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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Chris Heid 
出版与协作部门产品主管 

Chris 主要负责  Clarivate Analytics 的 
ScholarOne 平台的产品管理，之前他负

责的项目包括 Reviewer Locator、出版商

级别报表和  ORCID 集成。 

 

Greg Kloiber 
ScholarOne 用户体验高级设计师 

Greg 重新设计了 ScholarOne Manuscripts 
和 Abstracts 平台的某些部分。 近，他

改进了 ScholarOne Manuscripts 的“审稿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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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功能计划在 ScholarOne Manuscripts v4.22 版

本中推出。本文档将提供每项功能需要的默认配

置值和配置用时信息。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434.964.4040 联系 Chris Heid。 

此发行版本中包含的所有增强功能或更改在产品

发布后即对所有 ScholarOne Manuscripts 用户产生

影响。请在产品发布前联系您的用户，让用户对

任何可能对他们有影响的更改做好准备。对于其

他的新功能，需要期刊管理员或 ScholarOne 代理

人配置后用户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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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摘要 

下面概述此发行版本中每项功能的默认配置设置和值。  

如需更改任何默认设置，请通过 ScholarOne Manuscripts 网站上的“帮助”链接，提交一个服务案例与 ScholarOne  

联系。 

功能 摘要 

投稿集成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One 将推出一组配套功能，允许第三方系统（如创作平台、预印本

服务器和出版商门户网站）通过 API 将稿件相关文件和元数据发送到 ScholarOne，代表作

者开始投稿。  

所需的操作：在此项功能发布之前，我们已分别与多家合作伙伴和客户合作，一起来对其

进行测试。在此 Beta 版本阶段将不进行测试。   

异常活动检测 主要改动包括： 
1. “稿件详细信息”屏幕上的异常活动提醒（“编辑”和“管理员”权限 

类型） 
2. 为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户提供的详细报表（“管理员”权限类型） 
3. 可在一个位置查看所有带标记投稿的特殊管理员队列 
4. 收到处理意见后从文档中清除标记的功能 

 
为便利整个出版界，此功能免费提供。 
 
所需的操作：可通过配置使用此功能。 
 

品牌变更 ScholarOne 网站的页脚部分将显示新的徽标和字体，以体现我们向 Clarivate Analytics 品牌

的过渡。  

所需的操作：将默认提供此功能。 

Publons 选择加入问题 ScholarOne Manuscripts 将提供一项基于任务的功能，可让审稿人选择加入 Publons 服务。

这样即不需要针对 Publons 集成来设定一个自定义问题。  

所需的操作：可通过配置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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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审稿单上的快速链接  在此版本中，ScholarOne 将通过审稿人审稿单上的两个快速链接，方便快捷地为审稿人提

供必要的信息。在每个“审稿单”选项卡的顶部将提供指向稿件摘要和作者对审稿结果通

知的回复的链接。以前，摘要只能由审稿人从“评审导航”的“操作”下拉菜单中访问，

而作者的回复是通过版本历史来提供。  

所需的操作：将默认提供此功能。 

ORCID v2.0 API 升级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One Manuscripts 将升级它与 ORCID 的集成以支持 ORCID v2.0 API。  

所需的操作：将默认提供此功能。  

支持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此版本将在 ScholarOne Manuscripts 支持的语言中增加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所需的操作：可通过配置使用此功能。如需有关详细信息，请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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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集成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One 将推出一组配套功能，允许第三方系统（如创作平台、预印本服务器和出版商门户网站）

通过 API 将稿件相关文件和元数据发送到 ScholarOne，代表作者开始投稿。 

投稿集成标志着 ScholarOne 平台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可为研究生态系统中的作者和出版商提供重要的联系。对于作

者而言，投稿集成将为他们在作品进行同行评审之前，在预印本服务器、协作创作环境和作品所在的其他任何位置之

间提供一个入口。此入口将允许作者利用外部系统，通过 JATS XML 文件提供稿件相关文件和文章元数据，从 

ScholarOne 的外部轻松开始投稿。这些文件由 ScholarOne 进行处理，并将为作者创建包括所有已提供元数据的完整草

稿投稿。4.22 版本还将支持从外部提交文章的修改稿与重新提交稿件。  

对于出版商，投稿集成将提供新的合作机会。ScholarOne 的实施对系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可以针对出版杂志社授权

