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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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出版商团队或 Schola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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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1. 投稿集成：增加了摄取报表通知  
2. API：更新了 getDecisionsCorrespondenceFull  
3. RightsLink：新增了对 OA 协议的支持  
4. RightsLink：出版首选项  
5. RightsLink：优惠代码  
6. 针对转移评审详细信息增加了处理意见自定义问题  
7. 按角色限制对审稿人数量的更改   
8. 更新了“文档分析”的布局   
9. UNSILO：“仍待处理”图标   
10. UNSILO：增加了实时 id   
11. “稿件审核记录”中增加了一个筛选器 
12. 激活了“合并出用户账号通知” 
13. “审稿人精准发现”更名为“Web of Science 审稿人定位器” 
14. 投稿体验反馈 
15. 审稿人体验反馈 
16. 投稿集成：受邀工作流的基础性工作 
 

 
 
 
  

mailto:s1help@clari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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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发行版更新 
 

1. 投稿集成：增加了摄取报表通知  

在“摄取状态报表”中增加了一个名为“通知”的新列，列中带有超链接可以打开弹出窗 
口。这样，“投稿集成”客户即可直接在“摄取状态报表”中，查看来自“通知服务报表”

的内容。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ScholarOne 触发了关于所列摄取操作成功与否的通知后，此列将会包含“查看”链接。  

单击此链接将弹出一个与“通知服务报表”提供的相同的通知详情弹出窗口，其中包含状态、

通知负载，以及所有尝试发送消息的记录。  

如果存在不止一个端点，则打开弹出窗口时，通知将会堆叠。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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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I：更新了 getDecisionsCorrespondenceFull  

在审稿结果通知和作者回复中增加了附加文件的显示，作为“getDecisionCorrespondenceFull” 
的一个部分。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为每个附加文件增加了以下字段，作为“getDecisionCorrespondenceFull”的一部分。 

 

文件信息输出如下所示。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4 

3. RightsLink：新增了对 OA 协议的支持  

增加了对 RightsLink 协议管理器的又一项支持。现在，从投稿开始的整个稿件生命周期内，

RightsLink 都可以通知作者可用的开放存取 (OA) 出版资助。  有关 ScholarOne Manuscripts 中可

用的 RightsLink 更新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发布

的新闻稿 https://www.copyright.com/news-events/press-releases/。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由 ScholarOne 团队配置，详情请咨询您的配置专家。 

 

 

4. RightsLink：出版首选项  

增加了一个可配置选项，可将 publicationModel 映射到 RightsLink 的“其他”字段。凭借这项

对 CCC RightstLink 集成的更新，混合式期刊能够直接向投稿人提供出版首选项。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由 ScholarOne 团队配置，详情请咨询您的配置专家。 

 

管理员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需要一些配置，详情请咨询您平时联络的 ScholarOne 联系人。  

所需的操作 

需要一些配置，详情请咨询您平时联络的 ScholarOne 联系人。  

 

https://www.copyright.com/news-events/press-rel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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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ightsLink：优惠代码  

增加了一项功能，支持在开放存取投稿流程中输入 RightsLink 优惠代码。  借助这项功能，可

向 RightsLink 发送任何自定义问题的答案文本或答案名称。  这样，出版商即可根据需要，将

不同的回复（而不是显示给用户的回复）映射到 RightsLink。 

这项增强功能的第二个价值在于，可将优惠代码自定义问题直接发送到 JSON 文件“additionalInfo” 
区域中预先配置的 RightsLink 数据字段。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由 ScholarOne 团队配置，详情请咨询您的配置专家。 

 

 

 

6. 针对转移评审详细信息增加了处理意见自定义问题  

在“转移评审详细信息”的“查看评审详细信息”弹出窗口中，新增了一个名为“处理意见

自定义问题”的部分。这样，主编即可在接收站点上，查看所转移稿件中关于转移前“处理

意见自定义问题”的答案。 
 

用户 

  

 

管理员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所需的操作 

需要一些配置，详情请咨询您平时联络的 ScholarOne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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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与配置 

