重复性，这可为将来的数据验证打下坚实基础。

NRR 鼓励作者依据可重复性检查表 (Additional file 1)
及动物研究体内实验报告 (ARRIVE) 对照检查清单逐项检查

研究方法细节是否交待清晰，以分享更精确的研究方法学

细节。

具体要求如下：

  动物

(1) 品种 (rats，mice)、品系 (Wistar，C57BL) 及亚系

(C57BL/6，C57BL/10) 的确切名称；

(2) 遗传背景 / 遗传修饰状态 ( 如基因敲除或转基因，

近交代数 215 代 (NIH，1984)) 或其来源及合格证书编号

( 例 如：purchased from the Guangdong Medical Laboratory 
Animal Center，Guangzhou，China (license No. SCXK (Yue) 
2013-0002)；转基因鼠需注明 RRID)； 

(3) 基因型、健康 / 免疫状况、未使用过药物或未

曾用于实验和先前的实验使用 ( 例如：Mice used for all 
experiments were naive. No drug tests were done)；

(4) 微生物检测状况 [ 普通级动物 (conventional (CV) 
animal)，清洁级动物 (clean (CL) animal)，无特定病原体级

动物 (specific pathogen free (SPF) animal)，无菌级动物 (germ 
free animal)]；

(5) 性别、年龄、体重；

(6) 实验环境 ( 如设施类型、无特定病原、笼舍类型、

垫料、同笼动物数量、饲养鱼类水箱的形状和材料等 ) 和
饲养条件 ( 如繁殖计划、光／暗周期、温度、湿度、鱼类

的水质、饲料的种类、获取水和饲料的途径和环境的丰富

度等 ) ； 
(7) 对动物实验的处理方式 ( 实验动物处理的每个具体

时间点 / 时段、动物最小牺牲数目 )；
(8) 样本量计算 ( 解释动物实验所需样本量是如何确定

的，并提供样本量计算的详细信息 )；
(9) 分组 ( 随机分组方法及数量 )； 
(10) 旨在减少主观性偏倚影响而采取的任何步骤 : 实

验动物分组 ( 如随机化分组程序 )，评估结果 ( 如已施盲请

描述被施盲对象和时机 )；

(11) 实验单位 ( 如以单个动物、群组或以一笼动物为

单位 ) 可用时间线图 / 表或示意图及流程图来解释复杂的

研究设计是如何实施及每个步骤或阶段所需的大致时间

( 例如，步骤 1-3，30 分钟；步骤 4+5，2 小时 )。
•时间线图 (Experimental timeline) 范例：

•实验设计示意图 (Experimental design) 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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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图 (flow chart) 范例：

       实验方法：

(1) 实验所用主要“试剂”和“设备”应说明供应商

信息 ( 如公司名称、公司所在城市和国家 ( 如果是美国，

还应说明州名 )。
对于每个实验和每个实验组 ( 包括对照组 )，应提供

所有已实施步骤准确的详细资料。如：(a) 何法 ( 药物配方

和剂量，给药部位和途径，麻醉镇痛药物的应用和监测，

手术步骤，动物安乐死的方法 )，提供所使用的任何专业设

备的详细信息，包括供应商。(b) 何时 ( 如时间点 )。(c) 何
处 ( 饲养笼、实验室和水迷宫 )。(d) 何因 ( 如特定麻醉药、

给药途径和药物剂量的选择缘由 )。描述对各实验组实验动

物进行处理和评估的顺序

(2)实验方法中的关键步骤，必须进行非常精确的描述，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可重复性 ( 例如，一个步骤的时间和温

度是至关重要的，或者需要使用无 RNase 的溶液 )。请说

明所有的离心速度，以 × g 为单位，并包括离心的时间长

度和温度 ( 例如，在 14,000×g 离心 5 分钟，4 ℃ )。NRR 鼓

励作者提交特别复杂的步骤或阶段的操作视频。

√ 细胞系

使用细胞系进行研究的作者应说明细胞系名称及获得

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提供细胞的研究者、细胞系库或商业

来源 ( 公司 ) 的名称。作者还必须为每个细胞系提供以下

信息：

(1) 对 于 新 生 ( 新 ) 细 胞 系 (For de novo (new) cell 
lines)，包括那些赠予给研究人员的细胞系，作者必须酌情

遵循 NRR 的人体研究或动物研究政策。伦理声明必须包括：

- 机构审查委员会或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细节；

- 对于人体细胞，需确认捐献者、监护人或近亲属的

书面知情同意书。

(2) 对于已建立的细胞系 (For established cell lines)，方

法应包括：

- 参考首次描述该细胞系的文章；和 / 或

- 细胞系的储存库或公司，目录号，以及该细胞系是

直接从储存库 / 公司还是从其他实验室获得。

(3) 作者应使用 ICLAC 交叉污染或错误识别的细胞系数

据库 (ICLAC Database of Cross-contaminated or Misidentified 
Cell Lines；https://iclac.org/databases/cross-contaminations/)
检查已建立的细胞系，以确认它们没有被错误识别或污染。

建议进行细胞系鉴定 -- 例如，通过核型分析、同工酶分

析或短串联重复 (STR) 分析。要求作者提供细胞系的鉴定

证明 ( 细胞的 STR 鉴定证书 )，并可于 https://www.expasy.
org/ 查验细胞是否被错用，以避免细胞系被交叉污染或错

误辨识，使用这些细胞可能导致研究结果错误、结果不可

重复的严重后果。

(4) 使用细胞系的稿件在首次投稿时要进行检查。不符

合细胞系研究要求的稿件将被拒绝。发表后发现的细胞系

身份、伦理监督或潜在污染等问题可能会导致更正或撤回。

√ 印迹和凝胶

印迹和凝胶的原始图像

(1) 作者必须提供原始的、未经裁剪和最小化调整的

印迹和凝胶图像。虽然没有必要在首次提交时提供原始图

像，但 NRR 将在同行评审过程中或在接受稿件之前要求这

些文件。

(2) 在准备和提交印迹 / 凝胶数据文件时，请遵循以下

说明。

- 请创建一个单一的 PDF 文件，其中包含稿件主图和

补充图中包含的所有原始印迹和凝胶图像。建议使用图像

软件 ( 如 Photoshop) 对原始图像进行编辑，然后导出 / 保
存为 LZW 压缩的 tiff 文件。也可以将多个注释的 jpeg/tiff
图像文件编译成一个 PDF。不建议在 Powerpoint 中编辑图

像，因为可能会丢失分辨率。

- 该文件应命名为“S1_raw_images”，并作为支持信

息文件上传或存放在一个合适的公开数据存储库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repository)。

- 作者应标记每个原始印迹或凝胶图像，以清楚地注

释加载顺序，实验样品的身份，用于获取图像的方法，并

标明正文中所用图来源的原始图像。分子量应标示在原始

图像上，任何不显示在最终稿件图片中的条带应用“X”标

示于原始印迹 / 凝胶图像上。

报告印迹和凝胶结果

在准备报告印迹 ( 包括但不限于 Western 印迹 ) 和电

泳凝胶结果的图片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 不得以任何方式调整图像，以免影响显示的科学信

息。背景和对比度不应该加以修改以明显改变数据可见度、

背景或非特异性带。

-图中的图像不应围绕感兴趣的条带过度裁剪。图片应

包括一些背景区域上方和下方的条带。原始图像中的任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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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条带应显示于图中，并在文内或图注中加以解释。

- 当对条带进行比较分析时，所有相关的样品应在同

一凝胶跑胶。

- 每张图应包括所有相关的对照，且当相关对照样品

应在同一凝胶跑胶。

- 每张图不应包括源于不同印迹、曝光或凝胶条带的

复合图像。如果需要以多个印迹或凝胶图像的数据来说明

结果，不同的图像不应该被拼接在一起，它们应作为图内

的分图，并在图注中加以说明其代表不同的凝胶、印迹或

曝光。

√ 抗体

使用抗体进行实验的文章应包括以下信息。

- 抗体的名称，单克隆还是多克隆，以及动物种属。

- 产生厂家或来源实验室。

- 目录或克隆号，如果可能，还应包括批号。

- 抗体的最终浓度或稀释度

- 抗体的孵育温度和时间

- 对于已建立的抗体，应注明其研究资源标识符

(RRID)，可于 https://scicrunch.org/resources 中查询。

注：抗体、转基因生物体、质粒、细胞系、软件及数

据库 (Antibodies，Model Organisms，Cell Lines，Plasmids，
and other Tools (software, databases, services)) 的 RRIDs 均可

在 https://scicrunch.org/resources 中查询到，并注明于文章

中。

例如：Mouse anti-CD90 antibody (1 ∶ 400，Cat# ab225，
RRID: AB_2203300，Abcam，Cambridge，MA，USA)

√ 常见的实验方法所应具备的步骤及方法描述的基本要求

范例：

(1)Western blot 蛋白印迹法 ( 免疫印迹 )
- 从 XX 细胞 /XX 组织中提取蛋白质，用 RIPA 裂解和

提取缓冲液 (KeyGen Biotechnology，中国南京 ) 处理。用

BCA 方法测定蛋白浓度。等量蛋白质通过 SDS-PAGE 分离后，

转移到 PVDF 膜上 (EMD Millipore 公司，Burlington, MA)，
然后用牛血清白蛋白 (BSA，5%，v/v) 封闭膜 。用适当稀释

度的一抗在 4℃下过夜孵育膜，然后将膜与二抗在室温下

孵育 1 小时。ECL 化学发光试剂盒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进 行 曝 光 显 影。 最 后 使 用 ImageJ(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Bethesda, MD, USA) 对蛋白条带进行半定量分析，

最终结果以目的蛋白与内参的吸光度比值表示 (蛋白归一 )。
( 注：一抗和二抗应说明抗体名称，动物种属，生产厂家 ( 城
市、国家 )，工作浓度，目录号及 RRID 号 )。

(2)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实时定量 PCR
qPCR 实验方法应当按照“qPCR 实验操作和文章发表

指南：MIQE 清单”中的要求进行，其必备的描述包括：

-样本采集、处理和制备：样本来源于哪个物种、器官、

组织。并简要描述样本，例如：肿瘤样本描述肿瘤细胞组

织比例。RNA 提取于新鲜组织还是冰冻组织 ( 如果是冰冻，

如何冰冻，冻了多长时间 )。
- 核酸的质量控制：RNA 的提取 ( 操作环境、试剂、

耗材中有无 RNAase)、RNA 的定量 ( 用何种方法定量，量是

多少 )，去除基因组 DNA(gDNA)[ 描述 gDNA 污染程度，说

明 RNA 样本是否经过 DNase 处理 ( 包括 DNase 类型和反应

条件 )]，质量评估 [ 质量评估方法和结果 ( 推荐使用凝胶电

泳或微流控芯片 rRNA 分析 )]，杂质残留 ( 通过稀释样本做

反转录来检测 PCR 抑制剂的存在，或者用 SPUD 等抑制试

验 )。
- 反转录：描述反转录的方法和试剂，包括：RNA 模

板量、引物种类、酶的类型与数量，反应体系及反应的时

间和温度。

-qPCR：基因信息 ( 靶基因和参考基因的数据库登陆

号 ( 如：NCBI Gene 数据库：基因 id 和序列的 Accession 
Number)，目标核酸的结构，目的基因长度 )。引物信息

( 序列和浓度，结合位点。染料或探针：染料种类、探针

序列 )。实验设计 ( 内参基因的选择、复孔、阴性阳性对

照 )。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 ( 聚合酶的名称和浓度、模板

量、缓冲液化学组成，反应体系总量，反应温度及循环数

(initial denaturation 预变性 -denaturation 变性 - annealing
退火 -extension/elongation 延伸 )。仪器耗材 ( 塑料耗材的

透明度如货品，反应容器为单一管，排管还是板，制造商；

当使用板时，还要提供板的密封方法 )。
- 数据分析：标准曲线 ( 对第一对引物制作标准曲线

来分析扩增效率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Ct(Cq) 值 。数据计

算方法和归一化方法。数据重复性如何。统计方法和计算

软件。

√ 统计学方法：

提供每种分析所使用统计方法的详细信息。特别说明

每个数据集的分析单位 ( 如单个动物、一组动物和单神经

元 )。描述如何评估数据是否满足统计学方法的假设。具

体说明统计学软件名称、版本、供应商，描述数据类型 ( 计
量、计数、等级 )，计量数据的正态性和方差齐性说明，

交代每种指标对应的两组及多组间的统计学方法，检验水

准 α( 单双侧 )。研究中数据的表现形式，比如 :All data are 
expressed as the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SD).

√ 伦理要求：

(1) 对于涉及活体动物的实验，所有涉及动物的研究

必须得到作者所在机构动物护理和使用委员会 (IACUC) 或
同等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且必须根据适用的国家和国际

准则进行。在开始研究之前，必须获得批准。

(2) 需要说明批准实验的机构和 / 或伦理委员会的相

关细节 ( 包括伦理号和审批日期 ( 具体至年月日 ))。建议动

物研究体内实验研究的撰写遵循 ARRIVE 指南 ( 应有文献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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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实验程序应保证实验动物不受不必要的痛苦。

(3) 文章还应描述实验过程和所用麻醉剂的实验细节

( 麻醉剂名称，生产厂家，给药剂量、途径；此处尤其要是

注意的是不可应用“水合氯醛”进行麻醉，此种麻醉方法

是不符合伦理要求的 )。
伦理学声明示例：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ll procedures that involved animals were approved 
by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IACUC) (protocol # LRE 16-05-09) on May 14, 
2016. All surgery was performed under sodium pentobarbital 
anesthesia, and all efforts were made to minimize suffering.
3.1.2   临床研究

 实验设计

在临床研究中应明确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其中观

察性研究、试验性研究以及真实世界研究的具体类型见表

1-3。

调查 (survey) 方法类型 (1) 全面调查 (complete survey，census)；
(2) 抽样调查 (sample survey)；
(3) 典型调查 (typical survey)。

抽样 (sampling) 方法 (1) 概率抽样法 (probability sampling)
● 单纯随机抽样 (simple random sampling)；
●  系统抽样 (systematic sampling)；
●  分层抽样 (stratified sampling)；
●  整群抽样 (cluster sampling)；
●  多阶段抽样 (multistage sampling)
(2) 非概率抽样法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  偶遇抽样 (accidental sampling)；
●  判断抽样 (judgment sampling)；
●  定额抽样 (quota sampling)；
●  雪球抽样 (snowball sampling)
(3) 横断面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
●  抽样、调查表 (questionnaire)
(4) 病例对照研究 (case-study study)
●  暴露、匹配

(5) 队列研究 (cohort study)*
●  暴露、随访、结局

(6) 描述性分析 ( 病例分析、病例系列研究 case series 
study)
(7) 病例报告 (case report)
●  附患者例数和疾病名称

(8) 病例对照研究 (case-study study)
●  非匹配设计 (unmatched，成组匹配 )；
●  匹配设计 (matched，个体匹配 )；
●  倾向性评分匹配设计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  队列研究 (cohort study)；
●  前瞻性队列研究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1；
●  回顾性队列研究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  双向性队列研究 (ambispective cohort study)；
●  病例分析、病例系列研究 (case series study)；
●  成组资料未分层分析；

●  分层资料分析；

●  匹配资料分析。

注：* 前瞻性队列研究也称及时性队列研究 (concurrent cohort study) 或纵向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

表 1 观察性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y) 的类型

表 2 实验性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的类型

对照类型 (1) 空白对照 (blank control)；
(2) 实验对照 (experimental control)；
(3) 标准对照 (standard control)；
(4) 相互对照 (mutual control)；
(5) 历史对照 (historical control)；
(6) 安慰剂对照 (placebo-control)；
(7) 金标准对照 (gold standard control)；
(8) 健康对照 (healthy control)；
(9) 阳性对照 (positive control)；
(10) 阴性对照 (negative control)；
(11) 自身对照 (self control)；
(12) 模型对照 (model control)；
(13) 载体对照 (vector control)。

随机化原则 * (1) 完全随机化 (complete randomization)；
(2) 简单随机化 (simple randomization)；
(3) 分层随机化 (stratified randomization)；
(4) 配对随机化 (paired randomization)；
(5) 区组随机化 (block randomization，配伍设计 )；
(6) 整群随机化 (cluster randomization，按群体随机分

组 )；
(7) 个体随机化 (individualrandomization)。

常用的实验设计方法 (1) 完全随机设计 (completely random design)；
(2) 配对设计 (1:1，1:2，1:3…paired design)；
(3) 随机区组设计 (Randomized block design)；
(4) 拉丁方设计 (latin square design)；
(5) 析因设计 (factorial design)；
(6) 交叉设计 (cross-over design)；
(7) 正交设计 (orthogonal design)；
(8) 裂区设计 (split-plot design)。

