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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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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３１００２７杭州市浙大路３８号，Ｅｍａｉｌ：ｊｚｕ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２）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理学院，３１００１８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２号大街３号路口

摘　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是目前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之一。本文阐述了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系统处理
稿件的流程，并结合《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近两年来的使用体会，比较了此自动化系统与传统的Ｅｍａｉｌ处理稿件方式的差
异，并总结其特有的优越性。同时简要介绍和比较了其他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如 Ｍａｇｔｅｃｈ，Ｏｐ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等。
关键词　　科技期刊　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

１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为稿件的处理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摒弃传统的纸质信件而用 Ｅｍａｉｌ处理稿件对出版行业的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今自动化的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的

使用，又带来了新的飞越，它为出版业无纸化创造了条件，符

合低碳经济的要求和潮流；它可以在有网络的地方随时使

用，快速简单，并且其高效的投稿审稿流程极大地满足了作

者，编辑，审稿人和出版者的需求和期望。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知名期刊采用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

根据 ＭａｒｋＷａｒｅ的报告，Ｏｐ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Ａｒｉ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及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ｎｅ）
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三种投稿和审稿系统［１］。截至２００９
年６月，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已经被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Ｍｅｔａｌｓ，ＡＳＣＥ，ＡＭＳＵＳ等１５０多家学会，大
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商的 ３３００多家学术期刊使用［２］；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已被２３０余家学会和出版社、２，７５０种期
刊使用［３］。

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所具有的优越性是传统的纸质信

件或者Ｅｍａｉｌ稿件处理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它对科技期刊更
快更好地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浙江大学学报（英文

版）》于２００７年９月开始使用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经过两年多
的使用，我们对此系统的处理流程及潜在理念有了一定的理

解，鉴于目前国内研究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不多，我们特此

抛砖引玉，对此系统作初步的介绍，期待与同行进一步

探讨。

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的稿件处理流程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在１９９０年推出之时只是作为一款单纯
应用软件用于稿件追踪，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２００１年起
它被移植到Ｗｅｂ上作为一个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服务器－客户
端，简称 Ｂ／Ｓ）远程系统使用，其主服务器设于德国及英
国［２］。依投稿到发表的流程，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将角色分为
作者（Ａｕｔｈｏｒ）、编辑（Ｅｄｉｔｏｒ）、审稿人（Ｒｅｖｉｅｗｅｒ）和出版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四个类型，其中 Ｅｄｉｔｏｒ又细分为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编辑部）及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主编）。稿件处理过程中涉
及的数据，如作者的原始和修改稿件、审稿人的意见、主编的

决定等在上传到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服务器后以网页链接形式
出现。

作者在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网站上注册并投稿成功以后，
编辑部以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角色登录处理。如图 １所示为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最主要的功能，即接收新投稿及修改稿的
“Ｅｄｉｔｏｒ‘ＴｏＤｏ’Ｌｉｓｔ”区域。编辑部对此稿件初审后执行相
应的操作，若其通过初审，则将此稿件分配给“Ｅｄｉｔｏｒｉｎ
Ｃｈｉｅｆ”，同时系统自动生成稿件编号。

图１　编辑部的“ＥｄｉｔｏｒＴｏＤｏＬｉｓｔ”区域

　然后主编以“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角色登录。图２所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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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编的主要工作区域

图３　审稿人的主要工作区域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的主要工作区域。由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Ｏｆｆｉｃｅ分配过来
的稿件出现在“Ｎ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中，此时主编可以选择将此
稿件分配给各学科方向的编委，或直接邀请审稿人。在执行

相应的操作后，系统发邀请函至审稿人的电子信箱，信中包

含该稿件的摘要及审稿人登录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所需的用户
名及密码，并不包含文章的附件。

随后审稿人接收到邀请函并登录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审稿
人主界面。此界面极为简单，审稿人只需点击其中的“Ｎｅｗ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即可查看或下载稿件并选择是否应审，最
终的审稿意见也通过此界面直接提交到系统服务器（图３）。

审稿人提交意见成功后，主编在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ｅ”条目下（如图２）可查看该文章的
审稿意见并做出接收，修改或退稿的决定。若接收该稿件，

在“Ａｌｌ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Ｅｄｉｔｏｒ’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中将稿件的“Ｆｉｎ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设置为Ａｃｃｅｐｔ后，此稿件最终出现在出版者的主
界面下，至此，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完成了一份稿件从投稿到录
用的全过程。

３　与Ｅｍａｉｌ稿件处理流程的差异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于 ２００７年使用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我们比较了其较之 Ｅｍａｉｌ处理方式的差异，总结了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特有的优越性。

图４　某稿件所有的送审和备用审稿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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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作者在投稿后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稿件的状态，如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ｅｃｋ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ＷｉｔｈＥｄｉｔ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Ｉｎｖｉ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ｃｃｅｐｔ／Ｒｅｊｅｃｔ等，无需再向编

