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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UNICAR 期刊道德准则   

介绍  
Comunicar 认为学术作品中的诚信和学术道德是研究过程所有阶段的基本原则：从最初的研

究设计到最终的出版和传播。本文件旨在整编高质量科学出版物的基本伦理实践，以此帮助

在编辑过程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作者、审稿人、编辑、协会、赞助商和资金来源处）。 
 
Comunicar 接受并同意出版道德委员会 (COPE) 的标准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core-practi-
ces)。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为研究人员实现符合学术道德、诚信和学术责任的作

品提供指导。 
 
 
研究人员的诚信  
Comunicar 的道德诚信原则要求在科研的所有阶段、领域和维度都以诚实为原则：研究实践

的周密性，数据的公开及透明性，研究的参与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尊重，以及本道德规范中提

到的其他行为的责任性。 
 

相关意见、疑问、投诉或索赔将根据本准则进行处理，并根据情况下参考 COPE 的指导方针

。如有必要可向 Comunicar 编辑委员会提出所遇到的相关问题，该委员会将根据编辑道德标

准和对涉事方的调解提出建议。 
 
无论与期刊存在何种关系，只要认为本出版物在任何阶段有没有遵守道德准则的行为，均可

直接与主编联系(editor@grupocomunicar.com)。 
 
编辑流程  
Comunicar 将其编辑、学术和专业独立性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不接受公共或私人机构的补贴

或永久赞助，始终努力满足独立的科学标准，反对内部受益行为，并且不涉及政治和商业利

益的承诺，也不受游说团体或特定科学圈的妥协。 
 
我们的编辑过程不会根据作者、编辑或审稿人的个人特征或身份对其进行歧视。我们致力于

在其多个方面整合多样性，确保并徐进编辑过程的每个阶段的包容性和公平性。 
 
编辑委员会反对对我们的编辑、作者和审稿人团队以及参与出版过程的其他人的不当或辱骂

行为。若出现此类行为，编辑委员会有权采取行动保护相关人员。例如，撤回稿件或驳回不

正确或不当的盲目同行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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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审查  
作为培养新评审员的一种方式，我们的出版物接受共同评审。受邀的审稿人可以争取另一位

初级同事的合作来评估稿件以达成培养目的。这便于初级审稿人（必须是博士或正式的博士

研究生）在编辑过程中获得经验和知识，并成为可能和潜在的期刊审稿人。 
 
受邀审稿人可以在稿件中有共同审稿人，只要事先通知 Comunicar 编辑委员会，并由其授权

共同审稿。为此，受邀审稿人必须事先与负责分配评估的编辑沟通。一旦获得批准并完成评

估，审稿人将必须确定共同审稿人的身份，以便向其发放证书。 
 
 
第一作者和共同作者  
Comunicar 意识到第一作者身份和共同作者身份可能会因学科、数量、优先级和格式等原因

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果未指定作者的纳入和优先级指南，我们建议考虑以下原则： 
 

1. 在想法的构思或研究设计、分析的发展或提取数据的解释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2. 在研究过程中以批判性和知识性的方式撰写或审查文章。 
3. 在提交和出版之前批准最终版本。 
4. 事先约定涉及文章的各个方面责任，在随稿件发送的 Cover Letter 的“作者贡献”部分

公开表示参与此次研究。 

 
COPE 就作者身份及其潜在冲突和争议提出了建议和解决办法。我们的出版物以其作为指导，

并维护预先建立的作者身份转移协议（例如，ORCID，或“作者贡献”的固定部分），这有助于

提高作者贡献的透明度和道德规范。 
 
剽窃  
剽窃，被理解为使用未经第三方同意使用其想法、文字、数据或材料。剽窃可以为多种

形式，包括文本、插图、音乐、计算机代码、从网页下载的材料、其他手稿或数字媒体

，以及未发表的材料（课程、演示文稿和灰色文献）。 

 
Comunicar 只出版和推广原创、新颖和杰出的作品。因此，我们不接受稿件中出现的抄袭

行为，并对通过 OJS 平台提交的手稿使用专业的反抄袭工具，尤其是 CrossCheck 进行严

格审查。 
 
若稿件内容的剽窃率超标，无论是全部还是部分，都会被系统拒绝。该决定将由定量和

定性的剽窃报告传达，没有重新提交的选择。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不可接受和应受到