实验设计类型 (1) 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2) 实效性随机对照试验 (pragmatic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RCT)；
(3)解释性随机对照试验 (explanator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eRCT)；
(4) 非随机对照试验 (non-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non-
RCT)#。

研究类型 (1) 干预性研究 (interventional study)；
(2) 预防性研究 (prevention)；
(3) 诊断试验 (diagnostic test)；
(4) 病 因 学 / 相 关 因 素 研 究 (cause/relative factors 
study)；
(5 预后研究 (prognosis study)；
(6) 流行病学研究 (epidemilogical research)；
(7) 观察性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y)；
(8) 筛查 (screening)；
(9) 卫生服务研究 (health services reaserch)；
(10)  治疗研究 (treatment study)；
(11)  基础科学研究 (basic science)。

研究设计类型 (1) 横断面 (cross-sectional)；
(2) 非随机对照试验 (non randomized control)；
(3) 队列研究 (cohort study)；
(4) 病例对照研究 (cass-control study)；
(5) 随机平行对照 (parallel)；
(6) 连续入组 (sequential)；
(7) 诊断试验诊断准确性 (diagnostic test for accuracy)；
(8) 诊断性病例对照试验 (diagnostic test case-control)；
(9) 单臂 (single arm)；
(10) 随机交叉对照 (corss-over)；
(11) 半随机对照 (quasi-randomized controlled)；
(12) 随机抽样 (randomly sampling)；
(13) 单病例随机对照研究 (N of 1 Trial)；
(14) 巢式病例 - 对照研究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15) 不同剂量对照 (dose comparison)；
(16) 整群随机抽样 (cluster randomly sampling)；
(17) 整群随机分组 (cluster randomization)；
(18) 历史对照研究 (historical control)；
(19) 病例研究 (case study)；
(20) 偏倚化抛硬币设计 (biased coin design)；
(21) 析因分组 ( 即根据危险因素或暴露因素分组 )
(fac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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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 (1) Ⅰ期临床试验 /1；
(2) Ⅱ期临床试验 /2；
(3) Ⅲ期临床试验 /3；
(4) 上市后药物 /4；
(5) Ⅰ期 + Ⅱ期 /1-2；
(6) 探索性研究 / 预试验 /0；
(7) Ⅳ期临床试验 /4；
(8) 其他 /N/A；
(9) 治 疗 新 技 术 临 床 试 验 /new treatment measure 
clinical study；
(10) 诊 断 试 验 新 技 术 临 床 试 验 /diagnostic new 
technique clincal study；
(11) 回顾性研究 /retrospective study；
(12) Ⅱ + Ⅲ期临床试验 /2-3。

对照组选择 (1) 无治疗平行 (parallel) 对照；

(2) 安慰剂平行对照；

(3) 量效平行对照；

(4) 阳性治疗平行对照；

(5) 自身对照 (self control)；
(6) 自 身 前 后 对 照 (before-after study in the same 
patient)；

常见类型 (1) 平行组设计 (parallel group design，1:1)；
(2) 交叉设计 (crossover design)(2×2，3×2……)；
(3) 析因设计 (2×2，3×2……)；
(4) 臂设计 (arm)( 单臂设计、双臂设计 ……)；
(5) 序贯试验 (sequential trial) 设计 ( 开放性、闭锁性、

双向、单向 )；
(6) 二阶段设计 (two-stage design)；
(7) 临床有效性 ( 优效性试验 (superiority trial)；等效性

试验 (equivalence trial)；非劣效性试验 (non-inferiority 
trial)；试验时间；随访 (follow up)(1 年，2 年 ……)；生

存和复发 (5 年，10 年 ……)；同期和非同期 )；
(8) 中心数 ( 单中心 (single center)；双中心 (double 
center)；多中心 (multi center))
(9) 盲法 (blinding) ( 单盲、双盲 ……；开放性 (open)；
开放标签 (open label))
(10) 临床试验分期 (phase)+(1 期；2 期；3 期；4 期 )。

金标准对照、盲法评估 (1) 诊断性试验 (diagnostic test)；
(2) 平行诊断试验 ( 并联试验，parallel test)；
(3) 系列诊断性试验 ( 串联试验，serial test)；
(4) 金标准对照、盲法评估。

其他设计类型 (1) 经济学研究；

(2) 量表信度分析；

(3) 量表效度分析；

(4) 基因多态性分析；

(5) 聚类分析；

(6) 主成分分析；

(7) 因子分析；

(8) 危险因素分析；

(9) 其他设计类型；

(10) 预测因素分析；

(11) 预后分析；

(12) 相关性分析；

(13) 生存分析；

(14) 临床预测模型；

(15) 基线分析；

(16) 单变量分析；

(17) 多变量分析。

注：* 假随机分组 (pseudo-randomization)/ 类随机分组 (quasi-randomization) 的
方法：交替分组、按就诊时间先后顺序分组、按出生日期分组、按病案 / 病历

号分组、按单双数分组，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随机分组；# 非随机对照试

验有同期和非同期设计类型；+ 临床试验分期的 1，2，3，4 期 (phase 1，2，3，4)，
主要指新药、新设备或新器械的临床试验，可为两期联合，如 1/2，2/3 期临床

试验。

表 3 真实世界研究 (Real World Study，RWS) 的特点及类型

特点 起源于实效性的临床试验，特点是在较大的样本量基础上，根据患

者的实际病情和意愿选择治疗措施，开展长期评价，并注重有意义

的结局治疗。真实世界研究是从传统循证临床科研以外的多个数据

集中挖掘出信息，为非随机、开放性、不使用安慰剂的研究。

类型 (1) 观察性队列；

(2) 登记；

(3) 管理型数据库

      对象

应说明试验对象的招募以及随访的时间与地点、数据

收集的时间；招募对象的方法。

在临床试验中，由于受试对象个体变异大，一致性差，

因此对其的描述是十分重要的。应明确受试对象的纳入、

排除以及剔除标准，其中涉及疾病诊断及量表评分的均应

有文献支持；同时还应以流程图形式体现研究对象筛选、

纳入、脱落情况。

由于个体差异和影响因素不同以及疾病自愈倾向等因

素，因而临床试验应尽可能设立对照组以排除非研究因素

的影响和偏倚，消除和减少试验误差。例如在新型药物和

干预措施等评价中，建议使用当前治疗和预防效果最好的

干预方法作为阳性对照。如在干预中使用了安慰剂，则应

注意描述安慰剂颜色、味道、大小、形状等是否与试验药

物一致，是否可使研究对象以及和医生无法区别。

随机化是后续结果分析的基础。研究者通过随机化过程，

可均衡干扰因素，使不同组的试验对象具有可比性，以减少

误差，避免主观性偏倚。因此描述对象时，应详细描述随机化、

分组步骤以及方法。在描述干预方法时要详细，以实现研究

的可重复性，这将成为试验结论真实可靠的必要保障。

   结局 ( 指标 ) 评估

评估指标的顺序应与实验结果相对应，应明确主要评

估指标，同时应说明评估的时间、标准、主要步骤以及依据。

应说明参与实验评估人员的资质和培训情况以及盲法情况。

      样本量

应描述样本量计算的方法、使用的软件 (名称、版本号、

来源 )、相关数据的依据等信息。样本量计算是临床试验中

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会直接影响到结果的可靠性、可重

复性以及研究效率。样本量估算也是一个成本 -效果和检

验效能的权衡过程。一般建议临床试验的样本量必须足够

大，以可靠地回答研究假设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同时又不

至于太大而造成经费和时间的浪费。

统计学分析

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对象条件以及研究目的，

选择合理的统计学分析方法。应具体描述统计分析过程以

及使用的软件信息 ( 版本及生产厂家 )。不同类型的指标应

具体描述对应使用的统计学方法。

伦理声明

具体要求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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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file 1
Reporting Checklist

Author Name:       
Manuscript Number:       

This checklist is used to ensure good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to improve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ublished results. Please respond 
completely to all questions relevant to your manuscript. For sections that are not applicable please fill in NA.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ad the journal's Information for Authors.

Check here to confirm that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in the Material & Methods section:
• the exact sample size (n) for each experimental group/condition, given as a number, not a range;
• a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e collection allowing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amples represent technical or biological 

replicates (including how many animals, litters, culture, etc.);
• a statement of how many times the experiment shown was replicated in the laboratory;
• definitions of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measures: (For small sample sizes (n<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re not appropriate, instead plot 

individual data points)
o very common tests, such as t-test, simple x2 tests, Wilcoxon and Mann-Whitney tests, can be unambiguously identified by name only, 

but more complex techniques should be described in the methods section;
o are tests one-sided or two-sided?
o are there adjustments for multiple comparisons?
o statistical test results, e.g., P values;
o definition of ‘center values’ as median or mean;
o definition of error bars as s.d. or s.e.m. or c.i.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reported both in the manuscript itself and in the space below. We 
encourage you to include a specific subsection in the methods section each for statistics, reagents and animal models. Below, provide 
the text as it appears in the manuscript as well as the page number.

Item Text and page number

1.How was the sample size chosen to ensure adequate power to detect a pre-specified effect size? 
For animal studies, include a statement about sample size estimate even if no 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used.

2.Describe inclusion/exclusion criteria if samples or animal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analysis. Were the criteria pre-established? 

3.If a method of randomization was used to determine how samples/animals were allocated to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processed, describe it. 
For animal studies, include a statement about randomization even if no randomization was used.

4.If the investigator was blinded to the group allocation during the experiment and/or when assessing the outcome, state the 
extent of blinding.
For animal studies, include a statement about blinding even if no blinding was done. 

5.For every figure, are statistical tests justified as appropriate?
Do the data meet the assumptions of the tests (e.g., normal distribution)?
Is there an estimate of variation within each group of data?
Is the variance similar between the groups that are being statistically compared? 

Reagents

6.Report the name, animal species, dilution, Cat# (catalog number, cat no or clone number), Research Resource Identifiers (RRID), 
supplier, and incubation time and temperatur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antibodies

7.Identify the source of cell lines and report if they were recently authenticated (e.g., by STR profiling) and tested for mycoplasma 
contamination

Animal Models

8.Report species, strain, substrain, sex, age, body weight, genetic background/genetic modifications, source, genotype, health/
immune status, no drug use or previous experimental and prior experimental use, microbiological status, living conditions of 
animals

9.For experiments involving live vertebrates, include a statement of compliance with ethical regulations and identify the 
committee(s) approving the experiments (Animal Ethics Committee (approval number and approval date (dd/mm/yy)).

Data deposition*

10.Provide accession codes for deposited data. Data deposition in a public repository is recommended for:
a. Protein, DNA and RNA sequences
b. Macromolecular structures
c. Crystallographic data for small molecules
d. Microarray data

11.If computer code was used to generate results that are central to the paper's conclusions, include a statement in the Methods 
section under "Code availability" to indicate whether and how the code can be accessed. Include version information as necessary 
and any restrictions on availability.

*Deposition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for many other datasets for which structured public repositories exist; more details on our data policy are available 
in the Guide to Authors. We encourage the provision of other source data in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r in unstructured repositories such as Figshare 
and Dryad. We encourage publication of Data Descriptors (see Scientific Data) to maximize data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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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R 稿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

(1) 对细胞系的描述

·使用细胞系进行研究的作者应说明细胞系名称及获得的时

间和地点，以及提供细胞的研究者、细胞系库或商业来源 ( 公
司 ) 的名称。

√ 作者还必须为每个细胞系提供以下信息。

- 对于新生 ( 新 ) 细胞系 (For de novo (new) cell lines)，包括那

些赠予给研究人员的细胞系，作者必须酌情遵循 NRR 的人体

研究或动物研究政策。伦理声明必须包括：

△ 机构审查委员会或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细节；

△ 对于人体细胞，需确认捐献者、监护人或近亲属的书面知

情同意书。

- 对于已建立的细胞系 (For established cell lines)，方法应包括：

△ 参考首次描述该细胞系的文章；和 / 或细胞系的储存库或

公司，目录号，以及该细胞系是直接从储存库 / 公司还是从其

他实验室获得。

△ 作者应使用 ICLAC 交叉污染或错误识别的细胞系数据库

(ICLAC Database of Cross-contaminated or Misidentified Cell 
Lines；https://iclac.org/databases/cross-contaminations/) 检 查

已建立的细胞系，以确认它们没有被错误识别或污染。建议

进行细胞系鉴定 -- 例如，通过核型分析、同工酶分析或短串

联重复 (STR) 分析。要求作者提供细胞系的鉴定证明 ( 细胞的

STR 鉴定证书 )，并可于 https://www.expasy.org/ 查验细胞是否

被错用，以避免细胞系被交叉污染或错误辨识，使用这些细

胞可能导致研究结果错误、结果不可重复的严重后果。

△ 使用细胞系的稿件在首次投稿时要进行检查。不符合细胞

系研究要求的稿件将被拒绝。发表后发现的细胞系身份、伦

理监督或潜在污染等问题可能会导致更正或撤回。

(2) 对印迹和凝胶图像的要求

·印迹和凝胶的原始图像

√ 作者必须提供原始的、未经裁剪和最小化调整的印迹和凝胶

图像。虽然没有必要在首次提交时提供原始图像，但 NRR 将

在同行评审过程中或在接受稿件之前要求这些文件。

√ 在准备和提交印迹 / 凝胶数据文件时，请遵循以下说明。

- 请创建一个单一的 PDF 文件，其中包含稿件主图和补充图

中包含的所有原始印迹和凝胶图像。建议使用图像软件 ( 如
Photoshop) 对原始图像进行编辑，然后导出 / 保存为 LZW 压缩

的 tiff 文件。也可以将多个注释的 jpeg/tiff 图像文件编译成一个

PDF。不建议在 Powerpoint中编辑图像，因为可能会丢失分辨率。

- 该文件应命名为“S1_raw_images”，并作为支持信息文件

上传或存放在一个合适的公开数据存储库 (publicly-available 
data repository)。
- 作者应标记每个原始印迹或凝胶图像，以清楚地注释加载顺

序，实验样品的身份，用于获取图像的方法，并标明正文中

所用图来源的原始图像。分子量应标示在原始图像上，任何

不显示在最终稿件图片中的条带应用“X”标示于原始印迹 /
凝胶图像上。

·报告印迹和凝胶结果

√ 在准备报告印迹 ( 包括但不限于 Western 印迹 ) 和电泳凝胶

结果的图片时，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 不得以任何方式调整图像，以免影响显示的科学信息。背景

和对比度不应该加以修改以明显改变数据可见度、背景或非

特异性带。

- 图中的图像不应围绕感兴趣的条带过度裁剪。图片应包括一

些背景区域上方和下方的条带。原始图像中的任何非特定的

条带应显示于图中，并在文内或图注中加以解释。

- 当对条带进行比较分析时，所有相关的样品应在同一凝胶跑胶。

- 每张图应包括所有相关的对照，且当相关对照样品应在同一

凝胶跑胶。

-每张图不应包括源于不同印迹、曝光或凝胶条带的复合图像。

如果需要以多个印迹或凝胶图像的数据来说明结果，不同的

图像不应该被拼接在一起，它们应作为图内的分图，并在图

注中加以说明其代表不同的凝胶、印迹或曝光。

(3) 对抗体信息的说明

·使用抗体进行实验的文章应包括以下信息；

√ 抗体的名称，单克隆还是多克隆，以及动物种属；

√ 产生厂家或来源实验室；

√ 目录或克隆号，如果可能，还应包括批号；

√ 抗体的最终浓度或稀释度；

√ 抗体的孵育温度和时间；

√ 对于已建立的抗体，应注明其研究资源标识符 (RRID)，可于

https://scicrunch.org/resources 中查询。

- 抗体、转基因生物体、质粒、细胞系、软件及数据库 (Antibodies, 
Model Organisms, Cell Lines, Plasmids, and other Tools (software, 
databases, services)) 的 RRIDs 均可在 https://scicrunch.org/resources
中查询到，并注明于文章中。

例如：

-Antibodies: "Sections were stained with a rabbit polyclonal 
antibody against ERK1 (Abgent Cat# AP7251E, RRID: AB_2140114)."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re 
Fgf9Eks/Fgf9+ mice (RRID: MGI_3840442)..."
-Cell lines: "HEK293T cells used were from ATCC (ATTC Cat# CRL-
3216, RRID: CVCL_0063)..."
-Tool: "ImageJ (ImageJ, RRID: SCR_003070) was used for..."