在 ScholarOne 中的站点之间转移稿件时，接收站点上的“稿件审核记录”包含一个名为“查

看已转移评审详细信息”的链接。现在，来自发送站点的针对处理意见自定义问题的答案都

包含在转移数据中，可通过“查看已转移评审详细信息”链接找到这些答案。  
 
如果已转移的稿件含有要显示的处理意见自定义问题，则这些问题将以只读格式显示。如果

已转移的稿件不含要显示的处理意见自定义问题，则会显示“未输入自定义问题回复”字样。 
 

 
 

 

 

 

 

7. 按角色限制对审稿人数量的更改 

增加了一项功能，可以按角色限制哪些人能够减少所需的审稿人数量。这项增值功能提高了

期刊的掌控能力，确保稿件收到最低要求数量的评审。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1. 在客户端配置中心中，转到任务配置。 

2. 单击评分任务旁边的编辑图标。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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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增的这个部分中，您可以指示哪些角色有权将稿件的审稿人数量减少到最低阈值以

下。如要限制减少审稿所需人数这项能力，请移除复选标记并单击“保存”。 

无权减少审稿所需人数的用户，可以增加审稿人数然后再减少审稿人数，但审稿人数不得少

于最低阈值。 

在下面的示例中，副主编可将所需的审稿人数从 3 人增加至 5 人，但不得减少到少于 3 人。 

 

 
 

 

8. 更新了“文档分析”的布局 

在“文档分析”小组件所在的同一屏幕上，增加了稿件校样。这项增值功能可以节省时间，

让主编在“技术检查”旁边即可查看稿件。有关“文档分析”以及这项功能如何在一年内节

省主编时间的更多信息，请咨询您平时联络的 ScholarOne Manuscripts 联系人。有关“文档分

析”的更多信息，请查看 4.22 版发行说明  
https://clarivate.com/webofsciencegroup/support/scholarone-manuscripts/release-notes/。 

 

用户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除了与 UNSILO 的协议之外，无需其他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您平时联络的 
ScholarOne 联系人。 

 



8 

详细信息与配置 

• 如果您的期刊已经注册了“文档分析”，则无需其他配置。  

• 现在，稿件校样显示在“文档分析”页面上。“技术检查”小组件位于稿件左侧 

• 要展开“技术检查”，请单击“技术检查”名称。 

• 要从视图中移除稿件校样，请单击“校样”右侧的双箭头图标。 

 
 

• 要将稿件校样添加回“文档分析”页面，请单击相同图标，如下图截屏中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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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UNSILO：“仍待处理”图标 

增加了一个图标，表示证据生成仍待处理。在尚未生成 UNSILO 技术检查的证据报告的情况下，

会出现一个新图标，指示该报告仍在处理当中。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 当 UNSILO 仍在处理信息时，会显示灰色的感叹号图标。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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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处理后，用户可以通过“证据”链接点击进入 UNSILO，相关信息将在该处显示。

 
 

 

 

10. UNSILO：增加了实时 id   

在每个技术小组件中，向 UNSILO 徽标增加了一个 ID，供与产品支持团队讨论结果时使用。 

 

用户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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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与配置 

• “Powered by UNSILO”徽标中包含特定于技术检查小组件的 ID。  

 

• 单击后，用户将收到一条消息，确认 ID 已复制到剪贴板。  

• id 显示格式类似于 realtime-ae1234ce-5bec-67fa-89e0-3a000a18bf46。 

 
 

 

 

 

 

11. “稿件审核记录”中增加了一个筛选器   

作为对有关我们创意平台几项建议的回应，ScholarOne Manuscripts 在“稿件审核记录”中增

加了一个“事件”筛选器，便于更轻松地进行审核。 

 

用户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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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与配置 

• 现在，“稿件审核记录”标题中会出现一个“仅事件”筛选器。  

• 单击后，此筛选器将会从稿件审核记录中移除信件，仅保留与稿件相关的事件。 

 
 

 

 

12. 激活了“合并出用户账号通知” 

在所有 ScholarOne Manuscripts 站点上激活了“合并出用户账号通知”。这项激活为所有 
ScholarOne Manuscripts 期刊的用户增加了一层额外的安全保护。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在所有期刊上，激活了“系统电子邮件”下的“合并出通知”。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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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审稿人精准发现”更名为“Web of Science 审稿人定位器” 

