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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格式简介
在此版本中，我们将会推出一些新的模板、样式和标签；此外，我们还会通过一些其他
方式，向您告知与产品更新相关的信息。请查看下面的示例，了解采用新格式的发行说
明。欢迎您向我们提出反馈和建议：s1updates@clarivate.com。

简单概要：对发行项目进行
注释/提示框：侧边栏文本会
对术语和上下文提供额外的
解释说明，以及用户需要了
解的相关提示。

简短的非技术性说明，重点
介绍相关功能或内容能够为
用户和公司业务带来的价

用户：用醒
目的颜色进
行标注，这
样一眼就能
看出哪些用
户会受到影

所需的操作：明确说明启用该
功能需要执行的步骤。

详细信息与配置：为需要了解相关
详情的用户和/或有权配置新功能或
增强功能的用户，分别提供相应的
详细解释和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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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ScholarOne 产品团队积极投入，持续在安全、性能和用户体验等方面进行升级。以下各项是
我们在此版本中，对平台和工具进行的主要改进，以及一些关键缺陷修复和优化。
本文档还提供了有关默认配置值的相关信息，以及配置每个功能的说明。请注意，为了让您
的用户从新功能中获益，必须先由管理员或 ScholarOne 代表激活某些功能；有关权限或配置
的问题，请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
我们建议您，将工作流程方面的变化告知所有受影响的用户。

如果您对本版本中的任何功能或内容有疑问，请联系 ScholarOne 产品支持人员，电子邮件地
址为：s1help@clarivate.com。

版本 4.25.1 更新
1. 日历邀请
术语说明
“iCal”是指具有 .ical 扩展
名的文件，文件中包含预
先格式化的事件，可用于
常用的日历程序。

添加了在电子邮件模板中包含日历邀请的功能。利用这一新功能，可以将 iCal 文件附加到与任务
相关联的电子邮件中，从而帮助审稿人、作者和期刊工作人员保持内部流程及时、正常运行。

用户
编委

管理员

其他相关方
审稿人

作者

所需的操作
无。日历邀请功能将自动显示在电子邮件模板配置页面中。有关使用此功能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配置说明。

详细信息与配置
要使用此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在“管理员中心/配置中心”，选中电子邮件模板配置页面
上的 iCal 框，并在配置的电子邮件模板中包含下面列出的至少一个标签。此时，日历事件会附
加到电子邮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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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Cal 事件保存到最终用户的日历中时，此 iCal 事件将显示为全天透明事件（即用户仍将
显示为可用）。系统将会在截止日期前 12 小时和 6 小时分别发送一次提醒通知。 如果
iCal 包含多个标签，则会为最终用户生成多个事件。
下面详细介绍了标签详细信息和事件副本的格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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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标签 = ##作者_到期_日期##
a.

iCal 主题：[与电子邮件主题相同]

b.

附件名称：作者到期日期 <JOURNAL_NAME>

c.

iCal 正文内容：
任务即将过期。请登录以下网站来完成您的任务。
期刊名称：<JOURNAL_NAME>
期刊 URL：<JOURNAL_URL>
稿件标题：<MANUSCRIPT_TITLE>
稿件 ID：<MANUSCRIPT_ID>

使用的标签 = ##评审_任务_到期_日期##
a.

iCal 主题：[与电子邮件主题相同]

b.

附件名称：评审到期日期 <JOURNAL_NAME>

c.

iCal 正文内容：
任务即将过期。请登录以下网站来完成您的任务。
期刊名称：<JOURNAL_NAME>
期刊 URL：<JOURNAL_URL>
稿件标题：<MANUSCRIPT_TITLE>
稿件 ID：<MANUSCRIPT_ID>

使用的标签 = ##_任务_到期_日期##
a.

iCal 主题：[与电子邮件主题相同]

b.

附件名称：任务到期日期 <JOURNAL_NAME>

c.

iCal 正文内容：
任务即将过期。请登录以下网站来完成您的任务。
期刊名称：<JOURNA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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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URL：<JOURNAL_URL>
稿件标题：<MANUSCRIPT_TITLE>
稿件 ID：<MANUSCRIPT_ID>
4.

5.

使用的标签 = ##约稿选题_受邀投稿_截止_日期##
a.

iCal 主题：[与电子邮件主题相同]

b.

附件名称：作者到期日期 <JOURNAL_NAME>

c.

iCal 正文内容：
任务即将过期。请登录以下网站来完成您的任务。
期刊名称：<JOURNAL_NAME>
期刊 URL：<JOURNAL_URL>
稿件标题：<MANUSCRIPT_TITLE>
稿件 ID：<MANUSCRIPT_ID>

使用的标签 = ##主题_受邀投稿_截止_日期##
a.

iCal 主题：[与电子邮件主题相同]

b.