(4) 对基因命名 (Gene nomenclature) 的说明

·作者应尽可能使用已批准的基因命名法。 提出新基因命名

的作者应联系 HUGO Gen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https://
www.genenames.org/contact/request/)。
·对于人类基因，请使用 HUGO 基因命名委员会 (HGNC) 认可的

符号。可以查询 HGNC 命名法 (https://www.genenames.org/)。
·下面列出的所有物种都有基因命名委员会。请在以下链接

中搜索基因符号，以使用其已批准的术语：小鼠 (http://www.
informatics.jax.org/)，大鼠 (https://rgd.mcw.edu/)
·其他哺乳动物基因符号和名称 ( 通常指所有脊椎动物 ) 遵
循与人类基因相同命名原则，见 https://www.genenames.org/
useful/links/。
·基因的符号应为斜体 (IGF1)，而蛋白质的符号应为斜体 (IGF1)。
完整写出的基因名称不斜体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作者

应检查其论文中的每个基因 / 蛋白质名称和符号。

·NRR 允许在摘要和标题中使用基因符号。不需要在缩写列

表中定义基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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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稿件中图片、表的规范要求

学术论文中图片和表格可以传达文字无法传达的信

息，因此图片和表格在文章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被认为

是反映文章品质的核心指标之一。为了更准确的展示每篇

文章的学术信息，对文章图表的规范是文章修改过程中，

甚至投稿前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如何使得论文中的图片和

表格更具有专业性？基于一致性、平衡性和清晰性原则，

NRR在此对图片、表格以及图式摘要提出相关的规范要求。

1   图片的规范要求

1.1   总体要求

(1) 图片应当精准地呈现科学研究的结果。如果对图

像有修正 ( 如改变亮度等 )，应在图片标题中进行说明。

(2) 每个图形需作为独立文件以电子的方式提交，数

字编号应按照在文本中引用的顺序排列。

(3) 图形导出格式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①格式一般应为 .eps，.pdf，.jpg，.png 和 photoshop

的 *.psd；

②图形文件必须是可编辑、可移动、可修改的；

③不同类型图形的具体要求：

·矢量插图：.pdf，.eps，.ai；

·光栅图和图：.tiff，最低 300 dpi；

·用于拍摄或显微图像的矢量和光栅组合：.pdf，.

eps；

·显微图像：.tiff；

·也可提供没有格式影响且完全可编辑的 .ppt 文件，

但一般不建议。

(4) 图的分辨率要求：

①彩色图：在打印出的尺寸上应具有分辨率≥ 300 

dpi，输出模式为 CMYK，而不是 RGB；且颜色作为分辨标

志时必须有显著不同；

②线条图：在打印出的尺寸上应具有分辨率≥ 1 200 

dpi；

③灰度图：在打印出的尺寸上应具有分辨率≥ 600 

dpi。
(5) 图片的形式与布局

①单个细胞图：建议宽度为 2.5 cm；

②细胞组合图：宽度为 9 cm ( 单栏 ) 或 18 cm ( 双栏 )，

图与图的间距应为 1 mm；

③合成图 ( 条形图 + 细胞图 + 电泳图 )：不建议设置

背景色，图像宽度为 9 cm ( 单栏 ) 或 18 cm ( 双栏 )；

④折线图：不设置背景色，简单的折线图可以减小到

较小的宽度，符号和文字应足够大，以便在缩小后清晰可

见 [ 缩小后的高度大约为 7 pt (2 mm)，不少于 5 pt]，每个

数据点的直径至少为 1 mm；

⑤条形图：不设置背景色，文稿所有条形图理论上

条柱的宽度应该保持一致，尺寸为 0.5 - 0.8 cm ( 宽 ) × 3.0/ 

4.0 cm ( 高 )，如过高则需提供可拆分图像 ；

·条形图中 Error bar 的宽度应一致；

·坐标轴上的刻度尺宽度和长度一致；

·坐标轴的宽度、颜色也应一致；

·避免使用彩虹色模式，网格线和灰度形式不应混用；

·灰度图网格顺序为：                                          ；

·坐标轴宽度、刻度的宽度为：0.5 pt。

⑥ Western blot 胶图：泳道应对齐，同时需要作者提

供原始整张胶的图像，以便编辑部核对图像的真实性；

⑦观点及影像图片栏目的图片：由于观点及影像图片

栏目正文设置为三栏，所以图片宽度可为 6 cm ( 单栏 )、 

12 cm ( 双栏 ) 或 18 cm ( 三栏 )。
(6) 线条及文字

①线条：图片中线条需为 0.5-1 pt，同一篇文章中所

有图片上的线条粗细应保持一致，曲线图的线宽至少为

0.18  mm；

②文字：图片文字的字体应为“Arial”或“Times New 

Roman”，但全文图片内只能使用一种字体。

·字号可为 7 pt，可根据布局可最小至 5 pt，需清晰

且易理解，同时文字不应占用太多空间；

·图标文字首字母大写，不建议加粗；

·同一篇文章中所有图片上的字母大小写、字体、字

号等元素都应保持一致；数字不使用千分撇或千分空。

1.2   细节要求

(1) 图题：每张图片都应有完整的描述性图题、图片

解释。图例说明应具有自明性，应提供足够的细节以便在

不参考正文的情况下作者能够理解。

(2) 标记：重点区域应使用箭头或其他标记清晰标注，

并在图注中标注其含义。显微照片的放大部分应使用方框

标记。箭头样式应统一，建议使用      和     ，同时颜色应与

背景颜色有明显的区别。

(3) 标尺：所有显微照片应包含放大比例尺，建议将

比例尺放在一张显微照片或最后一幅图 ( 对于多个图像组

合来说 ) 的右下角。

①比例尺线条应均为 1 pt，比例尺右端距图片底部

2 mm，据图片右边缘 2 mm；

②比例尺上面应标注标尺对应长度，如 200 μm 等。

数字与单位间应间隔 1 个空格；

③如确实不能提供比例尺，可在图注使用原始放大倍

数替代；

④应注意的是，全文只能统一使用比例尺或原始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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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数，不能混合使用。

(4) 编号顺序及位置：如果一个图片由多幅图组成，

图片的编号一般应是从左至右，从上至下。

①用于标注分图的标识 A，B，C… 应置于图片区域

外的左上位置 ( 如有进一步亚图区分可使用 A1，A2，
A3，…)；

②序号应保持水平及垂直对齐。

(5) 缩略语：图中所有缩略语符号的含义应解释于图

注中。

(6) 正文引用：图片在文中连续引用，并以此顺序标

注序号。

(7) 单位：图中单位应为 SI 单位，数据和单位之间应

间隔一个空格。

(8) 差异性：

①柱状图或线条图中数据间差异性应使用 *，**，
***，#，##，###，†，††，†††，§，§§，§§§，‡，‡‡，‡‡‡

等标识标注。

②在一篇文章中对同一组的比较应使用一种标记，如

与对照组的比较，均使用 *，**，***；与模型组的比较均

使用 #，##，### 等；

③应在图注中描述对应的样本量以及使用的统计学方

法，并明确实验重复次数等。

2   表格的规范要求

2.1   表格应为三横线表；

2.2   表格应有表题 ( 和表注 )。应提供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

息，使读者不查阅正文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2.3   表内所有缩略语的符号的含义应解释于表注中；

2.4   表注中应注明样本量以及对应使用的统计学方法，并

明确实验重复次数；

2.5   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应保持一致；

2.6   表中内容应与正文中对应内容一致；

2.7   表格在文中应连续引用，并以此顺序标注序号；

2.8   表格中单位应为 SI 单位；

2.9   表格中数据间差异性应使用 *，**，***；#，##，###；†，
††，†††；§，§§，§§§；‡，‡‡，‡‡‡ 等标识标注；在一篇

文章 对同一组的比较应使用一种标记，如与对照组的比较，

均使用 *，**，***；与模型组的比较均使用 #，##，### 等。

3   图式摘要的规范

3.1   图式摘要应以简洁的图形总结文章的主旨，应形象生

动并与文字部分相互呼应，旨在引起读者对文章的关注。

图式摘要会同时与文字摘要同时刊出；

3.2   图式摘要中的文字应精炼；

3.3   鼓励作者使用彩色的图式摘要，但是尽量不要用太多

不同的颜色，也不要使用过于鲜艳的颜色；

3.4   建议所有图式摘要均以白色背景提交，且图像应尽可

能填充背景；

3.5   图式摘要的一般技术要求：

(1) 图片宽度不超过 12 cm，分辨率为 300 dpi，文字

字体应为“Arial”或“Times New Roman”，字体应与正文

图片字体一致，字号应为 5-7 pt，线条 0.5-1 pt，格式为 .tiff，.

eps，.pdf；
(2) 应提供简单的题目，且题目不应与文章题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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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文字表达、名词术语、数字、符号、计

量单位的规范

文稿撰写应遵照国家标准GB/T 7713-87科学技术报告、

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6447-86文摘编写规则，

GB/T 7714-201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3179-92 科学

技术期刊编排格式，GB3100-3102-1993 量的单位应用要求，

同时遵照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

一要求 ( 第 5 版 )》(《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1   名词术语   

1.1   医学名词   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

理学名词》《生物化学名词与生物物理学名词》《化学名

词》《植物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

及《医学名词》系列为准。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名词汇》为准，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采用批准的药名；创新性新药，

请参照国家药典委员会的“命名原则”。英文药物名称则

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不用商品名。

1.2   缩略语

△文题中不应使用缩略语。

△各级标题 ( 尤其是综述 ) 尽量不使用缩略语。

△若缩略语在正文出现小于 3 次，则应使用全称。

△除缩略语较长或出现次数较多情况外，正文中缩略

语使用要有所限制。

△有些缩略语直接使用，如：CT，MRI，DNA，RNA，
IgG，ATP。

2   数字用法   

△“10”以下的数字应用英文形式表达，除非数字后

有单位 (8 mmol/L, 6 years old) 或和其他数字列在一起，即

一系列的数字 (15 mice， 9 rats， 13 rabbits)。
△出现在句首的数字应写为 Sixteen cases．．．或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而不能写为 16 cases, 100 patients 等。

△尽量不用数字开头。

△万位以上的数字，千进位由逗号隔开，如 1584，
235.2564，而小数点后的数字，则不需用逗号隔开。

△时间点用数字表示。

3   计量单位   

应使用国际标准 (SI) 单位，常用量及单位用法见表 1。

4   符号

4.1   斜体

△种属名，基因，基因座和等位基因，细菌、病毒、

动植物的拉丁学名统计学符号 ( 如 P，r)；量符号 ( 如 t，
T，n)；拉丁词 ( 如 a priori，ad libitum，de novo，in situ，
in utero，in vitro and in vivo) 等使用斜体。

△“e.g.”，“et al.”，“i.e.”，和“etc.”不需要斜体。

△ 95%CI，OR，HR 不需要斜体。

△限制性内切酶 ( 如 EcoRI，BamHI) 的前 3 个字符不

需要斜体。

表 1   常用量及单位用法 (COMMON USAGE OF QUANTITIES AND UNITS)

序号 非标准 标准 使用情况 序号 非标准 标准 使用情况

1 4 days 4 d 在图表中 22 umol mmol
2 4 days Four days 在句首 23 KM km 千米 (Kilometer)
3 Four d Four days 在句首 24 CM cm 厘米 (Centimeter)
4 10 seconds 10 s 在图表中 25 MM mm 毫米 (Millimeter)
5 4 hours，4hs，

4 hrs
4 h 在图表中 26 Kg，KG kg 千克 (Kilogram)

6 10 year 10 years 在正文文字叙述中 27 Gm，gr g 克 (Gram)
7 Ten yr Ten years 在句首 28 nt N 牛顿 (Newton)
8 0，1，2 years 0，1，2 yr 在图表中 29 l L 升 (Liter)
9 0，1，2 year 0，1，2 yr 在图表中 30 db dB 分贝 (Decibel)
10 10 minutes 10 min 在图表中 31 bq Bq 贝可 ( 勒尔 )(becquerel)
11 Ten min Ten minutes 在句首 32 amp A 安培 (ampere)
12 500 mL/L 50% (v/v) 33 coul C 库仑 (coulomb)
13 500 g/L 50% (w/v) 34 HZ Hz
14 1 mol/L 1 M 35 w W 瓦特 (watt)
15 25 g.kg-1/d-1 25 g/kg/d or 25 g/kg 

per day
36 KPa kPa 千帕 ( 斯卡 )(Kilo-pascal)

16 16900 16,900 37 p Pa 帕 (Pascal)
17 1 pg·L-1 1 pg/L 38 Jonle J 焦 ( 耳 )(Joule)
18 10 kilograms 10 kg 39 J/mmol kJ/mol 千焦 ( 耳 )/ 摩尔 (Kilojoule per mole)
19 rpm × g 高转速状态下，g 应斜体，

并进行换算

40 10×10×10 cm3 10 cm × 10 cm × 10 cm

20 ×g r/min 低转速状态下 41 EcoRI EcoRI Eco in italic，and RI in positive.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has its 
prescript form of writing.

21 Gene bank GenBank 42 Ecoli，Hp E.coli H pylori 细菌、病毒、动植物的拉丁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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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参考文献著录模式的规范

△采用 NRR 文献格式。

△文献在正文的引用形式：

“The procedure used has been described elsewhere (Green, 

1978),” or “Our observation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Brown and Black (1979) and of White et al. (1980),” or with 

multiple reference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Earlier reports (Brown 

and Black, 1979, 1981; White et al., 1980; Smith, 1982, 1984).... ”

△应用 EndNote 软件对文献进行管理：

△杂志：

杂志名缩写应遵循 the Index Medicus。文后文献按第一作

者姓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序。若第一作者相同，则按第二作

者姓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序。若有 2 条以上文献作者相同，

则按出版年依次排序。文献作者在 20 个以内时，全部列出，

否则列出前 20 个，加“et al”：

例如：

Hamill OP, Marty A, Neher E, Sakmann B, Sigworth F (1981) 

Improved patch-clamp techniques for high-resolution current 

recordings from cells and cell free membrane patches. Pflugers 

Arch 391:85-100.

Hodgkin AL, Huxley AF (1952a) The components of membrane 

conductance in the giant axon of Loligo. J Physiol (Lond) 

116:473-496.

Hodgkin AL, Huxley AF (1952b) The dual effect of membrane 

potential on sodium conductance in the giant axon of Loligo. J 

Physiol (Lond) 116:497-506.

△提前在线发表的期刊文章：

Furuya R, Takahashi R, Furuya S et al. Is urethritis accompanied 

by seminal vesiculitis? Int J Urol 2009. doi: 10.1111/j.1442-

2042.2009.02314.x

△书籍：

Hille B (1984) Ionic channels of excitable membranes. 

Sunderland, MA: Sinauer.