的任何第三方系统进行配置。  

ScholarOne 团队目前正与 bioRxiv、Chronos 和 Authorea 等合作伙伴合作，计划于此版本发布之后推出这些集成。我们

还在与许多其他合作伙伴积极协商，计划于 2018 年投入到系统中。如果您想要确定某个合作伙伴是否正在计划集成，

请与 ScholarOne 团队联系。 

 

 

  

mailto:ts.mcsupport@clarivate.com?subject=Submission%20Integrations%20in%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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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形式的同行评审在确保学术记录的可信度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过程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任，要求相关的每个人切实负起责任并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 COPE 同行评审职业道德准则 
 
 
功能 — 异常活动检测 
 

摘要 

为了帮助期刊避免和减少撤回，并确保大众对他们所发表的文章保持信心和信任，ScholarOne 将实施一些算法来检测

在用户投稿和评审期间的异常活动。期刊将会在稿件上看到一个风险指标，该指标使用专有算法计算得出，这些算法

基于现有的网络流量和服务器数据，例如审稿人是否是作者推荐的，以及审稿人是否使用了非机构电子邮件地址。这

些因素本身可能并不会触发提醒，但与其他操作相结合之后，可能会提高投稿的风险等级。  

 

只有出版商、“编辑”权限类型和“管理员”权限类型可以查看此功能的使用情况及从中生成的报表。除非您决定公

布贵公司在使用此功能，否则公众、作者和审稿人将不会知道该功能的实施情况。 

 

您可以在 RetractionWatch.com 上了解有关本文所述此项功能的更多信息。 

 

异常活动指标 

 

标准访问权限（“编辑”默认拥有此权限） 

当检测到异常活动时，“稿件详细信息”屏幕上将显示黄色或红色状态指标。具有标准访问权限的编辑和管理员将会

看到此指标，而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户将拥有一个指向报表的链接。默认情况下，“编辑”将具有标准访问权限。 

 

http://retractionwatch.com/2017/10/04/can-spot-fake-new-tool-aims-help-journals-identify-fake-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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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详细信息”上显示的高风险提醒

 
 

 

中等风险提醒

 

 

完全访问权限（管理员默认拥有此权限） 

当检测到异常活动时，“稿件详细信息”屏幕上将显示黄色或红色状态指标。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户将看到此指标

以及一个指向报表的链接。默认情况下，“管理员”角色将具有完全访问权限。 

 

高风险提醒 

 
 

中等风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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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带标记的投稿 

做出处理意见后，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户可以通过报表页面清除标记。  

 

 
 

标记清除后，将在表单顶部显示一条消息： 

 
 

此外，异常活动指标也将变为绿色： 

 

标准访问权限视图 

 
 

完全访问权限视图 

 
  

 

投稿“这是什么?”信息弹出窗口 

所有异常活动指标都将通过超链接“这是什么?”提供一个指向信息弹出窗口的链接。此弹出窗口将提供以下信息： 

• 功能的相关信息和说明 

• 对行业至关重要的原因 

• 在怀疑存在异常活动时期刊需执行的后续步骤 

• 法律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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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队列 

管理员将可以在一个称为“异常活动”的新队

列中查看当前带有标记的所有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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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用户将可以看到一个弹出窗口，其中将详细报告哪些操作提升了投稿的风险级别。由于此报表的

机密性原因，本发行说明中将不显示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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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vate 品牌更新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One Manuscripts 将启用新的、代表 Clarivate Analytics 的品牌元素。大部分变更将仅局限于每个 Manuscripts 

网站的页脚部分，此处旧的 ScholarOne 徽标将进行更新，并且橙色和白色的 Thomson Reuters 徽标将替换为白色的 Clarivate 

Analytics 徽标。除此之外，页脚中指向 ScholarOne“使用条款”和“隐私声明”的链接也将进行更新。ScholarOne Manuscripts 中经

过重新设计的区域（如新的“审稿中心”）之前采用名为 Knowledge 的 Thomson Reuters 专属字体显示。在 4.22 版本中，这些中心

区域将使用 Clarivate Analytics 选择的字体 Source Sans Pro 来显示。   

 