附件名称：主题截止日期 <JOURNAL_NAME>

c.

iCal 正文内容：
任务即将过期。请登录以下网站来完成您的任务。
期刊名称：<JOURNAL_NAME>
期刊 URL：<JOURNAL_URL>
稿件标题：<MANUSCRIPT_TITLE>
稿件 ID：<MANUSCRIPT_ID>

2. 密码字段改进
提示
为进一步解决登录问题，
我们最近为期刊登录页面
提供了建议的可选文本。
请联系
s1updates@clarivate.com
获取此信息。

为简化密码的更新和保存过程，用户现在可以将新密码复制并粘贴到“创建新密码”页面上
的两个密码字段中。另外，实施这项更改之后，密码管理工具还可自动填写 ScholarOne 登录
页面上的相应字段。

用户
全部

所需的操作
无。此功能已自动部署。

4

ScholarOne Manuscripts v4.25.1 发行说明

3. 投稿预填工具（Beta 版）更新
术语说明
“Beta”是指软件开发过
程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产品已接近完成，
但仍在积极开发当中。推
出 Beta 版的目的在于，在
发布最终版本之前，能够
收集用户对产品的反馈。
对于“投稿预填”和“文
档分析”工具，我们希望
通过 Beta 版的测试期，与
用户进行实时交互，以便
进一步训练为每个功能提
供支持的 AI。

“投稿预填”工具在 v4.25 中推出并持续进行开发；在此版本中，我们增加了以下功能：在关
联到现有帐户时会预填作者和共同作者信息；改进了与机构的链接（修复了一个缺陷：之前，
机构地址的每一行都被识别为一个单独实体）；以及当提取的作者信息与现有帐户的信息不同
时，会显示一则提醒。该工具将继续更新，预计将在 v4.26 中发布非 Beta 版的完整版本。

用户
作者
所需的操作
无。所有更新都已自动包含到该工具中。在您探索此新功能的过程中，欢迎继续向
s1help@clarivate.com 发送您的使用反馈。

详细信息与配置
除了不断改进为此工具提供支持的 AI 之外，此版本还进行了以下更新：
•

•

关联到现有帐户时，会预填作者和共同作者信息
o

如果用户包含其电子邮件地址，并且该电子邮件地址已绑定到网站上存在的某个
帐户，则该用户的帐户将会填充相关作者步骤。另外，

o

如果用户在上传的稿件中包含共同作者的 ORCID iD，并且该 ORCID iD 已绑定到期
刊上存在的某个帐户，则该用户的帐户将填充相关作者步骤。

改进了机构链接
o

•

导入信息/帐户信息不匹配的提醒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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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了机构地址每个部分都被作为一个单独实体提取的缺陷。为减少错误提取次
数，我们还围绕机构数据提取开展了其他相关工作。

在“作者和共同作者”页面顶部添加了提醒，当提取的作者信息与现有帐户的信
息不同时会显示此提醒。出现这种不匹配的情况时，系统将显示所提取的信息，
并向投稿人显示以下提醒：“注意：请核实以下作者信息。提供的姓名可能与帐
户信息不一致。”

提醒

文档分析工具（Beta 版）更新

4.25 版本中推出了“投稿
预填”和“文档分析”工
具（Beta 版），默认情况
下，这两个工具被设为禁
用。要启用这些工具并了
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技术
支持人员。

该工具在 v4.25 中引入，借助此工具，作者和编委能够通过 AI 工具查看稿件中发现的关键句
子和关键词。不仅如此，此工具还能帮助作者根据相应的期刊要求调整他们的投稿作品，并
帮助期刊对收到的投稿进行筛选，挑选出符合期刊要求的稿件。通过使用此工具，能够在将
稿件分发给审稿人之前，先确保稿件/期刊符合相应要求，从而节省了投稿和同行评审的时
间。在 4.25.1 中，我们为这些工具和副本进行了许多后台方面的改进，以期使用此工具时，
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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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进了中文和日文字体的渲染支持
为改进转换系统对中文和日文字体的渲染，我们添加了大量字体来提高替换质量。这些新字
体包含的间距与中文和日文字体所用间距更接近，这样在渲染的 PDF 中，每行的长度会比较
一致。

用户
全部
所需的操作
无。这些字体将根据投稿中的字体自动进行替换。
详细信息与配置
我们的转换系统中添加了以下字体：
•
•
•
•
•
•
•
•
•
•
•
•
•
•
•
•
•
•
•

宋体
仿宋
明体
黑体
楷体
Mincho Family
MS-Mincho
MS-PMincho
YuMincho-Regular
YuMincho-Demibold
Yumincho-Light
Gothic Family
MS-Gothic
MS-PGothic
YuGothic-Regular
YuGothic-Light
YuGothic-Medium
Hiragino Kaku Gothic Pro
Meiryo