△书籍章节：

Stent GS (1981)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genetic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rvous system. In: 

Studies in 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Viktor Hamburger (Cowan WM, ed), pp288-321. New York: 

Oxfor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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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作者相关附件

附件 4.1：版权协议 ( 中文 / 英文 )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作者与期刊的协议

文题： 

稿号： 

甲方 ( 作者 )： 

乙方：《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编辑部

协议发出时间：0000-00-00    协议返回时间：0000-00-00

1．《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编辑部就文章版权转让事宜的协议

甲、乙双方就文章版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1    甲方是文章惟一的作者或责任 / 通讯、第一作者 ( 文章所有作者授权的代表权力人 )。
1.2    甲方保证该文章为其原创作品并且不涉及泄密问题。若发生侵权或泄密问题，一切责任由甲方承担。

1.3    甲方自愿将其拥有的该文章的全部或部分文字及章节全球范围内的以下专有使用权转让给乙方：

(1) 汇编权；

(2) 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出版及其复制权；

(3) 翻译权；

(4) 网络传播权；

(5) 发行权；

(6) 文献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权。将从同生效之日起到乙方正式出版该文章后第 10 年的 12 月 31 日。如不同意   

   此项可做特殊说明。

1.4   当甲方同意该文章在乙方编辑出版的《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 不论以何种形式 ) 发表，乙方将向甲方收取

开放获取文章的相关服务项目费用。

1.5    该文章在乙方编辑出版的《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 不论以何种形式 ) 发表后，乙方将赠送甲方样刊两本。

1.6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同本合同第 1 条 1.3 规定的该文

章版权转让期限。

1.7    其他未及事宜，若发生问题，双方将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的法律

法规处理。

2．《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社编辑部文章发表相关问题与作者的协议

甲方撰写的文章 ( 文题如上 ) 在《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发表，并对下述内容负责：

文章为原创作品，内容真实，文责自负；数据准确，文章内容不涉及泄密，已由单位审核；无一稿两投，无抄袭，

无内容剽窃，无作者署名争议，无与他人课题以及专利技术的争执；同意编辑部做文字性修改；同意修改后稿件

内容所通知刊用的版面。

乙方收取的费用为该稿件开放获取的相关服务项目费用。乙方出版前杂志发行部会用 E-mail 与作者核对地址以便

于邮寄杂志，收到作者准确地址回复 2 天内乙方按作者地址和准确手机号以特快专递方式赠送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各 1 本杂志。出版后 6 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稿酬，包括基本稿酬和网络发布传播报酬。

3．本刊作者在稿件投稿时，应对下述要约做出承诺

(1) 论文是作者独立取得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未曾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

(2) 所投稿件没有一稿二 ( 多 ) 投；

(3) 未将一篇论文稍作修改多次投稿或分成多篇论文进行多次发表；

(4) 没有抄袭、剽窃行为，明确说明使用过或引用过他人的工作等；

(5) 论文作者单位和作者署名排序无争议；

(6) 不涉及保密和拟申请专利内容；

(7) 除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不侵犯任何版权或损害第三方的任何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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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刊需说明的问题

(1) 本刊在终修稿件过程中，可能对文题或稿件内容做文字性修改，如对文题或原稿内容的修改已超出原作的范畴， 

   编辑需与作者做书面或电话沟通协商，所以请作者留下保证通联的方式，以便及时联系，当不涉及著作权问题 

   仅做个别文字性调整时，不再与作者沟通。

(2) 本刊要求以医学主题词表做主题词标引或关键词标引，作者修稿时未能按此要求做，本刊终修时将予以重新标

   引，不再通知作者。

 
5．发稿文体、版面及图、表的核定

(1)  在本刊发表的稿件，经外审和编辑学修改后文章排版应为     版，请作者校对。

(2)  稿件体例为研究与报告 (   )，循证医学 (   )，综述 (   )，影像图片 (   )。
(3)  文章语言为英文，请您认真校对稿件大样的单词、图片，尤其是作者姓名、排序、单位的准确性。

6．甲方全体作者签字：

Contributors’ form (to be modified as applicable and one singed copy attached with the manuscript)
Manuscript Tit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nuscript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we certify that I/we have participated sufficiently 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conception and design of this work or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ta (when applicable), as well as the writing of the manuscript, to take public responsibility for it and have agreed 
to have my/our name listed as a contributor. I/we believe the manuscript represents valid work. Neither this manuscript nor one with 
substantially similar content under my/our authorship has been published or is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except as 
described in the covering letter. I/we certify that all the data collected during the study is presented in this manuscript and no data from 
the study has been or will be published separately. I/we attest that, if requested by the editors, I/we will provide the data/information or 
will cooperate fully in obtaining and providing the data/information on which the manuscript is based, for examination by the editors or 
their assignees. Financial interests, direct or indirect, that exist or may be perceived to exist for individual contributo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 have been disclosed in the cover letter. Sources of outside support of the project are named in the cover letter. 
     I/We hereby transfer(s), assign(s), or otherwise convey(s) all copyright ownership, including any and all rights incidental thereto, 
exclusively to the Journal, in the event that such work i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The Journal shall own the work, including 1) copyright; 2) 
the right to grant permission to republish the article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 or without fee; 3) the right to produce preprints or reprints 
and translate into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for sale or free distribution; and 4) the right to republish the work in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in any other mechanical or electronic format. 
     We give the rights to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make necessary changes as per the request of the journal, do the rest of the 
correspondence on our behalf and he/she will act as the guarantor for the manuscript on our behalf.
      All persons who have mad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k reported in the manuscript, but who are not contributors, are 
named in the Acknowledgment and have given me/us their written permission to be named. If I/we do not include an Acknowledgment 
that means I/we have not receive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s from non-contributors and no contributor has been omitted.
       *Please check all listed authors meet the authorship criteria and no deserving author(s) have been omitted. Also, for the contributor, 
the authors can have the details listed in the acknowledgement.

        Name           Signature      Date signed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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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作者承诺书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投稿作者的科研诚信承诺书

第一作者： E-mail： 手机：

单位：

职称： 职务： 学位：

通讯作者： E-mail： 手机：

单位：

职称： 职务： 学位：

投稿文题：

作者承诺：

1. 文章撰写为第一 / 通讯作者，非代写公司撰写，如出现问题通讯作者负责 (      )；

2. 文章内容为真实的科研结果，内容详实严谨，出现造假、不实数据，通讯作者负责 (      )；

3 文章内容无一稿多投 (      )；

4. 文章内容无抄袭剽窃他人文章中文字、图片、表格，无思想抄袭的行为 (      )；

5. 文章内容中无涉密 (      )；

6. 文章内容及作者和单位不涉及利益相关问题 (      )；

7. 文章内容符合相关伦理要求 (      )；

8. 文章作者为提供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或者参与人，基金为真实的且与文章相关 (      )；

9. 文章出版前杂志社将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 3 次以上查重 ，每次发现文章中的语言、基金、图、表、

科研数据有抄袭剽窃和不实现象，杂志社均做撤稿处理；如出版后出现上述现象，杂志社亦作撤稿处理。

全体作者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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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作者单位介绍信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作者单位介绍信

第一 / 通讯作者： E-mail： 手机：

单位：

职称： 职务： 学位：

投稿文题：

作者承诺：

1. 文章第一 / 通讯确为作者本人及其团队为第一 / 通讯作者撰写，非代写公司撰写，如出现问题作者

负责 (      )；

2. 文章内容为真实的科研结果，内容详实严谨，出现造假、不实数据第一 / 通讯作者负责 (      )；

3 文章内容无一稿多投 (      )；

4. 文章内容无抄袭剽窃他人文章中文字、图片、表格，无思想抄袭的行为 (      )；

5. 文章内容中无涉密 (      )；

6. 文章内容及作者和单位不涉及利益相关问题 (      )；

7. 文章内容符合相关伦理要求 (      )；

8. 文章作者为提供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或者参与人，基金为真实的且与文章相关 (      )；

9. 文章出版前杂志社将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 3 次以上查重 ，每次发现文章中的语言、基金、图、表、

科研数据有抄袭剽窃和不实现象，杂志社做撤稿处理；如出版后出现上述现象，杂志社亦作撤稿处理。

经审查，我单位员工为文章的第一 (      )/ 通讯 (      ) 作者，所投稿的文章符合科研诚信有关规定，填报

内容属实。

  

                     

                              

授权作者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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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文章基金证明书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作者文章中的基金证明

第一作者： E-mail： 手机：

单位：

职称： 职务： 学位：

通讯作者： E-mail： 手机：

单位：

职称： 职务： 学位：

投稿文题：

文章中的基金证明：

(1) 文章中的基金项目名称、编号、项目负责人或者项目参与人；

(2) 投稿文章中的基金项目应与文章主题范围相符；

基金 1：

基金 2：

(3) 基金项目负责人或者参与人是文章作者之一；

(4) 提供基金项目证明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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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作者及单位变更证明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变更作者及单位的证明

原文作者 ( 全部 )：                                                                             来稿编号：

文题：

变更理由：

1. 作者为本课题组主要成员，参与课题主要的工作 (     )。

2. 作者为本文主要撰写者 (     )。

3. 作者在本课题该部分项目工作中贡献突出 (     )。

4. 其他 (     )。

变更后作者顺序及其单位：

变更后作者介绍：

变更后作者单位：

变更后作者电话：

变更后作者 E-mail：

□  全体作者签字 ( 扫描件或传真件附后 )：( 划 √)

□  单位确认信 ( 扫描件或传真件附后 )：( 划 √)

申请人：

联系电话 :

E-mail:

年    月    日

编委会讨论意见：

年    月    日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变更作者的相关规定：

(1) 一经投稿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不能够变更；

(2) 投稿后不能填加原作者名单之外的人为并列第一作者和并列通讯作者；

(3) 外审通过的稿件全部变更作者，稿件作废；

(4) 凡属发生作者变更，均应有全体作者签字认证，并填写本刊的作者变更理由申请表；

(5) 更改作者后请开单位介绍信，扫描发至专用 E-mail：bwb01@nrr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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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基金变更证明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变更文章中基金项目的申请

全部文章作者： 稿号：

投稿文题：

申请人：  联系电话：  E-mail：

变更文章中基金项目的理由：

                                                                                                          

 

文章中原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1.

2.

3.

4.

变更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1.

2.

3.

4.

能够列为文章支持资金项目的条件：

(1) 项目负责人或能够证明基金项目参与人为文章作者之一 (    )；

(2) 文章所列基金项目主题必须与文章主题范围相符 (    )；

(3) 提供基金证明扫描件 ( 项目名称、编号、项目负责人 )，发至 E-mail：bwb01@nrren.org(    )。

编委会讨论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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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7：患者知情同意书

知情同意书模板使用说明

1. 此知情同意书模版是为研究者撰写知情同意书提供的参

考，使用时请注意涵盖黑体字中的主要方面；

2. 不鼓励照搬此模版中的原文，此模版中的内容并不是所

有的方面都适用于您的研究。请根据自己研究的特点，

以适合您的研究受试者易于理解的方式撰写； 

3. 以下凡斜体字部分均为给研究者的提示语。制定完适合

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后，请删去斜体字内容。括号 (   )

里内容需研究者按实际情况选择填写，覆盖括号内原文、

按具体情况填写完成后，请删去括号。

4. 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患者一份，科里保存一份。( 医

院伦理委员会和上级相关部门会不定期到临床抽查患者

知情同意书的签署情况，或致电患者了解研究医生是否

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知情告知 )

知情同意书

( 此处填写研究题目，与研究方案保持一致 )

您被邀请参加这项研究因为您具备 (此处填写具体条

件 ) 的研究入组条件。您的研究医生或者研究人员会为您

充分解释知情同意书的内容，请仔细阅读本知情同意书后

慎重做出是否参加研究的决定。若您正在参加别的研究，

请告知您的研究医生或者研究人员。

本研究的内容 / 性质、风险及其他重要信息如下：

(主要研究者姓名 ) 将开展这项由 (资助方名字 ) 资助

的研究。

1. 为什么进行这项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背景是 (请简要描述，包括立题依据 )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 (请简要描述，包括主要目的、

次要目的 )

2. 多少人将参与这项研究？

大约 (    ) 人将参与在 (    )[如果是多中心的，请注明研

究机构 /医疗机构的数目 ] 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医疗机构

开展的本项研究，大约 (    ) 人会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参与本研究。

3. 本研究包括哪些内容？

1) 研究设计：双盲、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安慰剂对

照组、治疗对照组、平行对照、交叉对照、使用组织样本、

使用血液样本、使用遗传物质等   

2) 主要入选标准、排除标准：

3) 研究流程：筛选、入组、治疗方案、研究期间的检

查项目、随访计划、标本收集方法及次数等

(请在这部分描述与您研究相关的检查与医疗，但常

规检查、医疗不必赘述。 )

(在描述本项内容时，请详细告知受试者其参加研究

需要做什么，建议考虑列出具体时间表。例如，第一天，

您将接受心电图检查，并抽血 (需要写出具体剂量 )进行

血液检查。第二天，您将接受 2 个小时静脉药物治疗。

以此类推；或者，您也可以根据随访建立一个时间表。例

如，第一次随访，研究人员将给您一定数量的本研究药物，

请每天按时服药一次，直到第二次随访 (请按具体情况修

改 )。
4) 对于随机性研究：您将被随机分配 ( 像抛硬币一样 )

到两组中的任意一组 (具体说明哪两种情况 )。您有 (根据

研究情况计算 ) 的几率使用本研究药物。[对多于两组的试

验，请用“像从帽子里抽签一样”描述随机分配的过程 ]

请注意：如果您的研究使用安慰剂，请对安慰剂进行

定义。例如，“安慰剂是一种外形貌似研究药物，但不具

药效的物质”。 (请根据具体情况修改研究药物 )

5) 研究中禁止使用的药物或程序：

4. 这项研究会持续多久？

在此处描述研究会持续几天 /周 /月。(如果适用 )并

且描述您是否打算收集随访信息，并明确随访的期限。

您可以在任何时间选择退出研究而不会丧失您本应获

得的任何利益。

5. 参加本研究的风险是什么？

请注意：风险部分应该只包括同研究步骤相关的风险。

该知情同意书不应包括常规治疗过程的风险。

请注意：对于那些风险只存在于信息保密性和增加心

理压力方面的“最小风险研究”(例如调查问卷 /民意调查 )，

相关风险也需要列出。例如：“本研究不会带来生理风险。

然而，可能存在信息安全方面的风险。我们会尽全力保护

您提供的信息不被泄露。本研究中我们所问您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让您感到不舒服，你可以拒绝回答此类问题，同时，

研究过程中您随时都可以休息。在研究中任何时刻，您都

可以退出本研究。”

参加本研究可能给您带来的风险如下。

(研究药物 /手术 /操作名称 ) 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如

下，您可能会发生一些、所有或者不发生这些不良反应。

比较常见 ( 发生率 10% 以上 )(在下面列出用药后常见

的不良反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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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少见 (在下面列出用药后少见的不良反应 )

●……

●……

对于那些处于育龄期的受试者 (如果您研究涉及该项，

请列出相关的风险 )

●……

●……

可能存在尚未发现的或未能预知的不良事件，您在研

究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适，无论是否与研究相关，请及时

与您的医生联系。

对女性受试者：

在参与研究期间怀孕会给腹中未出生的孩子带来很大

风险，其中有些风险是当前所无法预测的。因此，本研究

不会招募孕妇作为受试者。如果您正处于育龄期 (包括闭

经后 1 年内 )，将对您进行是否怀孕的检测 (需取静脉血进

行检查 )，测试结果必须是阴性的，您才能继续参加本研究。

如果有性生活，您必须同意在研究过程中以及随后的 (如

果可以的话，请明确时间 )数月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如

果您在研究过程中怀孕了，或者发生无保护性性行为，请

您立刻告知您的研究医生。

对男性受试者：

参与本研究可能会损伤您的精子，而给您在研究期间

孕育的孩子带来伤害。这种伤害目前是无法预测的。如果

有性生活，您必须同意在研究过程中和随后的 ( 如果可以

的话，请明确时间 ) 数月采取医学上认可的避孕措施。请

您告知您的伴侣这种对未出生婴儿的风险。她应当了解到

如果她怀孕了，您需要立刻告知您的研究医生，而她也应

该立刻告知她的医生。

药物相互作用 (如果适合您的研究情况，请在此处描

述相关风险 )

目前已知的与研究药物有相互作用的禁忌药物需要告

知受试者

安全起见，您必须在研究开始前告诉研究医生或者护

士您正在服用的所有处方药、中药制品、非处方药、保健

品等。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服用这些药物之前也请务必告诉

您的研究医生或护士。

6. 参加研究有什么受益？

如果您同意参加本研究，您将有可能获得直接的医疗

受益。(此处描述可能的直接医疗受益，如果没有，改动本

段第一句话以明示无直接获益 )。我们希望从您参与的本研

究中得到的信息在将来能够使与您病情相同的病人获益。(请

注意这仅是模板语言，您可以根据您的研究方案进行修改 )  

7. 可选的其他医疗方案？

如果不参加本研究，您有如下选择方案：(请根据实

际情况补充 )

●……

●……

8. 我的信息会得以保密吗？

请参考以下内容，在此处用适合的语言描述相关内容。

我们会按照法律的要求为您的研究记录保密。我国的

相关法律为隐私、数据和授权访问的安全提供了保障。除

非应相关法律要求，研究记录中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

地址、电话、或者任何可以直接辨别您身份的信息不会被

泄露到 (具体研究单位 ) 之外。对那些传送到 (具体研究单

位 ) 之外的关于您的研究信息，我们会用一个独一无二的

编号代表您 , 编码信息将被妥善存放在 (具体研究单位 )。

在科学会议或者科学杂志上发表本研究获得的研究信息和

数据时，您的身份将不会被公开。但为确保该研究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您的记录有可能被审阅。审阅者包括国

家相关管理部门，(资助方或代表资助方的第三方 CRO)，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伦理委员会。         

                                                                                            

9. 关于研究费用？

(详细阐明试验用药、器械、检查、护理费用和常规

用药、器械、检查、护理费用各由哪方负责。)

(参加本研究不会给受试者增加常规治疗 / 检查 / 操

作之外的额外费用 )

请注意：如果参加本研究给受试者带来潜在的额外花

费 (对这些花费他们也不会得到补偿 )，请务必在此部分阐明。

明确区分付费项目与免费项目

10. 我能得到什么补偿？

为参与本研究所花费的开支 ( 如您的停车费、燃油费

和时间 )，您将得到最多为   (根据研究情况填写 ) 元人民

币的补偿。

请注意：补偿必须按比例分配，以使受试者在退出研

究时也可得到相应部分的补偿。

11. 如果发生研究相关的损伤

如果您因参加研究而导致损伤，(主要研究者所在单

位科室 ) 会立刻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并遵照相应的法律

法规，经医疗相关权威部门鉴定，若与试验相关，(主要研

究者所在单位科室 )将承担治疗的费用及相应的经济补偿。

请联系 (研究者 )，固定电话及手机 (号码 )。

注意：此处的研究者应为有医师执照的本院医务人员，

不能是研究生或进修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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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拒绝参加或者退出研究