辑部查询。

（２）对于编辑部来说，更明确了各个角色的责任，极大地

提高了效率，总计可节约２５％ ～３０％的稿件处理时间［１］，完

全实现了投稿、审稿过程的无纸化自动化操作。若按传统的

Ｅｍａｉｌ方式，编辑部必须手动记录每一份投稿的基本信息及

其送审过程和回应情况，这需要做大量的文档管理工作。但

在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中，每份稿件会被自动编号，并做成一个

条目出现在主界面中，该条目列出了稿件的基本信息：稿号，

文章类型，标题，作者，投稿日期，状态日期，目前状态及编辑

决定。点击条目中的各个链接可轻松查看各种详细信息，如

整篇文章，历史记录，送审明细等。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送审时可根据期刊的实际情况选择送几

位审稿人，如希望由三份意见确定稿件的录用与否，则选择

三位审稿人直接送审，并另选几位作为备用审稿人（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ｒ）。若某位审稿人拒审，系统会自动从备用审稿人中

按顺序邀请下一位，无需编辑执行任何操作。另外编辑还可

以预设审稿期限，当某审稿人超过期限无回音时，系统自动

将其去掉（Ｕｎｉｎｖｉｔｅ），并从备用审稿人中再选一位送审。若

备用审稿人都已邀请完毕但仍未达到三人应审，Ｅｄｉｔｏｒｉｎ

Ｃｈｉｅｆ的主界面会出现提示。我们认为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的送

审功能最为有效，它极大地加快了编辑与审稿人之间的信息

交流速度，保证了大多数稿件在第一时间有审稿人应审，这

也是Ｅｍａｉｌ处理稿件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如图４是某稿件所

有的送审和备用审稿人的状态。

（３）对于审稿人来说，友好简便的界面一目了然，使用方

便。审稿人的邀请函中会自动添加该文章的摘要以及审稿

人登录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将拒审

或应审的决定以网页链接形式出现。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支持

审稿人下载和批注作者的文件，然后直接上传至系统即可。

相对于Ｅｍａｉｌ处理方式，审稿人对使用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

的期刊有相对较高的信任度，应审几率增加。

（４）信息交流速度加快。每个角色的用户在注册时都需

填写Ｅｍａｉｌ地址，当某份稿件的处理需要下一个角色参与时，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会即时发信至相应的用户邮箱，提醒该角色

登录执行操作。信件的内容可由上一个角色设定或由系统

默认，系统默认信则提示了该角色需要完成的任务。该角色

完成操作后，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会立刻更新稿件的实时状态。

（５）强大的提醒功能（Ｒｅｍｉｎｄｅｒ），保证了稿件处理的时

效性，降低了编辑及审稿人工作的失误率，提高了工作效率。

撰写、发送和跟踪信件是非常重要却又很费时的工作。

图５　Ｒｅｍｉｎｄｅｒ功能的界面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的提醒功能应运而生（如图５所示），它可

以生成和发送电子邮件来分派任务给作者、编委和审稿人，

极大的减轻了工作负荷。它的提醒功能十分丰富，而且编辑

部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创建和编辑多种信件模板。在给作者

或审稿人写信时，编辑可将个人设定的或稿件特定的信息自

动加入信件中。此外，它还具有强大的批处理功能，可以把

满足搜索条件的稿件一起找出来群发，若使用 Ｅｍａｉｌ处理方

式，即使使用专门的邮件处理软件也很难办到。

（６）生成统计报表（Ｒｅｐｏｒｔ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考虑到了期刊编辑部对数据收集的需

求，它能够统计所有稿件的状态并生成汇总报表，同时可以

编制搜索项，生成自定义的任务列表和进度报告，以便编辑

部清楚当前所有稿件的情况，找出瓶颈来改进工作流程。

图６为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可生成的报表种类。

相比Ｅｍａｉｌ处理方式，使用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对于研究和

总结我刊统计数据更为快捷和准确。如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在

Ｅｄｉｔｏｒｏｆｆｉｃｅ主菜单中，根据“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这一

栏目里的统计数据“接收（Ａｃｃｅｐｔ）（３２１），退稿（Ｒｅｊｅｃｔ）

（８８３），移除（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２９）”，可以轻松地计算出文章的

通过率为 ３２１／（３２１＋８８３＋２９）＝２５．８％；又如，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可对审稿人，主编等的绩效生成详细的统计报告。

表１为我刊使用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两年来（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日），所有审回稿件的审稿人的绩效报告。
表１　所有审回稿件的审稿人的绩效报告

平均回应

时间

（天）

平均审回

时间

（天）

上传

及时

者

上传

延迟

者

平均延迟

时间

（天）

审稿人 ５．７８ ２７．０３ １２８１ ９１８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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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包含审稿人绩效报告中的部分数据