惩罚的。 
 
审稿人、作者或其他学术界人士可以提出对抄袭行为的怀疑，编辑委员会将根据 COPE 的
更正和撤稿指南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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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发表和冗余发表  
重复、冗余或自我剽窃出版是指作者多次发表作品全部或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且未认定为

剽窃，但也没有提及对本文的扩展性或互补性有帮助的原始作品。这种做法可能出现在

相同的语言或不同的语言之间。 Comunicar 不承认出版物之间存在的实质性重叠，除非

从编辑的角度考虑，手稿巩固并扩展了学术论文，且得到了原始出版物订阅的出版商的

批准，并且包括对原始来源的引用。我们的读者、审稿人和编辑若有对任何重复或重复

发表的作品的怀疑，可以联系主编 (editor@grupocomunicar.com)，主编会将问题转发给

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将对其进行分析和解决。 
 
当作者向我们的期刊投稿时，他们不得同时将相同稿件投给其他期刊或出版商，或被其

他期刊同意发表或以“OnlineFirst”格式接受。尽管将预印本存放在作者的个人网站或机

构附属于作者的机构存储库中，不会被视为提前或重复发表。作者必须遵守我们关于预

印本文件和在我们平台上维护注册版本的“OnlineFirst”政策。 
 
任何来自论文的手稿都必须按照期刊的作者规定进行修改和撰写。当论文中收集的信息

被引用或文件中介绍的数据和资源被重复使用时，作者必须通过适当引用改编的摘录来

避免自我抄袭。如果论文已由出版商发表并可供公众访问，则应需要获得出版商的许可

才能将其提交给期刊。此信息必须通过平台上的“给编辑的评论(Comentarios al Edi-

tor)”版块通知编辑委员会。同样，希望将其出版物纳入论文的 Comunicar 的作者必须在

答辩前通知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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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或动物研究  
涉及到人类或动物实验的研究必须得到符合国际研究法律标准的伦理委员会批准。 Co-
municar 提倡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和隐私权，参与者的参与必须通过“知情同意”或匿名化

来保证。同样，对儿童和青少年、未成年人进行的影响其隐私或私人空间的调查，必须

得到其父母、监护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正式授权。 
 
数据保护和数字权利保障  
Comunicar 了解、遵守并执行 12 月 5 日第 3/2018 号组织法关于西班牙个人数据保护和数

字权利保障的规定，以及欧洲议会第 2016/679 号条例（欧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

2016 年 4 月 27 日，关于在处理个人数据和这些数据的自由流通方面对自然人的保护。 
 
竞争利益和资助  
Communicar 保证任何已发表手稿的合法性。向期刊投稿的作者将被要求声明任何可能干

扰所提交作品的客观性或完整性的竞争利益，无论是财务、专业、合同还是个人性质。

我们的出版物还邀请任何怀疑已发表作品中存在未公开利益冲突的人向编辑委员会报告

。此外，在适当情况下，作者需要公开声明财务支持，随后在所有已发表的手稿中可以

得到验证（CrossFund）。 
 
诽谤、诋毁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沟通的基础。编辑委员会不批准那些损害个人、团体或组织声誉的虚假陈述

的出版物。我们的编辑委员会将在出版前审查潜在的诽谤文本，并将处理任何与出版物

相关的诽谤指控。 
 
撤稿、更正和提出疑虑  
根据 COPE 指南，Comunicar 编辑委员可以考虑撤回、更正其发表的内容或对其合法性提

出疑虑。如果发现作者有错误，期刊将发表更正。如果发现期刊有错误，则发表勘误。 

若存在非常严重的错误，或对其结果或结论的怀疑，或包含大量或部分抄袭的文章，期

刊保有撤稿权力。 Comunicar 的“OnlineFirst”政策，允许在最终出版后审查和阅读手稿，

并有可能在测试期间进行更正。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Comunicar 才会在认为有必要履行法律义务时从在线版本中撤回稿件