您参加试验是自愿的，可以拒绝参加或者在试验的任

何阶段以任何方式退出试验而不会遭到歧视或报复，您的

医疗待遇与权益将不受影响，但应归还所有未用的研究药

品及器械。(模版语句，若不适用，请做相应调整 )

如果您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您的研究医生觉得

继续参加研究不符合您的最佳利益，他 / 她会决定让您退

出研究。如果发生该情况，我们将及时通知您，您的研究

医生也会与您讨论您拥有的其他选择。如果医生认为突然

中断试验会影响您的健康，可能会要求您在停止试验之前

来医院进行一次检查。

受试者中途退出后，需明确今后将不收集与其有关的

新数据。并对何如处理之前收集的研究数据及因不良反应

退出的数据向受试者做出细致说明。

13. 相关咨询

如果您有与本研究相关的任何问题，请联系 (研究者 )，

固定电话及手机 (号码 )。

如果您有与自身权益相关的任何问题，或者您想

反映参与本研究过程中的不满和忧虑，请联系中国医

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伦理委员会办公室，联系电话：          

024-96615-10027。

告知声明

“我已告知该受试者 (对受试者为 10 岁及以上年龄儿

童的研究，改为“受试者和受试者的监护人”)(项目名称 )

的研究背景、目的、步骤、风险及获益情况，给予他 / 她

足够的时间阅读知情同意书、与他人讨论，并解答了其有

关研究的问题；我已告知该受试者当遇到与研究相关的问

题时可随时与 (研究者 ) 联系，遇到与自身权利 / 权益相关

问题时随时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伦理委员会办公

室联系，并提供了准确的联系方式；我已告知该受试者 (对

受试者为未成年人的研究，改为“受试者监护人可以让被

监护人”) 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需任何理由退出本研究；我

已告知该受试者将得到这份知情同意书的副本，上面包含

我和他 / 她的签名。”

 获得知情同意的研究人员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知情同意声明

“我已被告知 (项目名称 ) 的研究的背景、目的、步

骤、风险及获益情况 (对受试者为 10岁及以上年龄儿童的

研究，改为“我和我的孩子”)。我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进

行提问，问题的答复我很满意。我也被告知，当我有问题、

不满、忧虑，或想进一步获得信息时，应当与谁联系。我

已经阅读这份知情同意书，并且同意参加本研究。我知道

我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需任何理由退出本研究 (对于受试

者为 10 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研究，改为“我已经阅读这份知

情同意书，同意我的孩子参加这项研究，我知道在任何时

候、无需任何理由我都可以让我的孩子退出本研究”。对

于受试者为 10 岁以上未成年人，在此基础上改为“我们已

经和孩子讨论过这个研究项目，我的孩子同意参加本研究，

我知道在任何时候、无需任何理由我都可以让我的孩子退

出本研究。”)。我被告知我将得到这份知情同意书的副本，

上面包含我和研究者的签名。”

 受试者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当受试者为未成年人或在受试者不能签字时被允许以下

方式：】

法定代理人与受试者的关系：

法定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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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8：稿件编修过程中相关附件

1   查重记录

1. 1   本刊对进入初审稿件文章的首次查重 :

(1) 要求所投的文章与他人或本人、本单位、本课题

组已发表单篇文章的重复率应 <5%，与多篇文章的文字重

复率应 <15%，非结果抄袭可返修；

(2) 未在期刊公开发表的 2 年内的博士、硕士答辩论

文及会议论文，不属于重复发表；

(3)文章查重后单词重复率不符合要求，但非恶意抄袭，

会返给作者修改降低重复率，作者修改文章后经再次查重

至正常范围，文章方能进入本刊审稿程序；

1.2   稿件第二次查重 :

文章进入责编修稿件前，编辑将手动对比查重每个表

格和图片。

1.3   稿件第三次查重 :

文章进入终审前，编辑再次进行文字、图片、表格查重；

1.4   任何环节发现有图表的抄袭剽窃现象，文章内容有思

想抄袭一律退稿；

(1) 稿件经外审、作者首修后、编辑 2 次查重发现仍

有抄袭现象而退稿时，除一律退稿外并扣版面服务费的

10%；

(2) 文章经作者 2次修改，进入终审前查重发现有文字、

图片和表格的重复发表和抄袭剽窃现象，有文章内容的思

想抄袭，除一律退稿外并扣版面服务费的 30%。

1.5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3 次查重记录表。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首次查重记录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 2 次查重记录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NRR) 杂志 3 次查重记录

2   国际小同行专家邮件内容及外审意见 1 (2 审 )

Dear Prof Franco,

You have been invited to review a manuscript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NRR, www.nrronline.org) is the one and only open-access, 

peer-review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cusing exclusively on 

the exciting field of neural regeneration. NRR is devoted 

to publishing basic research,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n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articles, as well as prospective reviews 

written by invited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neural regeneration. 

NRR publishes a diverse array of topics in neural regeneration, 

including brain, spinal cord, peripheral nerve injuries;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and neuroimaging. Papers 

regarding the treatment of central and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using cell therapy, gene therapy, neural 

regulation technique, tissue engineering, bioengineering, 

medication, and biomaterial/neuroprosthesis applications 

are of great interest. Papers should clearly describe neuronal 

changes after injury; state how to alleviate neuronal injury and 

evaluate the injury; explain th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of 

protecting injured neurons; and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neuronal injury, prognosis and neural regeneration 

at th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level.

I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would review a paper entitled 

"Influence) o hypoxia atress" for this journal. 

This is the abstract:

Purpose: 

If you would like to review this paper, please click this link: 

******** *

If you do not wish to review this paper, please click this link: 

******** *

If the above links do not work, please go to http://nrr.edmgr.com/. 

NRR 杂志对文章重复率的评价：

1. 单篇文章重复率 5% 以下，多篇文章重复率 15% 以下，非结果抄袭可返修；

2.重复他人图、表，有抄袭剽窃之嫌的文章，有文章内容的思想抄袭，一律退稿。

英文专业查重结果：

NRR 杂志对文章重复率的评价：

1. 单篇文章重复率 5% 以上，多篇文章重复率 15% 以上，非结果抄袭可返修；

2.重复他人图、表，有抄袭剽窃之嫌的文章，有文章内容的思想抄袭，一律退稿。

英文专业查重结果：

NRR 杂志对文章重复率的评价：

1. 单篇文章重复率 5% 以上，多篇文章重复率 15% 以上，非结果抄袭可返修；

2.重复他人图、表，有抄袭剽窃之嫌的文章，有文章内容的思想抄袭，一律退稿。

英文专业查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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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User Name is ******** and your password: ********.

The manuscript reference is NRR-D-17-00523.

If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receiving your review by 

10-11-2017 (IF JOURNAL IS IN 'INVITATION MODE'). If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receiving your review in 14 days 

(IF JOURNAL IS IN 'AGREED MODE'). You may submit your 

comments online at the above URL. There you will find spaces 

for confidential comments to the editor, comments for the 

author and a report form to be completed.

We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effort in taking precious time to 

review for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For any further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szb@nrren.org 

With kind regards

Megan Zhao

Managing Editor

*If clicking the link above does not open an Editorial Manager 

window, your email program may have inserted some spaces 

and/or line markers into the link. Please open a browser 

window manually and copy and paste the entire link from the 

email into the url address box. The link starts with the letters 

"http" and ends with the letters "rev=X" (where X represents a 

number such as 0,1,2, etc.) Note that the end of the link may 

be shown on a different line in this email, and may be shown 

in a different color than the beginning of the link .The entire 

link must be copied and pasted into the browser in order for 

the correct Editorial Manager window to be displayed. After 

copying the link into the url address box, you must also remove 

any spaces and line markers (e.g. > or >>) by using the delete 

or backspace keys on your keyboard.

Peer Reviewer Form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eeks to publish leading new 

international science across the broad range of the field. As 

such, papers that are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must present 

science that is of broad interest and with the prospect of 

making new, and potentially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neuroregeneration. We therefore rely upon the expertise, 

integrity and quick response of the reviewers to maintain 

the high standards of the journal and thank you greatly for 

undertaking this review.

Please detail why this paper should be accepted, modified or 

rejected. Please outline factors in addition to those detailed on 

the peer reviewer’s form, indicating any that you may wish to 

remain confidential to the editor.

Manuscript Title:

Reviewer:

Title: 

Department:

Institution:

Address/Post Code:

Email:

Mobile:

Your areas of interest:□

Development, Plasticity and Regeneration:□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 Regenerati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generation:□

Stem cells and Cell-Based Regeneration:□

Neural Degeneration and Regeneration:□

Gene Therapy and Neural Regeneration:□            

Tissue Engineering and Neural Regeneration:□ 

Emerging Technology in Neural Regeneration:□

Chinese Medicine and Neural Regeneration:□

Translational Neural Regeneration:□

Please detail any specific comments where appropriate. Send it 

back to gjb09@nrren.org.

1. Do you consider this paper is hotspots or important areas in 

the research field related to neural regeneration? 

2. Which area do you think this paper falls into? Neurorepair, 

neuroprotection, neuroregeneration or neuroplasticity. 

3. Is the manuscript technically sound, and do the data support 

the conclusions? 

4. Ha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been performed appropriately 

and rigorously? 

5. Is the manuscript presented in an intelligible fashion and 

written in standard English? 

6. Your peer review comments may be published as an open 

peer review report. Do you agree to have your name included 

with the published article? (The goal of the pilot is simple: 

make the peer-review process more transparent and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reviewers receive for their work.) 

Custom Review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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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a financial or other conflict of interest between your 

work and that of the authors?

YES __ NO __

Please give a frank account of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article:

Manuscript Rating Question(s): Scale Rating

The subject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i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1-3]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was new. [1-5]

The conclusions were supported by the data. [1-10]

Comments to Editor:

3  学术编辑、编辑部主任、编委会审批意见 (3 审 )

作 者 稿号 下稿日期 本文编辑 送终审日期

来稿查重             % 润色前查重

    
% 图 抄 袭 表 抄 袭

来稿基金项目 有：            无： 编辑修稿时再次与作者复核实基金 有：              无： 

核参考文献        条，国际        条，国内      条，本刊      条，2015 年前      条，2016+2017 年      条

修稿过程中稿件作者、单位有变更转编委办

1、回复外审专家意见：

序号 外审专家意见 作者详细说明修改意见 作者未修改专家意见说明

(1)

(2)

(3)

(4)

(5)

(6)

Please tick one:

• Accept    □       

• Minor Revision         □

• Major Revision   □

• Reject    □

Signature of Reviewer: 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

Recommendation

Comments to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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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复编辑所提稿件修改外审专家意见：

序号 编辑所提稿件修改意见 作者详细说明修改意见 作者未修改编辑意见说明

(1)

(2)

3、编辑对修后稿件整体水平的评价： 

是否研究热点 (    )  是否具有创新 (    )  

是否本刊范畴 (    )

稿件是否完整 (    )  写作是否规范 (    )  

图表是否清晰 (    )

是否涉嫌抄袭 (    )

文献引用情况 ( 近 3 年内论文比例 60%)  (    )        

作者以往发文情况和被引用情况 (GOOGLE H INDEX，CNKI)(    )

作者未落实外审专家意见是否可影响文章发表：是 (    ) 否 (    )

作者未落实编辑规范化意见是否可影响文章发表：是 (    ) 否 (    )

4、编辑对稿件质量评价：40 分以上不能送审

稿件内容 1-5 分 稿件写作 1-5 分

选题是否热点 条理是否清晰

内容是否创新 写作是否完整

设计是否科学 语言是否通顺

数据是否充分 图表是否规范

结果是否正确 引文是否恰当

讨论是否严谨 总计分

(1) 有 1 位专家提出退稿意见，但意见内容非文章创新性、科学性、也非文章有剽窃抄袭疑似等影响文章出版的原则性问题时，经编辑部 3 人独立盲法评价作者稿

件修回质量，文章符合采用标准 (    )；

(2) 作者已按外审专家意见一对一返修稿件 (    )；

(3) 作者已按编辑所提编辑学意见一对一返修稿件 (    )；

(4) 编辑认为作者修回稿件符合本刊稿件发表标准 (    )。

编辑存档文件：1. 作者落实编辑意见修回稿；2. 作者校对稿件；3. 作者校对清单；4. 编辑校对清单；5. 作者单位介绍信； 6. 作者科研诚信承诺书；7. 基金证明；8. 润

色稿件存楼；9. 润色评存档；10. 伦理审批件；11. 知情同意书。

5、编辑对稿件修稿过程中具体问题落实的评价：

6、独立盲法评价作者稿件修回质量的意见：

7、独立盲法评价作者稿件修回质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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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辑部主任修稿意见

稿号 作者姓名 编辑部主任

稿件内容审查

文章主题 1. 适合本刊发表的一般文章 (    )           2. 适合本刊发表的热点问题 (    )

 存在的问题：

文章题目 1. 与内容相符 (    )    2. 太长 (    )     3. 太大 (    )      4. 不明确 (    )      5. 文题不符 (    )

存在的问题：

摘要 1. 不够精炼 (    )      2. 未概括内容 (    )       3. 需重写 (    )

科学问题的提出 1. 准确清楚 (    )      2. 不准确不清楚 (    )

文献的引用 1. 没有引用重要和最新文献 (    )     2. 文献引用不全 (    )       3. 文献罗列过多 (    )

实验设计 1. 有创造性 (    )     2. 合理 (    )    3. 不够合理 (    )     4. 有错误 (    )

技术与方法 1. 有创新 (    )       2. 有改进 (    )  3. 常规方法 (    )     4. 不具体 (    )      5. 有缺陷 (    )

存在的问题：

实验结果 1. 有新成果 (    )   2. 有新见解 (    )   3. 资料性工作 (    )   4. 问题较多 (    )

存在的问题：

数据处理 1. 处理可靠 (    )   2. 计算有误 (    )   3. 方法不当 (    )   4. 需统计分析 (    )

图的方面 1. 图重复 (    )       2. 图删去或合并 (    )      3. 图需重新绘制 (    )      4. 图与文不符 (    )

表的方面 1. 表重复 (    )       2. 表删去或合并 (    )      3. 表需重新绘制 (    )      4. 表与文不符 (    )

讨论部分 1. 论点明确 (    )   2. 与结果重复 (    )          3. 离题过远 (    )               4. 重点不突出 (    )

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排列 1. 不符合本刊要求 (    )      2. 有未发表和内部资料 (    )      3. 错误较多 (    )

文章结论 1. 合适可靠 (    )         2. 不被数据支持 (    )

稿件评价

政治方面 1. 有政治性错误 (    )     2. 泄露国家机密 (    )     3. 国家民族地图写作不准确 (    )  

学术方面 1. 有新见解 (    )         2. 重复他人工作 (    )      3. 内容一般 (    )       4 质量差 (    )

文字表达方面 1. 逻辑上有问题 (    )     2. 文句需修改 (    )       3. 中式英语 (    )

总的评价 A 优秀 (    )     B 较好 (    )     C 一般 (    )     D 差 (    )

修稿程度 1. 重大修改 (    )    2. 少许修改 (    )  

发表形式 1. 研究论文 (    )   2. 综述 (    )   3 临床试验 (    )   4. 影像图片 (    )   5. 循证医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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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章润色质量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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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版前期刊质量审核单

NRR杂志每期出版前期刊质量审核单(2021年？月？期)

项目 责任人 签字

一、期刊出版形式 中英文部主任、制作编辑

1.期刊名称   

(1)未在封一明显位置刊登期刊名称，计6个差错；   

(2)刊登的期刊名称不是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名称，计6个差错；   

(3)封一刊登的期刊名称未大于并明显于其他标识性文字，计6个差错；   

(4)外文期刊未刊登中文刊名或外文刊名与中文刊名明显不一致，计2个差错；   

(5)期刊名称在封一(含书脊)、版权页、封四等处未保持一致，计2个差错。   

2.主要责任单位   

(1)未刊登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计2个差错；   

(2)未刊登出版单位地址及联系方式，计1个差错(应有邮编)；   

(3)刊登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出版单位不是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单位，计6个差错。   

3.出版物条码：制作形式不符合要求，条码信息与期刊名称、CN、ISSN刊期及出版年份、月份不一致，计1

个差错。

  