将“Publons 审稿人精准发现”（Publons Reviewer Connect）更名为“Web of Science 审稿人

定位器”（Web of Science Reviewer Locator）。Web of Science™ 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中立于

所有出版商的全球引文数据库。新的产品名称更清晰地描述了系统是如何根据  Web of 
Science™ 中超过 1000 万作者及相关的出版历史记录信息，来溯源和匹配审稿人的审稿建议。  

重新命名只是持续改进 Web of Science 审稿人定位器的其中一个环节。即将推出的增强功能还

包括重新设计的 Web 界面，以及对 AI 查询算法的持续优化。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 将“Publons 审稿人精准发现”更名为“Web of Science 审稿人定位器”。ScholarOne 
审稿人定位器的实例也升级为 Web of Science 审稿人定位器。  

• ScholarOne 工作流内的查询工具标题已从“Publons 审稿人精准发现”更改为“Web 
of Science 审稿人定位器”。  

• 新的 Web 界面取代了可从 ScholarOne 访问的 Publons 审稿人精准发现链接。

 

编委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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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将可以选择通过单击工具标题中的  图标，直接在产品中提供结果反馈。 

 

 

 

 

 

 

 

14. 投稿体验反馈 

在“投稿确认”页面上，增加了一个提交投稿体验反馈的机会。 

 

用户 

  

  

作者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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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与配置 

在“投稿确认”页面上，用户将有机会直接向 ScholarOne 产品团队提供反馈。   

 

 
 

 

 

 

15. 审稿人体验反馈 

在“已提交评分”确认页面上，增加了一个提交审稿人体验反馈的机会。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在“已提交评分”页面上，用户将有机会直接向 ScholarOne 产品团队提供反馈。 

 

审稿人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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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投稿集成：受邀工作流的基础性工作 

增加了一些初步内容，为“投稿集成”中的受邀工作流提供支持。 

 

用户 

  

 

详细信息与配置 

2021 年，敬请期待更多详细信息！有关最新的 API 和通知配置选项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ScholarOne Manuscripts 开发人员帮助页面 
https://clarivate.com/webofsciencegroup/support/scholarone-manuscripts/for-developers/。 

  

管理员 

所需的操作 

无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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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缺陷修复和功能优化 
• 上次修改  

o 如果用户没有账号徽章而您查看了他们的“作者历史”，则“上次修改”信

息会更新为查看“作者历史”的日期。这个问题已经修复，现在，当查看没

有账号徽章的用户的“作者历史”时，“上次修改”日期不会变化。 
• Paypal 待处理的付款  

o 解决了一个不常见的问题：当用户尝试通过 Paypal 付款时遇到错误，导致即

使所付款项已经收到，但稿件仍处于“待付款”状态。 
• PDF 校样问题 

o 解决了以下问题：稿件 PDF 文件与稿件 Doc 文件都被合并到 PDF 校样中。在 
2021 年第一季度发行版中，PDF 校样仅呈现稿件 PDF 文件。 

• 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显示的日期信息不正确 
o 解决了以下显示问题：在某些地方切换到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网站后，日

期格式显示不正确。 
• S1 DTD 缺少稿件标记 

o 在 2020 年第四季度发行版中，S1 DTD 缺少文章元素内的稿件标记。根据 DTD 
变更邮件中所述，2021 年第一季度发行版中包含稿件标记。  

• “未摄取投稿预填文档”错误 
o 解决了以下问题：当列出了某资助者两次但仅显示一个资助编号时，无法摄

取文档。  
• 投稿预填部门名称摄取不正确  

o 修复了以下问题：当同一作者名下出现多个部门时，无法正确摄取部门名称。 
• “用户查询超过 500 次”错误  

o 解决了 ScholarOne 员工被计入查询结果数量统计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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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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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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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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Clarivate 事先书面许可，禁止复制或重新分发 Cla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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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1help@clarivate.com
http://www.webofsciencegroup.com/
http://www.webofscience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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