5. 添加了用户帐户更改的通知
为了帮助外部/发布商平台能够同步最新内容且符合 GDPR 要求，我们在用户帐户级别添加了
API 通知，因此，当用户帐户发生更改或被删除时，外部系统便能收到相应的提醒通知。

用户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要接收这些通知，您必须是 ScholarOne Web 服务的客户，并且可以联系技术支持
部门以便为您的帐户启用和配置这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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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与配置
作为 ScholarOne Web 服务平台的一部分，这些通知可以使集成的外部系统实时同步对 ScholarOne
帐户所做的更改。所做更改包括以下信息的更新：姓名、电子邮件地址、所在单位，等等。
此外，我们还添加了一个与帐户删除相关的特别通知，这样当帐户被删除时，外部系统能够
通过 ScholarOne 符合 GDPR 要求的平台，立即收到相应的提醒通知。

6. 更新了校样中基于文献的标签
在 v4.24 中，ScholarOne 在校样中添加了基于文献的标签，允许期刊在稿件校样中添加自定义问
题回复。在此版本中，ScholarOne 对这项功能进行了更新，使投稿组可以独立配置该功能。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此选项现位于“投稿配置”页面上的特定“投稿组”下，可供使用。（注意：
需要具备客户/完全配置权限）

详细信息与配置
有关校样中基于文献的标签，可参阅我们之前在 v4.24 发行说明 中提供的相关说明。

主要缺陷修复和功能优化
注意
ScholarOne 在每次新版本发
布之前都会部署许多补丁和
修补程序，以确保能够持续
改进用户使用平台的体验。
其中许多补丁和修补程序是
由内部团队主导，用于优化
各种处理过程，因此不会影
响工作流程。但是，如果您
对这些更改有任何疑问，请
联系技术支持人员。

•

可在高级稿件查询中搜索自定义问题
o

•

添加了适用于投稿作者的电子邮件标签
o

•

修复了自动换行问题，该问题影响了 Chrome 浏览器中对话工具的显示。

添加了适用于密码重置工作流程的功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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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了一个新的电子邮件标签 ##个人信息_投稿_作者_电子邮件##，该标签
仅解析为稿件投稿作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在 ScholarOne 中，投稿作者是指最
开始以草稿形式进行投稿，并负责之后完成该稿件的用户。此标签将会简化
与投稿作者的通信流程。

改进了 Chrome 浏览器中对话工具的显示
o

•

解决了“高级稿件查询”的问题，用户之前因为该问题而无法根据处理意见
表单上针对自定义问题提供的回复来搜索稿件。

解决了已启用 ORCID SSO 的网站上的一个处理问题，这样用户在“重置密
码”屏幕上键入 Enter 键（而不是单击“继续”）时不再收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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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发行
注意：发行日期可能会有所变化
•

•

•

8

延期时的约稿选题受邀投稿日期
o

修复了以下问题：当审稿人的审稿日期延期时，约稿选题受邀投稿截止日期
会更改为与之相同的日期。

o

预计发行日期：v4.26，2019 年第 4 季度

新增用于文档分析的 Widget
o

计划在“文档分析”屏幕上额外添加两个 Widget。

o

预计发行日期：v4.26，2019 年第 4 季度

更新 Ringgold 时会保留现有地址信息
o

如果用户或管理员更新了未关联的 Ringgold 条目，则不会再自动删除街道地址。

o

预计发行日期：v4.26，2019 年第 4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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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Heid
出版与协作部门产品主管

Greg Kloiber
ScholarOne 高级产品经理

Sven Molter
ScholarOne 产品经理

Stephanie Lovegrove
数字参与和内容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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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ScholarOne 产品支持人员
s1help@clarivate.com
联系电话：888 503 1050（美国）或
0800 328 8044（英国）
星期一 - 星期五，凌晨 12:00 - 晚上 8:30（美国东部时间）
webofsciencegroup.com

关于 Web of Science Group
Web of Science Group 是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旗下公司，致力于收集和整理全球科研信息，推动
学术界、企业、出版商和政府机构的研究步伐。公司旗下产品 Web of Science 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中
立引文索引和科研情报平台。公司其他知名品牌还包括 Converis 、 EndNote 、 Kopernio 、 Publons 、
ScholarOne 和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ISI 是 Web of Science Group 的“大学”，其内容包
括各种引文索引和相关信息以及分析内容与服务，构成了研究信息领域的一个多学科文献资料数据
库；它通过外部的各种学术活动、会议和出版刊物向公众传播知识，并包含各类研究信息来维护、扩
展和改进其数据库。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ebofsciencegroup.com。
© 2019 Clarivate Analytics.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Clarivate Analytics 事先书面许可，禁止复制或重新分发
Clarivate Analytics 内容，包括封装或类似方式。Web of Science Group 及其徽标以及此处使用的所有其
他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未经许可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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