4.印刷、发行信息：未刊登印刷单位、发行信息，计1个差错。   

5.总编(主编)姓名：未刊登总编(主编)姓名，计1个差错。   

6.出版标识出版形式差错计算方法：未按批准的刊期出版, 封一和版权页等处的年、月、期号标识有省略,每处

计1个差错，一期最多计2个差错。

  

二、期刊编校差错 中英文部主任

中英文编辑

1.重要信息差错：封一(含书脊)上的文字差错，按正文同样的错误计错标准的双倍计数。   

2.文字差错：一期期刊中，同一文字差错重复出现，最多计3次差错

(1)事实性、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错误(每处计1个差错)；   

(2)错字、别字、多字、漏字为1个字的，每处计1个差错；2-5个字的，每处计2个差错；5个字以上的，每处

计4个差错；

  

(3)外文和国际音标以1个单词为单位，无论其中有几处差错，计1个差错；   

(4)字母大小写和正斜体、不同文种字母混用(比如希腊字母κ误用为k，英文字母; 把英文字母o 错为阿拉伯数

字0)，每处计1个差错；

  

(5)未使用国际标准单位，每处计0.5个差错；   

(6)专有名词译法不符合相关规范 (如中医的“气”，用拼音“Qi”或 “qi”，不用“chi”)，每处计0.5个差错；   

(7)涉港、澳、台用语不符合相关规定，每处计1个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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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差错   

(1)外文重合词、外文单词未按音节转行，漏排连接号，每处计0.1个差错；   

(2)数字符号、科学符号等符号差错，每处计0.5个差错；   

(3)图序、表序、公式序、参考文献序等标注差错，每处计0.1个差错；   

(4)使用网络用语、缩略语、口语不符合相关规定，每处计0.5个差错。

4.格式差错   

(1)不符合版式要求的另版、另段、另行、接排、空行、空格及需要空行、空格而未空等，每处计0.1个差错；   

(2)字体错、字号错或字体字号同时错，每处计0.1个差错；同一面内的同一差错不重复计算，一期最多计1个

差错；

  

(3)图、表的位置错，每处计0.5个差错；图、表的内容与说明文字不符，每处计1个差错；   

(4)同一篇文章中的几个同级标题的位置、转行格式、字体字号不统一，计0.1个差错； 需要空格而未空格，

每处计0.1个差错；

  

(5)阿拉伯字数、外文缩写词拆开转行，外文单词未按音节转行，每处计0.1个差错；   

 (6)页眉单双页位置互错，每处计0.1个差错，一期最多计1个差错；

(7)目次页中文章标题、页码、作者信息等与正文不一致，每处计1个差错；同类差错重复出现，一期最多计

3个差错；

  

(8)参考文献著录项中的格式错误，每处计0.1个差错，一期最多计1个差错。   

5.其他编校差错计算方法   

(1)学术论文编写不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每处计0.5个差错，一期最多计2个差错；   

(2)除图表、公式、符号需特殊处理等情况外，非广告正文主体字号小于6号(不包括6号)，一期计2个差错；   

(3)使用夸大事实的宣传用语，如“世界排名第×名”“全球发行量最大”“中国唯一”“获奖最多”等，每

处计1个差错。

说明：

(1)外文期刊及期刊的拼音部分以对应字号的汉字字数加30%计算，期刊编校差错率应不超过万分之二；

(2)英文单词计算，每行18单词，65行(18×65)×130%=1520字，6-7页1万字。

本期自检报告：

(1)差错表现：

(2)差错记分：

(3)差错原因：

(4)改进措施：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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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期刊伦理学要求

1   出版道德政策

在出版和伦理标准方面，NRR 遵循国际医学期刊编辑

委员会 (ICMJE) 发布的《医学期刊学术工作的行为、报告、

编辑和出版建议》(http://www.icmje.org/recommendations/)

和出版伦理委员会 (COPE) 发布的《期刊编辑行为和最佳实

践指南》(http://publicationethics.org/files/Code_of_conduct_

for_journal_editors.pdf)。

NRR 所有出版活动都遵循以下核心道德价值观。

作者和贡献者身份：所有作者和合著者必须符合作者

身份标准，并确保在其稿件中给予适当肯定。NRR 要求作

者对其作品贡献做出明确声明。

原创性：作者必须保证所投稿件的原创性。作者必须

保证所投稿件为其本人原创。作品不得曾发表过，也不得

考虑在其他地方发表。如果稿件中包含了他人的作品和 /

或文字，则必须适当地引用或引述。

数据获取和引用：鼓励作者提供与论文有关的原始数

据，供编辑审查。作者还应该准备好向公众提供这些数据

的使用权。数据的引用方式必须与文章、书籍和网络的引

用方式相同，作者必须将数据引用作为参考文献列表的一

部分。

致谢来源：作者应在稿件中适当地致谢任何由他人贡

献的工作。

利益冲突：所有提交的稿件必须包括披露所有可能被

视为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关系。

报告标准：原创性研究论文的作者应准确描述所做的

工作，并对其意义进行客观讨论。

人体和动物研究伦理：对于包括涉及人体试验的研究，

需要提交一份合规性声明，以表明有关程序是按照人体试

验伦理委员会 ( 机构和国家 ) 的道德标准进行的，并在适

用情况下获得知情同意。前瞻性临床试验必须已在临床试

验注册平台注册，符合当地和国际标准。对于报告涉及动

物实验的研究，要求作者说明是否遵循了机构和 / 或国家

关于照顾和使用实验动物的指南。

研究伦理：本刊发表的研究必须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的批准声明，并在适用情况下获得知情同意。前瞻性

临床试验必须已在临床试验注册平台注册，符合当地和国

际标准。

作者的伦理声明：作者对其工作的所有方面负责 ( 包

括所有数据访问、数据完整性和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确保

与研究任何部分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有关的问题可以得到适

当的调查和解决。

2   作者资格

作者和贡献者 Authors and contributors

作者资格是对所做的工作给予认可和肯定，对所报告

的研究负责，被赋予道德和法律权利 ( 版权 )，并在塑造学

术生涯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 ICMJE 建议，作者署名的确

定要同时符合以下 4 条标准：

(1)对研究的思路或设计有重要贡献，或者为研究获取、

分析或解释数据；

(2) 起草研究论文或者在重要的智力性内容上对论文

进行修改；

(3) 对将要发表的版本作最终定稿；

(4) 同意对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承担责任以确保与论

文任何部分的准确性或诚信有关的质疑得到恰当的调查和

解决。

某篇文章如果存在不符合作者身份标准但对该研究做

出了贡献的个人，则应向其致谢，但需事先征得其同意。

如某项研究包含未成年人参与 ( 例如面向儿童的技术 )，

因儿童不能对研究的全部内容负责，所以应在致谢部分注

明。

一些多作者组成的大型团队仅将作者署名为团队名

称，或署以团队名称加上各个作者的姓名。提交以团队为

作者的稿件时，如果有团队名称，则通讯作者应确定团队

的具体名称，明确指定哪些团队成员能够以作者的身份享

受作者名誉并为研究工作承担责任。论文的署名行确定谁

对稿件直接负责，要求列出所有出现在署名行的作者姓名。

如果署名行包含团队名称，特别是如果署名行有注释明确

说明团队各成员姓名见文章其他部分，且说明了这些人是

作者还是合作者，要求列出每个团队成员的姓名，无论他

们是作者还是合作者，有时这些合作者被称为作者之外的

贡献者。

作者资格纠纷  Authorship disputes

确定所有署名的作者都满足上述 4 条标准是作者们的共同

责任，而不是所投期刊的责任；决定谁够不够格署名为作

者或仲裁因作者署名引发的矛盾不是期刊编辑的事。如果

无法就谁够作者署名资格达成一致，则应该要求研究工作

实施单位而非期刊编辑进行调查。

增删作者  Authors addition or deletion

●稿件接受后，期刊不接受作者身份或作者顺序更改。

●在修订阶段或发表后添加或删除作者请求是一件很严肃

的事情，如果作者在投稿或稿件发表后要求删除或者添加

某个作者，作者应当给出解释，并得到所有署名作者以及



81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www.sjzsyj.com.cn

将要被删除或添加作者同意变动的签字声明，如下：

Sample Letter for Author Addition/Deletion

Date

Editorial Office

Address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ear Editor:

We, the undersigned authors, agree to the [ADDITION/

DELETION] of [NAME] from/to the authorship on our 

manuscript [#NUMBER] entitled [TITLE] and acknowledge 

the order of appearance as [NEW AUTHORSHIP LIST HERE]. 

(If adding author, new author must sign; if deleting author, 

deleted author must sign.)

Sincerely,

Autho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包含编辑或期刊工作人员  Editors and journal staff as 
authors

●作为某篇文章的作者或贡献者，编辑 / 编辑团队成员不

得参与该文章的编辑决策。

●如已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包含编辑或者编委会成员，期刊

应附上简短声明说明该篇稿件所采用的评审流程。

已故作者  Deceased authors

如果所投稿文章包含某位离世作者，或者在文章评审过程

中作者离世，文章的发表版本中应添加脚注或以类似形式

予以说明。期刊经常会使用“  ” 符号和脚注来说明情况。

合著者应对已故作者的贡献及其潜在利益冲突做出保证。

如果已故作者是通讯作者，则应提名另一位合著者作为通

讯作者。请注意，根据法律规定，版权被视为个人财产，

如果该作者尚未签署版权转让协议或许可，或者未以书面

形式授权某位合著者代其行事，则需向作者继承人获取版

权许可。

作者之外的贡献者  Contributors

有贡献但只满足部分而非全部作者署名标准者，不应被列

为作者，但他们应当被致谢。以下列举不足以使贡献者获

得作者署名资格的单一贡献 ( 无其他贡献 )：筹得研究资金；

对研究团队进行综合监督或者提供一般性的管理支持；帮

助写作，技术编辑，语言编辑，及校样修改。可以对那些

贡献不够作者署名资格者逐一致谢，或列在单个小标题 ( 如

“临床调查者”或“参与调查者”) 下一起致谢，应具体地

说明他们的贡献 ( 如“出任科学顾问”，“审阅研究方案

并提出意见”，“收集资料”，“为研究提供病例并照料

病人”，“参与稿件的写作与技术编辑”)。

致谢可能意味着被致谢人认可研究的数据及结论，因

此期刊建议通讯作者从所有被致谢人处取得同意被致谢的

书面许可。

为进一步帮助科研人员明确研究的具体贡献，期刊采用

CRediT 分类标准。

CRediT( Contributor Roles Taxonomy) 被称为贡献者角色分类

标准。Crossref已将CRediT分类标准纳入到其元数据结构中。

2020 年 4 月 23 日，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 (NISO) 宣布将

CRediT 分类标准正式化并发展为 ANSI/NISO 标准。

具体来说，CRediT 将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贡献者定义为

14 个角色：

(1) 概念 (conceptualization)：研究想法，总体研究目

的和目标的制定和演变。

(2) 数据管理 (data curation)：包括对研究数据进行注

释 ( 以生成元数据 )、清理和维护 ( 包括用于分析数据的软

件代码 ) 的管理活动。

(3) 正式分析 (formal analysis)：应用统计、数学、计算

或其他技术来分析或综合研究数据。

(4) 获得资助 (funding acquisition)：为论文相关的研究

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5) 调查研究 (investigation)：执行研究和调查程序，

特别是进行实验或数据 / 证据收集。

(6) 研究方法 (methodology)：开发或设计研究方法，

创建实验模型。

(7) 项目管理 (project administration)：负责管理和协调

研究活动的规划和执行。

(8) 资源 (resources)：提供研究材料、材料、试剂、患

者、实验室样本、动物、仪器、计算资源或其他分析工具。

(9)软件 (software)：编程和软件开发，设计计算机程序，

部署计算机代码和支持算法，测试现有代码组件。

(10) 监督指导 (supervision)：负责监督和领导研究活

动的计划和执行，包括对核心团队以外成员进行指导。

(11) 验证 (validation)：对结果 / 实验和其他研究成果

进行整体复制 / 再现的验证 ( 无论是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还是单独的验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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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视化 (visualization)：对论文的准备、创作和 /

或呈现，特别是以可视化 / 数据的形式展示。

(13) 写作 - 原始初稿 (writing-original draft)：对论文的

准备、创作和 /或呈现，特别是撰写初稿 (包括实质性翻译 )。

(14) 写作 - 审读和编辑 (writing-review & editing)：由

原始研究小组进行的，对论文的准备、创作和 / 或呈现，

特别是批判性审读、评论或修订，包括出版前或出版后的

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CRediT 分类标准并非旨在确定谁符合

论文署名资格。论文每位作者可能会有 1 个或多个 CRediT

贡献角色；但是，具有角色并不会使某人自动成为论文署

名作者。NRR 仍然会以上述编辑政策中制定的 4 条标准作

为论文署名的总体标准。

3   利益冲突

编辑、作者与审稿人有责任披露可能影响稿件呈现或

评审客观性的利益冲突因素，包括相关的经济利益 ( 如持

有专利和股票、咨询费、演讲费等 ) ，以及个人、政治与

宗教利益。

作者利益冲突

论文发表时应有声明或辅助文件声明如下全部内容：

(1) 作者的利益冲突。

(2) 研究工作的资助来源，包括资助者名称以及对资助者在

以下方面所起作用的解释：研究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分

析和解释，报告的撰写，决定将报告投稿发表；或者声明

资助者没有参与这些工作。

(3) 作者是否获得了研究数据，并解释获取途径的性质和获

取范围，以及是否可持续获取。如果研究受到资助，且资

助者拥有研究结果的所有权或者能从研究结果中获取经济

利益，则为了支持前述声明，作者需签署一份声明，如“我

得到了本研究的全部数据，我对数据的真实性和数据分析

的准确性负全部责任。”

编辑与审稿人利益冲突

编辑 ( 专业或学术的，有偿或无偿的 ) 和审稿人必须声明

自己的利益冲突，并在必要时取消参与手稿评估的资格。

编辑和审稿人退出同行评审过程的常见原因可能包括但不

限于：

●在过去 3 年中与至少一位作者共同撰写过出版物；

●在过去三年中成为同一部门或类似组织单位中的同事；

●监督 / 监管作者的博士研究工作，或受作者监督 / 监管；

●从审稿中获得职业或个人利益；

●与作者有私人关系 ( 例如，家人，密友 )；

●在正在审阅的论文中有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利益。

如果审稿人与作者合作完成了一个合作项目 ( 例如 EU 或

DARPA)，或者如果他们共同组织了一次活动 ( 例如 PC 共同

主席 )，则不视为利益冲突。

编辑提交

由编辑 / 或编辑委员会成员提交的论文将由其他一位与审

稿没有冲突且与提交编辑不在同一机构的编辑处理。另一

位编辑将选择审稿人，并对文章做出所有决定。在这种情

况下，必须确保该过程完全保密，以便保持同行评审的匿

名性。因此，提交论文的编辑将无法访问他们自己文章的

审阅记录。

4   版权和许可

版权

《版权转让协议》(Copyright Transfer Agreement，简称 

CTA)：在此种协议下，作者保留重复使用文章内容的权利，

但是将版权转让给了期刊、学协会或者出版商。签订《版

权转让协议》可以让出版商代表作者从最大程度上维护其

版权不受侵犯。

《开放获取协议》(Open Access Agreements)：期刊要求以

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的作者签订《开放获取协议》，使

文章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 下实

现开放获取，以满足开放获取出版条款并保证最广泛的传

播。知识共享网站 (Creative Commons website) 解释了这些

许可协议如何发挥作用。

向本刊投稿时，文章通讯作者必须同意将所投稿件 ( 及任

何修改稿或版本 ) 的版权和所有权利仅转让给本刊，以所

有语言和媒体在国际上印刷、出版、发行该文章。如果

提交的文章被接受发表，版权转让即被视为有效。如果投

稿文章中包含任何已受先前版权保护的材料，通讯作者必

须向本刊编辑部交付版权人对文章材料再次使用的书面许

可。

作者必须证明并保证自己是文章的作者和所有人，没有将

文章的任何权利授予或转让给任何其他人或机构。作者必

须保证该文章是有版权的，并且不侵犯任何已存在的版权、

商标或专利。作者必须保证文章不侵犯任何个人或实体的

隐私权，不包含任何诽谤性内容，所有作为事实的陈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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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实的或基于准确的研究。作者必须保证，如果按照文

章的说明和警告进行操作，文章中描述的任何程序或治疗

都不会造成伤害。

通讯作者必须赔偿本刊因违反这些保证而产生的任何费用、

支出或损害。通讯作者进一步免除本刊主编、编辑部和团

队对稿件中的任何和所有声明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任何有意或无意的错误、遗漏、版权问题或抄袭。本刊可