。这包括但不限于怀疑稿件具有诽谤性，违反个人隐私或保密法，受司法裁定，或者可

能对个人健康构成严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稿件将被撤回，并在相应的空白处注明撤

回。 
 
Comunicar 加入了 CrossRef 的 CrossMark 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验证编辑内容的有效和经

过验证的官方版本，列出自发布以来产生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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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像的操作、造假和创建  
当研究数据以图像格式收集或呈现时，作者必须考虑到其有可能会篡改原始作品，扭曲

所获得的结果。 Comunicar 承认此类修改存在的正当理由（匿名、保密、隐私、合法性

等）。但是我们也会明确要求作者尽量避免修改导致伪造结果或歪曲图像。 
 
欺诈性研究和研究不端行为  
如果 Comunicar 知道或怀疑作者的欺诈性研究或研究不当行为，将对其进行核实以确保

期刊的诚信。为此，编辑委员会将与促进审计研究的 COPE 及其他相关机构和组织合作。

任何引入欺诈结果的出版物都将被撤回。详细信息请参阅撤消、更正和提出疑虑部分。 
 
版本和改编  
我们的出版物分布在全球不同学术、文化以及多样背景环境中。出于这个原因，Comuni-
car 有多个国际联合版，其目的为将浏览对学术文章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和作者的机构

数据等翻译为为西班牙语、英语、葡萄牙语、中文和俄语。该过程不修改内容，也不创

造新材料，致力于以不同语言准确出版作品。 
我们有向第三方授予批量许可和附属权利，额外允许在不同的环境、语言和地区复制、

重用或改编我们的内容。但是，如果出版物的完整性、许可版本的准确性或对其作者的

承认受到侵犯，Comunicar 保留拒绝批准该出版物的权利。 
 
透明  
Comunicar 致力于遵循 COPE 学术出版的透明度和良好实践原则，鼓励所有参与编辑过程

的人保持和维护相同的道理。 
 
数据和证据  
Comunicar 提倡与研究相关的数据、代码和材料的透明度和开放性。出于这个原因，我们

要求作者保留其研究证据的准确记录，以验证和复制研究结果，以便可以根据合理的要

求提供和访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作者： 
1. 将证据存放在允许与第三方共享的适当存储库或存储位置。 
2. 描述可用于测试的数据证据的位置。 
 
此外，我们的出版物还为作者提供了通过外部工具和平台发表其相关数据材料的可能性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这些数据必须在初始提交阶段匿名进行同行盲审。 
 
记录完整性  
Comunicar 保持一份包含已发表手稿（元数据）的文档记录，存放在不同的国际门户网站

中。此外，该期刊有一个内部注册系统，用于在 OJS 3 平台上与完整历史记录的所有收到

的手稿（拒绝、拒绝、评估和发表）的沟通。尽管是内部机密信息，但可以查阅或访问

这些信息，以防出现与利益冲突、学术诚信，或当前法律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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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属关系  
Comunicar 承认作者对其所代表的和受到赞助的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不允许在署名中有双