 

 

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会将 ScholarOne Manuscripts 显示的网站图标更新为 Clarivate 的“镜头”图标。网站图标通常显示在

大多数浏览器的标签页和书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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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审稿人的 Publons 选择加入 

Publons 现在是 Clarivate Analytics 中的一项服务，它可以在遵守期刊评审政策的前提下，让同行审稿人立即清楚他们所做的贡献。

ScholarOne Manuscripts 当前与 Publons 的集成基于 API。审稿人通过 ScholarOne 审稿人审稿单上的自定义问题选择加入服务后，该

集成会自动将评审元数据发送到 Publons。此元数据集成使得审稿人无需其他额外操作，即可让自己的努力工作得到他人的认可。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One 将改进 Publons 集成，将审稿人审稿单上的选择加入问题从自定义问题转化为每个评审/审稿单任务上

的一项可配置功能。此更新可为 ScholarOne 期刊带来以下好处。  

• 由于新的选择加入整合到了 ScholarOne 的代码中，因此只需在“任务配置”部分单击一次即可将其激活。不再需要设置

自定义问题。  

• 由于选择加入不再需要自定义问题，因此它可以在许多网站中通过脚本来激活。  

• 选择加入不再受自定义问题生成器的格式限制，并且我们提供了包括 Publons 徽标在内的更多设计元素。 

• 出版商将能够配置“了解有关 Publons 的更多信息”链接，以便将评审发送到出版商的 Publons 门户网站。  

• 为报告 Publons 的评审选择加入提供专用的 Cognos 字段。  

 

请注意：当前通过自定义问题与 Publons 集成的网站将可以继续正常使用，但将不会自动切换到这项基于任务的新功能。我们将在

产品发布后的几个月内完成所有 Publons 客户的转换。 

 

 

 



Clarivate Analytics | v4.22 – 发行说明  14 

 

 

 

审稿人审稿单上指向“摘要”和“作者的回复”的快速链接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One Manuscripts 将为审稿人提供一个可以直接从审稿人审稿单显示文章摘要的选项。自从 4.21 版本重新设

计了“审稿中心”后，摘要只能由审稿人从“评审导航”的“操作”下拉菜单中访问。此版本将在审稿人审稿单的“详细信息”

选项卡和标题正上方 Manuscript ID 的后面，添加指向摘要的链接。  

4.22 版本还将为审稿人额外提供一个链接以访问作者对审稿结果通知的回复。当前，作者对每个处理意见的回复位于“详细信息”

选项卡的“版本历史”下面。在评审表单正上方额外放置指向作者回复的链接可让审稿人轻松导航到 相关的信息。  

 

 

新的稿件和账号标记  

4.22 版本将提供 10 个新系统标记，5 个用于标识稿件特征，另外 5 个用

于标识账号特征。这些标记都可用于 Cognos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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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Ringgold 显示日本机构的翻译名称  

在 ScholarOne Manuscripts 中，用户的所在单位与 Ringgold Indentify 数据库集成，这是一种标准化的机构名称注册，包含唯一标识

符，并且用户在输入所在单位时，可以通过自动查询输入匹配功能选择他们的机构。ScholarOne 为选定机构显示的名称是 Ringgold 

的主要名称记录。依据 Ringgold 编辑政策，非英语机构的主要名称是该名称的英语音译。根据日本用户的重要反馈，我们将开始

为位于日本的机构显示备选的英语译文而不是主要音译，因为在日本，人们非常热衷于使用英语译文。此项变更不会影响与这些

机构关联的 Ringgold ID，只是名称的显示将发生变化。   

 

升级到 ORCID v2.0 API 

在 4.22 版本中，Scholar Manuscripts 将会把它与 ORCID 的集成升级到 ORCID v2.0 API。此更新将促使 ScholarOne 采用 ORCID 的 新

技术，为明年在 ScholarOne Manuscripts 中加入新的 ORCID 功能做好准备。  

 

支持切换到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从 4.22 版本开始，ScholarOne Manuscripts 的“语言切换”功能将支持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目前，语言切换支持中文、英语、法

语和日语。如需有关“语言切换”的详细信息，请与您的 ScholarOne 客户经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