将这些内容延伸至第三方。

如果您的文章中含有其他版权来源的材料，或包含可以识

别人或其他识别特征的图片或视频，您必须在投稿时通知

本刊编辑部。

许可

本刊内容采用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 - 无损检测许可证

(CC BY-NC-ND 4.0) 开放获取方式出版。所有发表的开放获

取文章将立即并永久免费供大家阅读、下载、复制和分发，

这是由应用许可证所定义的。

对于应用许可证规定的条款之外的使用，如商业使用，必

须通过出版社获得许可。

5   数据共享 

开 放 研 究 倡 议， 例 如 共 享“Findability, Accessibility, 

Interoperability, and Reuse(FAIR)”数据 ( 可查找、可访问、

可互操作和可再用的数据 )，可带来诸多益处，例如提高研

究结果的透明度和可重复性。

必要时，NRR 鼓励作者共享数据以支持研究文章的发表，

并将数据与其发表的文章相互关联。“研究数据”是指证

实研究结果的观察或实验结果，包括但不限于原始数据、

处理后数据、软件、算法、方案、模型、方法和其他相关

材料。

在遵循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如果作者在数据库中提供了自

己的研究数据，可以直接将文章链接到数据集。

具体来说，作者需要填写一份数据共享声明表，与稿件一

起提交。如果文章被接受发表，数据可用性声明将与文章

一起发表 ( 仅在线 )。数据共享声明包括是否会共享个别去

识别的参与者数据 (包括数据字典 )的信息 (注意，“未决定”

不可接受 ) 和 / 或特别是哪些数据将被共享。他们还可以

说明是否会有额外的相关文件 ( 如研究方案或统计分析计

划 )，以及数据将在何时和多长时间内提供，以及将以何种

访问标准共享数据 ( 包括与谁共享，用于何种类型的分析，

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共享 )。

同时，作为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ICMJE) 的成员，NRR

要求在 2019年 1月 1日或之后开始招募参与者的临床试验，

必须在试验注册中加入数据共享计划。ICMJE 关于试验注

册的政策解释见 www.icmje.org/recommendations/browse/

publishing-and-editorial-issues/clinical-trial-registration.html。

如果数据共享计划在注册后发生变化，应在随稿提交和发

表的声明中反映出来，并在注册记录中更新。

6   报告准则 Reporting guidelines

准确而完整的报告有利于读者对研究进行充分评估、重复

和利用。我们鼓励作者遵循其所在学科领域的规范，撰写

准确完整的研究报告。

在健康科学研究领域，EQUATOR Network[1] 提供有用的报

告工具。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FORCE11 提供有用的报告准则 [2]。

编辑可以向动物实验推荐的报告指南包括《动物研究：

活体实验报告指南 (Animal Research: Reporting of In Vivo 

Experiments)》( 简称 ARRIVE 指南 )[3]、美国国家研究委

员会实验动物资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Laboratory Animal 

Researc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指南 [4]，以及 Carlijn R 

Hooijmans 等发表的《黄金标准出版清单 (A gold standard 

publication checklis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imal studies, 

to fully integrate the Three Rs, and to make systematic reviews 

more feasible)》[5]。

Story Landis 等也发表了文章《提倡透明化报告，优化临床

研究的预测价值 (A call for transparent reporting to optimiz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reclinical research)》，详细地讨论了

动物研究的报告标准 [6]。

在生物科学研究领域，可参见《生物和生物医学调查的

最小信息》 (Minimum Information Guidelines from Diverse 

Bioscience Communities，简称 MIBBI)[7]。

《牲畜与食品安全随机对照组试验报告指南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or Livestock and 

Food Safety)》( 简称 REFLECT 声明 ) 为与牲畜相关的研究提

供了报告指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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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害物质、风险和生物安全

作者有责任在稿件中对任何异常的内在危险或风险予以标

识，例如给出适当警告，并指出相关安全预防措施。此类

危险包括对公共健康安全、环境、植物、动物或设备构成

威胁的产品、化学药品、操作或技术。

如果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可同时用作善意和恶意的用途，作

者应在投稿时说明。这通常被称为“双重用途研究 (Dual 

Use Research)”。

作者应遵守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 (National Science 

Advisory Board for Biosecurity，简称 NSABB) 发布的有关双

重用途生命科学研究的指南 [9]，该报告对“双重用途研究

问题”进行了详实的描述和讨论。

8   研究伦理政策 

NRR 保留拒绝任何基于人类或动物研究中不道德行为稿件

的权利。

动物研究  Animals in research
NRR 鼓励作者采取“3R 原则”，即替代原则 (Replacement)，

避免或使用其他方式替代在动物上进行试验；减少原

则 (Reduction)，最小化动物的使用数量；和优化原则

(Refinement)，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 [10]。

期刊可能会要求作者在其稿件中说明其通过何种措施来避

免和减少动物的不适、痛苦和疼痛，并确认动物在实验任

何阶段都未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国 际 实 验 动 物 科 学 理 事 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aboratory Animal Science，简称 ICLAS) 发布了适用于研究

人员、编辑和审稿人的道德指南 [11]。

对于任何涉及动物的实验，作者必须说明伦理审批机构名

称及审批号和审批日期；以及进行研究的国家或机构关于

照顾和使用动物的准则，例如：

美国作者应遵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 NRC) 制定的《实验动物护理与使用指南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12]，

美国公共卫生署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简称 USPHS) 的

《实验动物人文关怀和使用政策 (Policy on Human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13] 以及《实验动物护

理和使用指南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14]

英国作者应遵守《动物 ( 科学规程 )1986 法案修正案条

例 (Animals (Scientific Procedures) Act 1986 Amendment 

Regulations (SI 2012/3039))》[13];

英国以外的欧洲地区作者应遵守《欧盟保护实验动物指令

(Directive 2010/63/EU)》[15];

澳大利亚作者应遵守《澳大利亚科学研究用途动物的护理

和使用法规 (Australian Co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Animals 

for Scientific Purposes)》[16].

必要时，编辑部有权要求提供与稿件中实验有关的额外信

息。

NRR 鼓励作者遵守相关的动物研究报告标准，例如 ARRIVE

报告指南。

人体研究和受试者  Human studies and subjects

对于涉及人类受试者研究 ( 包括但不限于医学研究 ) 的稿

件，作者应发表声明，确认已获得适当的伦理道德批准 ( 或

说明不需要伦理批准及其原因 )，并提供道德批准委员会

的详细信息，包括伦理委员会或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名称、

批准的编号，以及说明参与者在参与前已给予知情同意 ( 或

说明不需要知情同意及其原因 )。

作者还应说明该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2000 年爱丁

堡修订版 ) 的规定，该宣言见：https://www.wma.net/what-

we-do/medical-ethics/declaration-of-helsinki/doh-oct2000。

《美国联邦人类受试者保护政策 (Federal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17]；欧洲药品管理局《最

佳临床实践指南 (Guidelines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18]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过的《涉

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19]。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赫尔辛基宣言》的建议，开展临床

试验前应进行前瞻性注册。所有报道临床试验的论文都应

包括临床试验注册号。

如果插图中包括可辨认的个人，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已故的，

必须非常谨慎，以确保发表时已获得同意。应保护患者的

匿名性。照片需要进行充分的裁剪，以防止人的主体被识

别出来，( 至少 ) 眼睛和眉毛必须使用粗糙像素化来掩盖，

以使个人无法识别。

如果稿件可能涉及潜在的弱势群体，需要作者和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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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特别留意获取知情同意，作者应确保所出版文章符

合相关标准并在文章中予以说明。冰岛人权中心 (Icelandic 

Human Rights Center) 列举了 13 类弱势群体 [20]：“1) 成

年和未成年女性；2) 儿童；3) 难民；4) 国内流离失所者；5)

无国籍者；6) 少数民族；7) 原住民；8) 外来务工者；9) 残

疾人；10) 老年人；11) HIV 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12)

罗姆人 / 吉普赛人 / 辛提人；13)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

跨性别人群。”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 ESRC) 为潜在弱势群体的相关

研究提供了更多建议 [21]。

为确保获得知情同意，作者应在投稿时对此予以确认，并

在稿件中附上知情同意声明。

如果是技术影像 ( 例如，射线照片或显微图 )，作者应确保

移除图像中所有可以识别受试者的信息。对于人类受试者

的声音或图像，在录制或传播之前，必须按照所适用的国

家法律征得研究参与者的许可。许多司法管辖区要求，任

何视频或音频记录都必须获得正式的版权许可后才能出版。

如果出版基因序列或家族谱图，则需要征得更多相关各方

的同意。《CARE 指南 (Case Report Guideline)》[22] 为出版

病例报告提供了相关建议。

知情同意政策  Informed Consent Policy

个人的数据和信息 ( 例如，通过医患关系获得的信息 ) 必

须以最高程度的保密和谨慎处理。因此，作者有必要从病

例报告中描述的任何患者和照片中的人那里获得书面知情

同意。然而，如果报告符合以下条件，则可以不经明确同

意而发表：报告对公众健康有重大意义 ( 或在其他方面很

重要 )；获得同意非常困难。

人类和动物权利 Human and Animal Rights

在报告以人为对象的试验时，作者应说明所遵循的程序是

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 ( 机构和国家 ) 的道德标准。

如果对研究是否按照伦理标准进行存在疑问，作者必须解

释其做法的理由，并证明审查机构明确批准了研究中存在

疑问的方面。在报告动物实验时，应要求作者说明是否遵

循了机构和国家关于照顾和使用实验动物的指南。

临床试验登记  Registering clinical trials

世界卫生组织 (WHO)[23] 与《赫尔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24] 均建议在招募参与者之前就对临床试验进行

登记。国际药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会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nd Associations， 简 称

IFPMA) 也要求其成员进行临床试验登记。各机构的法规有

所不同，如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2007 年修正案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endments Act of 2007)》就不要

求登记Ⅰ期临床试验。

发表临床试验内容的期刊应按要求在指定注册机构，例

如临床试验网站 (ClinicalTrials.gov)，进行前瞻性登记。期

刊还应遵循试验报告强化标准 (CONsol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s，简称 CONSORT)[25]。报告试验结果的论文

均应包含临床试验注册号，例如：

“我们要求临床试验已经在公开的数据库中进行了前瞻性

注册。请在文章摘要末尾注明试验注册中心的名称以及临

床试验注册号。如果试验尚未注册，或者进行了回顾性注册，

请解释原因”。

9   审稿人道德准则 Ethical Guidelines for Peer Reviewers

各种形式的同行评审在确保学术记录的完整性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并要求参

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以负责任的方式和道德方式行事。审

稿人在同行评审过程中发挥着核心和关键作用，但他们往

往是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进入角色的，而且可能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道德义务。

审稿人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如下：

●只同意在专长领域以及合理时间内进行同行评审。

●尊重同行评审的保密性，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或之后，除

了期刊公布的内容外，不透露任何有关稿件或其评议的细

节。

●不利用在同行评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

人或组织谋取利益，或使他人处于不利地位或丧失信誉。

●申报所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如果不确定某事是否构成相

关利益，请向期刊咨询。

●审稿意见不得受到稿件来源、作者国籍、宗教或政治信仰、

性别或其他特征的影响，或受到商业因素影响。

●提供客观、有建设性的意见，避免敌意或煽动性，也不

做诽谤或贬低个人的评论。

●避免要求作者引用审稿人的文章，除非有强有力的学术

依据。

●在作者发表文章前，审稿人不得在自己的任何工作中复

制所评审稿件的任何信息或内容。

●不得耽误论文发表。

●在完成评审后销毁稿件和所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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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期刊对于出版诚信的要求

期刊遵从《学术出版规范 ——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

定 (CY/T174—2019)》 要 求 (http://www.dlyj.ac.cn/attached/         
file/20191126/20191126104826_663.pdf)，对期刊论文作

者、审稿专家、编辑可能涉及的科研诚信 ( 学术不端 ) 行
为进行界定。学术不端行为可由审查软件、编辑、同行审

稿人或第三方提出。出版伦理委员会 (COPE) 制定了处理第

三方直接 / 间接提出的疑似学术不端问题的流程图 (https://
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flowcharts/responding-
concerns-raised-social-media，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
resources/flowcharts/responding-whistleblowers-concerns-
raised-directly)。

1    期刊作者可能出现的科研诚信问题

1.1   剽窃 plagiarism

采用不当手段，窃取他人的观点、数据、图像、研究

方法、文字表述等并以自己名义发表的行为。包括观点剽窃、

数据剽窃、图片剽窃、研究 (实验 )方法剽窃、文字表述剽窃、

整体剽窃、他人未发表成果剽窃等。

1.1.1   观点剽窃：不加引注或说明地使用他人的观点，并

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表现形式包括：

(a) 不加引注地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论点、

观点、结论等。

(b) 不改变其本意地转述他人的论点、观点、结论等

后不加引注地使用。

(c) 对他人的论点、观点、结论等删减部分内容后不加

引注地使用。

(d) 对他人的论点、观点、结论等进行拆分或重组后

不加引注地使用。

(e) 对他人的论点、观点、结论等增加一些内容后不

加引注地使用。

1.1.2   数据剽窃：编造或虚构数据、事实的行为。数据剽

窃的表现形式包括：

(a) 不加引注地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数据。

(b) 对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数据进行些微修改，添加、

部分删减、改变排列顺序或改变数据的呈现方式后不加引

注地使用，如将图表转换成文字表述，或者将文字表述转

换成图表。

1.1.3   图片剽窃：不加引注或说明地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

中的图片，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表现形式包括：

(a) 不加引注或说明地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

图像等资料。

(b) 对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图片进行些修改、删减、

增强或弱化部分内容后不加引注或说明地使用。

1.1.4   研究 ( 实验 ) 方法剽窃：不加引注或说明地使用他人

具有独创性的研究 ( 实验 ) 方法，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表现形式包括：

(a) 不加引注或说明地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具

有独创性的研究 ( 实验 ) 方法。

(b) 修改他人已发表文献中具有独创性的研究 ( 实验 )

方法的一些非核心元素后不加引注或说明地使用。

1.1.5   文字表述剽窃：不加引注地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

具有完整语义的文字表述，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表现形

式包括：

(a) 不加引注地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

述。

(b) 成段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虽然进

行了引注，但对所使用文字不加引号，或者不改变字体，

或者不使用特定的排列方式显示。

(c) 多处使用某一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却只在其

中一处或几处进行引注。

(d) 连续使用来源于多个文献的文字表述，却只标注

其中一个或几个文献来源。

(e) 不加引注、不改变其本意地转述他人已发表文献

中的文字表述，包括概括、删减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

或者改变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的句式，或者用类

似词语对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进行同义替换。

f) 对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文字表述增加或删减一些词

句后不加引注地使用。

1.1.6   整体剽窃 : 论文的主体或论文某一部分的主体过度引

用或大量引用他人已发表文献的内容，表现形式包括：

(a) 直接使用他人已发表文献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

(b) 在他人已发表文献的基础上增加部分内容后以自

己的名义发表，如补充一些数据，或者补充一些新的分析等。

(c) 对他人已发表文献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进行缩减后

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d) 替换他人已发表文献中的研究对象后以自己的名

义发表。

(e) 改变他人已发表文献的结构、段落顺序后以自己

的名义发表。

(f) 将多篇他人已发表文献拼接成一篇论文后发表。

1.1.7   他人未发表成果剽窃 :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未发表的观

点，具有独创性的研究 ( 实验 ) 方法，数据、图片等，或

获得许可但不加以说明，表现形式包括：

(a)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已经公开但未正式发表的观点，

具有独创性的研究 ( 实验 ) 方法，数据、图片等。

(b)获得许可使用他人已经公开但未正式发表的观点，

具有独创性的研究 (实验 )方法，数据、图片等，却不加引注，

或者不以致谢等方式说明。

期刊编辑通过审查稿件之间是否存在的重复内容，以

警示、教育作者，预防剽窃行为。期刊采用 Crossref 提供的

Similarity Check 服务检测文章相似度 (http://www.ithenticate.
com/products/crossref-similarity-check)。并按照 COPE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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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guidance/Flowcharts) 处理已提