图６　Ｒｅｐｏｒｔ功能可生成的报告种类

４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使用中的问题

有一小部分作者因不熟悉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投稿不成

功，多为在将稿件打印为ＰＤＦ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他们发

现在打印ＰＤＦ过程中一直不能出现下一步操作的确认页面，

有的甚至是完全空白的界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多。

首先考虑到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的服务器是在国外，作者投稿

使用的国际网络速度不能太慢；由于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等可

能阻止打印完成的ＰＤＦ文件，所以电脑系统的安全级别不能

设置太高；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扫描每个上传的文件，被病毒感

染的文件将被删除。此外，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默认稿件在通讯

作者账号下，若投稿作者将自己的导师等设置为通讯作者，

则其主菜单显示稿件不存在，稿件被转移至通讯作者账号

下，这也许与国内外作者的不同习惯有关。

目前很多出版物是收费的，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暂时没有此

项功能。但Ａｒｉｅｓ公司根据各出版商的需求，于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３日发布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ｒ（简称ＣＭ）的测试第二版，用

于付费并可使用信用卡。此ＣＭ系统可以无缝地与投稿，审

稿，及出版流程结合使用，用于收取审稿费，版面费，开放使

用费，彩图费，再版费用等［２］。相信 ＣＭ投入使用后将为出

版商收费带来很大的便利［２］。

５　其他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

本文还比较研究了其他几种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如广

泛使用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ｎｅ）等。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ｎｅ．ｃｏｍ）可以为学术期刊、书籍

和会议提供全面的工作流程管理系统。其基于 Ｂ／Ｓ的应用

让出版商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投稿、同行评审、出版和发行流

程，提升他们在作者中的形象，缩短关键科技数据的面市时

间，降低基础架构成本［４］。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学会、

学术期刊选择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ｐ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等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作为他们处理在线投

稿和同行评审的工作流平台。这些系统配置良好，功能完

善，其图形界面和步骤提示让作者、审稿人和编委都能轻松

上手，并且各大公司密切参与项目实施和培训，免去了编辑

部在系统配置和维护上的担忧［４］。

在中国，不少软件公司开发了各自的网络投稿和审稿系

统。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超过６００种期刊采用了北京玛格泰

克（Ｍａｇｔｅｃ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科技期刊远程审稿系

统［７］，３００余家期刊使用了北京勤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

的编辑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９］。这两款商业化的专业软件

功能较为完善，不断推出新版本，以期满足不同风格期刊的

需求，并且日常维护及系统升级服务也较为及时和周到。还

有一些自主研发的软件，根据某个特定的期刊及其处理稿件

的模式而量身定做，实用性强且使用费低，但却存在着技术

和系统功能上的一些缺陷，比如有的系统注册繁琐，有的运

行不稳定等［５，６］。

表２比 较 了 Ｍａｇｔｅｃｈ，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ｐ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等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他们

有各自的特点和风格，比如Ｏｐ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的功能极为

强大，但是使用起来可能会感到比较复杂。编辑部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和需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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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期刊使用Ｍａｇｔｅｃｈ，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Ｏｐ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及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等网络投稿和审稿系统的比较［４，６～１１］

Ｍａｇｔｅｃｈ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 Ｏｐ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Ｃｅｎｔｒａｌ

作者

处理

稿件

编辑部处

理稿件及

期刊管理

同行评阅

系统维护

是否支持中文 中英文均可 不支持中文稿件，但有中文的

提示操作说明

支持多种语言，包括简繁

体中文

不支持中文

文件类型 ＭＳＷｏｒｄ、

ＡｄｏｂｅＰＤＦ等

ＭＳＷｏｒｄ、ＡｄｏｂｅＰＤＦ等，支持

视频和音频文件，也可从美国

洛斯阿拉莫国家实验室上传

ａｒＸｉｖ文件

纯文字、ＭＳＷｏｒｄ，Ａｄｏｂｅ

ＰＤＦ，ＬａＴｅｘ，ＲＴＦ，支持视

频，音频，幻灯片等

ＭＳ Ｗｏｒｄ，ＡｄｏｂｅＰＤＦ，

ＬａＴｅｘ，支持视频，音频等

进度查询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图片质量检查
Ａｒｔｗｏｒｋ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ｈｅｃｋ（ＡＱＣ）

工具

可以 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ＴＭ对图片进

行印前检查

组织跟踪通信 可以 多个信件模板，并有历史记录 信件，审稿意见，文稿修

改等存于资料库中

撰写、发送和跟踪信件

费用处理及电

子商务

处理审稿费和

版面费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ｒ提供费用

管理功能

免费 不涉及稿件费用的管理

在线出版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对系统生产的 ＸＭＬ和

ＰＤＦ文件修改格式，用以

即时出版

订阅及通告 在线订阅系统 － 图书馆通告功能 －

在线审稿 是 是 是 是

批注文件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服务器 自购 德国，英国 自购 美国

系统费用 可一次性买断，

上门安装，调试

及培训

自付 免费，由加拿大政府资助 不能买断，初装费约６０００

美元，每处理一篇文章收

取１６美元

６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期刊

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特别是英文科技期刊，将会拥有越来

越多的国际作者及国际审稿人。这也对使用网络投稿与审

稿提出了要求。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等网络投稿与审稿系统的

卓越的功能拉近了作者，编辑，审稿人，出版者之间的距离，

有效地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沟通，为缩短期刊出版周期提供了

先决条件，对科技期刊网络化国际化数字化起着非常重要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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