交稿件 / 已发表稿件的剽窃问题。

1.2   伪造 fabrication

编造或虚构数据、事实的行为 , 表现形式包括：

(a) 编造不以实际调查或实验取得的数据、图片等。

(b) 伪造无法通过重复实验而再次取得的样品等。

(c) 编造不符合实际或无法重复验证的研究方法、结论

等。

(d) 编造能为论文提供支撑的资料、注释、参考文献。

(e) 编造论文中相关研究的资助来源。

(f) 编造审稿人信息、审稿意见。

1.3   篡改 falsification

期刊要求作者在投稿时对图片进行过处理的位置进行

说明，并要求作者在投稿时提供原始图像，或能够随时应

要求提供原始图像，作者不能做如下行为： 
(a)不得增强、掩盖、移除、移动图像的某个属性或特征。 
(b) 如果需要对亮度或者对比度进行调整，必须将效

果无差别地应用于整个图像以及对比图像，并且前提是这

些调整不会掩盖、消除或者歪曲原始图像中呈现的任何信

息。  
(c) 不得对图片进行过度处理，比如强调图像的某一区

域而忽略其他部分。 
(d) 必须附图说明非线性调整或者删除的部分。 
(e) 则应该在合成的图像中用分界线清晰地标明各个

组成部分，并加以说明。如存在必要性，不提倡将不同凝胶、

场域、曝光以及不同实验系列中获得的图像放在同一张图

中。

1.4   不当署名 inappropriate authorization

与对论文实际贡献不符的署名或作者排序 , 表现形式

包括：

(a) 将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排除在

作者名单外。

(b) 未对论文所涉及的研究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在论文

中署名。

(c) 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将其列入作者名单。

(d) 作者排序与其对论文的实际贡献不符。

(e)提供虚假的作者职称、单位、学历、研究经历等信息。

1.5   一稿多投 duplicate submission；multiple submissions

将同一篇论文或只有微小差别的多篇论文投给两个及

以上期刊，或者在约定期限内再转投其他期刊，表现形式

包括：

(a) 将同一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期刊。

(b) 在首次投稿的约定回复期内，将论文再次投给其

他期刊。

(c) 在未接到期刊确认撤稿的正式通知前，将稿件投给

其他期刊。

(d) 将只有微小差别的多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期刊。

(e) 在收到首次投稿期刊回复之前或在约定期内，对

论文进行稍微修改后，投给其他期刊。

(f) 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将自己 ( 或自己作为作

者之一 )已经发表论文，原封不动或做些微修改后再次投稿。

1.6   重复发表 overlapping publications

在未说明的情况下重复发表自己 ( 或自己作为作者之

一 ) 已经发表文献，表现形式包括：

(a) 不加引注或说明，在论文中使用自己 ( 或自己作为

作者之一 ) 已发表文献中的内容。

(b) 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摘取多篇自己 ( 或自己

作为作者之一 ) 已发表文献中的部分内容，拼接成一篇新

论文后再次发表。

(c) 被允许的二次发表不说明首次发表出处。

(d) 不加引注或说明地在多篇论文中重复使用一次调

查、一个实验的数据等。

(e) 将实质上基于同一实验或研究的论文，每次补充

少量数据或资料后，多次发表方法、结论等相似或雷同的

论文。

(f) 合作者就同一调查、实验、结果等，发表数据、方

法、结论等明显相似或雷同的论文。

以下类型的“预发表”不属于重复发表 / 多次发表： 
√ 会议期间发表的摘要和海报； 
√ 会议上报告的研究结果，例如同研究者或与会者分

享研究结果； 
√ 在数据库和临床试验注册库中记录的研究结果 ( 没

有以表格或文本等形式，对数据进行解释、讨论、背景描

述或结论 )； 
√ 大学里存档的学位论文。

√ 预印本发表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
discussion-documents/preprints)。
1.7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包括：

(a) 在参考文献中加入实际未参考过的文献。

(b) 将转引自其他文献的引文标注为直引，包括将引

自译著的引文标注为引自原著。

(c) 未以恰当的方式，对他人提供的研究经费、实验设

备、材料、数据、思路、未公开的资料等，给予说明和承认 (有
特殊要求的除外 )。

(d) 不按约定向他人或社会泄露论文关键信息，侵犯

投稿期刊的首发权。

(e) 未经许可，使用需要获得许可的版权文献。

(f) 使用多人共有版权文献时，未经所有版权者同意。

(g) 经许可使用他人版权文献，却不加引注，或引用

文献信息不完整。

(h) 经许可使用他人版权文献，却超过了允许使用的

范围或目的。

(i) 在非匿名评审程序中干扰期刊编辑、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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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向编辑推荐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审稿专家。

(k) 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者与论文内容无关的他人代写、

代投、代修。

(l) 违反保密规定发表论文。

 
2   审稿专家学术不端行为类型

2.1   违背学术道德的评审

论文评审中姑息学术不端的行为，或者依据非学术因

素评审等，表现形式包括：

(a) 对发现的稿件中的实际缺陷、学术不端行为视而

不见。

(b) 依据作者的国籍、性别、民族、身份地位、地域

以及所属单位性质等非学术因素等，而非论文的科学价值、

原创性和撰写质量以及与期刊范围和宗旨的相关性等，提

出审稿意见。

2.2   干扰评审程序

故意拖延评审过程，或者以不正当方式影响发表决定，

应界定为干扰评审程序。干扰评审程序的表现形式包括：

(a) 无法完成评审却不及时拒绝评审或与期刊协商。

(b) 不合理地拖延评审过程。

(c)在非匿名评审程序中不经期刊允许，直接与作者联系。

(d) 私下影响编辑者，左右发表决定。

2.3   违反利益冲突规定

不公开或隐瞒与所评审论文的作者的利益关系，或者

故意推荐与特定稿件存在利益关系的其他审稿专家等，表

现形式包括：

(a) 未按规定向编辑者说明可能会将自己排除出评审

程序的利益冲突。

(b) 向编辑者推荐与特定稿件存在可能或潜在利益冲

突的其他审稿专家。

(c) 不公平地评审存在利益冲突的作者的论文。

2.4   违反保密规定

擅自与他人分享、使用所审稿件内容，或者公开未发

表稿件内容，表现形式包括：

(a) 在评审程序之外与他人分享所审稿件内容。

(b) 擅自公布未发表稿件内容或研究成果。

(c) 擅自以与评审程序无关的目的使用所审稿件内容。

2.5   盗用稿件内容

擅自使用自己评审的、未发表稿件中的内容，或者使

用得到许可的未发表稿件中的内容却不加引注或说明，表

现形式包括：

(a) 未经论文作者、编辑者许可，使用自己所审的、

未发表稿件中的内容。

(b) 经论文作者、编辑者许可，却不加引注或说明地

使用自己所审的、未发表稿件中的内容。

2.6   谋取不正当利益

利用评审中的保密信息、评审的权利为自己谋利，表

现形式包括：

(a) 利用保密的信息来获得个人的或职业上的利益。

(b) 利用评审权利谋取不正当利益

2.7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包括：

(a)发现所审论文存在研究伦理问题但不及时告知期刊。

(b) 擅自请他人代自己评审。

3   编辑学术不端行为类型

3.1   违背学术和伦理标准提出编辑意见

不遵循学术和伦理标准、期刊宗旨提出编辑意见，表

现形式包括：

(a) 基于非学术标准、超出期刊范围和宗旨提出编辑

意见。

(b) 无视或有意忽视期刊论文相关伦理要求提出编辑

意见。

3.2   违反利益冲突规定

隐瞒与投稿作者的利益关系，或者故意选择与投稿作

者有利益关系的审稿专家，表现形式包括：

(a) 没有向编辑者说明可能会将自己排除出特定稿件

编辑程序的利益冲突。

(b) 有意选择存在潜在或实际利益冲突的审稿专家评

审稿件。

3.3   违反保密原则

在匿名评审中故意透露论文作者、审稿专家的相关信

息，或者擅自透露、公开、使用所编辑稿件的内容，或者

因不遵守相关规定致使稿件信息外泄，表现形式包括：

(a)在匿名评审中向审稿专家透露论文作者的相关信息。

(b) 在匿名评审中向论文作者透露审稿专家的相关信

息。

(c) 在编辑程序之外与他人分享所编辑稿件内容。

(d) 擅自公布未发表稿件内容或研究成果。

(e) 擅自以与编辑程序无关的目的使用稿件内容。

(f) 违背有关安全存放或销毁稿件和电子版稿件文档及

相关内容的规定，致使信息外泄。

3.4   盗用稿件内容

擅自使用未发表稿件的内容，或者经许可使用未发表

稿件内容却不加引注或说明，表现形式包括：

(a) 未经论文作者许可，使用未发表稿件中的内容。

(b) 经论文作者许可，却不加引注或说明地使用未发

表稿件中的内容。

3.5   干扰评审

影响审稿专家的评审，或者无理由地否定、歪曲审稿

专家的审稿意见，应界定为干扰评审。干扰评审的表现形

式包括：

(a) 私下影响审稿专家，左右评审意见。

(b) 无充分理由地无视或否定审稿专家给出的审稿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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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故意歪曲审稿专家的意见，影响稿件修改和发表决

定。

3.6   谋取不正当利益

利用期刊版面、编辑程序中的保密信息、编辑权利等

谋利，表现形式包括：

(a) 利用保密信息获得个人或职业利益。

(b) 利用编辑权利左右发表决定，谋取不当利益。

(c) 买卖或与第三方机构合作买卖期刊版面。

(d) 以增加刊载论文数量牟利为目的扩大征稿和用稿

范围，或压缩篇幅单期刊载大量论文。

3.7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包括： 
(a)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论文。

(b) 对需要提供相关伦理审查材料的稿件，无视相关

要求，不执行相关程序。

(c) 刊登虚假或过时的期刊获奖信息、数据库收录信息

等。

(d) 随意添加与发表论文内容无关的期刊自引文献，

或者要求、暗示作者非必要地引用特定文献。

(e) 以提高影响因子为目的协议和实施期刊互引。

(f) 故意歪曲作者原意修改稿件内容。

4   NRR 对学术不端文献的处理方式

为了维护学术文献的诚信和完整性，NRR 对已发表的

涉及出版诚信问题的论文通常有 4 种处理方式。

4.1   更正 Corrigendum

通常是针对诚实的错误或轻度的不当行为，且这些错

误或不当行为并没有影响到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 期刊与作者和出版商一道更正已出版的错误。

● 当重大错误被发现后，期刊将发布更正启事，当错

误严重到使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工作无效时，考虑撤稿。

● 针对文章中有错误而刊出的更正，区别于由于学术

不端行为而导致的撤稿和声明。  
● 更正声明列入索引系统，并且链接到原稿。 
● 更正声明可以免费访问。

更正采用的格式取决于文章所处的出版阶段。例如，

对于处于 Early View( 或同等 ) 阶段的文章 ( 属于出版前的

在线记录版本 )，可以直接对在线文章进行更正。在此情形

下，必须添加审核跟踪，以突出显示自文章首次出版以来

对在线版本所做的更改以及更改日期。

对于已出版的文章，发布相应的更正声明，并链接到

原始文章。在此情形下，通常不直接对文章进行更改。

4.2   关注声明 Expressions of concern

通常是调查还在进行中，但由于种种原因花费的时间

会比较长，期刊编辑认为有必要及时提醒作者该论文可能

存在潜在的问题，以保持期刊的透明性和读者的知情权。

关注声明的标题中包含“关注 (Expression of Concern)”的
字样，并指出所讨论的文章。关注声明的页面标注页码，

并包含在期刊目录中。关注声明引用原始文章，链接到电

子版原始文章。声明向读者明确说明编辑对文章内容的发

布关注声明的原因，并采用便于检索和摘要识别的形式，

且与原文互链。

4.3    撤稿 Retractions

通常是期刊存在严重的科研或出版不端行为，或者作

者诚实的错误造成论文的科研结论并不可靠等。撤稿决定科

研由期刊单方面作出，也可以在作者或其单位提出要求并符

合期刊的撤稿条件时，双方或多方共同同意并决定撤稿。

出 版 伦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了 撤 稿 指 南 (https://
publicationethics.org/retraction-guidelines)，以下几种情况

期刊可发布撤稿声明：

● 期刊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由于重大错误 ( 如计算错

误或实验错误 )、伪造 ( 如伪造数据 ) 或篡改 ( 如图像处理 )

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可靠；

● 构成剽窃； 
● 研究结果已在其他期刊发表，但没有恰当引用、未

向编辑披露、未获得再发表许可、未说明正当理由 ( 例如，

重复发表 )； 
● 包含未经授权使用的材料或数据； 
● 侵权或存在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 ( 例如诽谤、隐私

问题 )； 
● 研究违反出版道德； 
● 同行评审过程不规范或受到人为操纵； 
● 作者未能披露某项主要的竞争利益或利益冲突，在

编辑看来，会严重影响对稿件的解读以及编辑和同行评审

的建议。 
4.4   稿件收回 Withdrawals

有时可能存在已录用文章在更正、编辑、排版之前被

收回的情况。虽然录用文章已分配数字对象标识符 (DOI)，
但因为没有正式出版，并不构成记录版本，不包含完整的

文献目录信息。因此，如果录用文章因包含错误、不慎重

复投稿或违反职业道德规范而被收回，则可以删除该文章

并发表收回声明。

即便如此，被删除文章的文献目录信息也将作为科学

记录加以保存，并说明删除的原因。

对于记录版本，期刊遵循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

商 协 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简称 STM) 关于科学客观记录撤稿和保

存指导建议，强烈反对删除记录版本，只在有限的情况下

考虑收回记录版本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ethics-
guidelines/retractions-and-expressions-of-concern.html)，如：

● 侵犯研究对象隐私；

● 存在可能对公众造成影响的错误，并且如被应用会

对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 对相关领域的其他个人或工作发表了明显的诽谤性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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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新媒体建设和管理，规范新媒体平台舆论信

息传播和服务工作，结合本杂志社实际工作，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新媒体范围主要包括：

1、官方网站：www.sjzsyj.com.cn

2、微信公众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英文版杂志

3、微博公众号：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第三条 杂志社的微博、微信，是面广大医学工作者，宣传

树立杂志社品牌，有利于信息沟通，促进学习交流的平台。

第四条 本制度是对杂志社网站、微信、微博进行管理的主

要依据。 

第二章 岗位设置及责任

第五条 新媒体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杂志社规

章制度，坚持“谁主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

以杂志社社长为第一责任人，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运行

机制，包括建立责任体系、落实工作队伍、完善发布审核

机制等。编辑部主任为直接责任人，负责终审，把关发布

信息内容的真实性、正确性和时效性，始终对管理员发布

内容素材的选取、发布有否决权，始终对发布内容的修改

有指导、建议权。

第六条 杂志媒体责任编辑的作者：①负责对指定栏目的内

容进行采集、编辑与更新，对微信、微博内容进行策划，

组织征稿、 投稿，维护微信、微博所需合理的原创性稿源，

并生成电子文档；②针对通过审核的文稿，如果需设计制

作配图，将电子版传与图片编辑，图片编辑根据内容进行

符合主题的图片制作；③同时负责微信、微博平台的系统

形象设计和维护。

第三章 发布内容的安全要求

第七条 内发布容范围：①杂志出版的文章；②杂志社重要

事项公布；③结合杂志学术范围的科技信息；④内容编辑

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和适用性。要注明信息来源，

对于来源不明、内容不准确的信息不予发布。

任何新媒体账号不得发布下列内容：

(1) 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 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附件 7：期刊新媒体发布管理制度

《中国神经再生研究 ( 英文版 )》杂志社新媒体发布管理制度

(3) 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

族风俗、习惯的；

(5) 宣扬邪教、迷信的；

(6) 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 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 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10)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第四章 保障发布信息的安全性

第八条 建立新媒体内容发布联动机制。在涉及重大事件、

重大宣传活动时，杂志社新媒体平台须按照统一部署，发

挥本平台特色，形成宣传矩阵效应。未经审核的内容及相

关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发布涉及杂志社突发事件和社会热

点及敏感问题的相关信息内容。

第九条 建立保密管理责任制。严格遵守国家和杂志社保密

管理相关规定，未经允许不得擅自采集、审核和发布尚未

公开的涉及杂志社核心利益的信息。

第十条 提升版权意识，遵守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得发

布、转载或使用未获得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 ( 包括但不限

于文字、图片、字体、视频和音频 )。在转载他人作品时，

除需取得授权外，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内容及标题，并

应为著作权人署名和注明作品来源 ( 如转载的作品来自网

络，还应注明来源网站的网址链接或网站名称 )。

第十一条 切实加强账号管理和内容监管，提升网络管理员

的思想素质和技术安全意识，定期修改账号密码并维护好

终端环境安全，确保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对出现违规内

容的新媒体平台，情节严重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严肃追

责问责。

第十二条 每年定期对杂志社所有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管理、

运营等方面工作进行年度总结，自查自纠，及时整改。

第十三条 对于未通过审核批准而私自在微博上发布、转发、

评论或者泄漏机密、损害他人形象、引发网络事件的，将

对责任人作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或

保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权利。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本杂志社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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