重从属关系，以避免机构从属关系欺诈。作者有权声明他们的主要机构，因此，他们的署名

必须是支持先前研究和手稿写作过程的。 
 
承诺  
Comunicar 敦促参与期刊编辑过程的不同人员遵守一系列承诺。 
 

作者  
 原创性和反剽窃：作者应保证发送给本刊的手稿是原创作品，不包含其他作者的

部分作品或已经出版的作品片段。此外，作者还应确认数据的有效性，保证原始

数据未经擅自篡改用以证明其研究假设。 
 

 多处出版/重复出版：作者不应该在超过一本科学期刊上重复发表相同结果的文

章。从道德上讲，同时向多个科学期刊投稿应受到谴责。 
 

 出处清单：作者必须从始至终正确地标出文章中提到的出处和材料。 
 

 著作权：关于手稿的著作权，作者应确保在文章中将所有在研究课题上作出突出

贡献的人员包括在内，无论是在提出和规划研究课题上还是在诠释和撰写研究结

果上。同时，还应根据作者的责任大小和参与程度对其进行排名。 
 

 著作权：关于手稿的著作权，作者应确保在文章中将所有在研究课题上作出突出

贡献的人员包括在内，无论是在提出和规划研究课题上还是在诠释和撰写研究结

果上。同时，还应根据作者的责任大小和参与程度对其进行排名。 
 

 获取和保存：如果编辑认为有所需要， 文章作者还应提供研究依据的来源或数据

，这些来源或数据应在文章发表后保留一段时间可供访问。 
 

 利益冲突和公布：所有作者都必须明确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研究结果或提案

的利益冲突。作者还应标明任何对文章所发表的研究课题或项目有关的资助。 
 

 发表文章中的错误：当作者发现文章中存在重大错误或不准确之处时，必须立即

通知期刊编辑，并向他们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便在同一文章的底部列出相关

更正。 
 

 责任：所有作者对其所写内容负有责任。此外，作者还承诺考虑到知识的不同流

派，对所分析的主题进行最相关，最重要的科学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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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对编辑决策的贡献：同行评审是一个既可以帮助编辑决定是否出版所收到的文章

，又可以帮助作者完善其文章科学贡献的程序。审稿人应恪守对文章进行客观诚

实的评审并提出有建设性和批判性评论的承诺，在其知识领域内对文章的学术质

量和撰写质量进行审查。 
  

 守时：如果审稿人认为自己无发胜任要审查的主题或者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

估，应立即通知编辑。审稿人须承诺在截止日期之前对作品进行尽快评估。Co-
municar 期刊出于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对待处理手稿的评估时间有严格规定

限制。 
 

 机密性：被分配的每份手稿均视为机密。因此，未经编辑明确同意，不得与他人

讨论这些文本。 
 

 客观性：同行评审以客观的形式进行。对稿件质量的判断不应掺杂任何个人因素

。审稿人必须提供合理的评分依据。审稿人应根据 Comunicar 评审流程和审稿人

公共准则提交完整的评论报告，并带有适当的参考信息，特别是所审稿件被拒的

情况下。若审稿人发现作品的大部分内容已在他处出版或已在他处处于审稿过程

中，则应通知编辑。 
 

 文字显示：审稿人承诺详细标明可能被作者遗忘的参考书目。若手稿与其他出版

作品有相似之处或重叠之处，审稿人也必须告知编辑。 
 

 利益冲突和信息泄露：机密信息或在同行评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应被视为不可泄

露信息，不能将其用于个人目的。只有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审稿人才可以

考虑审阅该手稿。 
 
编辑  

 出版决策：编辑确保选择最具资格的审稿人和专家来对作品进行准确专业的评审

。为了确保在审阅过程中更具客观性，Comunicar 为每篇稿件指派 10 至 15 名审

阅者。 
 

 公正：编辑仅根据内容的科学性评估提交的文章，不得因作者的种族，性别，性

取向，宗教，族裔，国籍，政治观点等对其有任何歧视。 
 
 

 保密：除作者，审稿人和编辑外，编辑及其他工作成员应承诺不向其他人透露与

提交文章相关的信息。编辑和编辑委员会应承诺遵守对手稿及其作者和审稿人的

保密原则，确保匿名审稿。 
 



 

 

Vers. CO-2020-01-ES-Codigo-Etico · www.revistacomunicar.com 

 利益冲突和信息披露：编辑应承诺在未经作者书面同意情况下，不得在自己的研

究中使用提交文章的研究内容。 
 

 守时：编辑有责任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已接收文章的审阅和出版，以保证对

研究结果得到及时传播。其中应承诺遵守文章发表的截止日期（从同行评审平台

上收到稿件之日起，最多 30 天对其进行接受/拒绝的评估; 从专家科学评审开始之

日起，最长 90 天对稿件进行审阅）。此外，手稿如果未被发表将不会被无限期纳

入候选名单中，除非因时间原因应发表的手稿未能及时出版于下一期期刊。这样

做是为了避免《 Comunicar》在候补名单上积压过多的稿件。 
 

 
Comunicar 期刊同意 COPE 的道德准则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code-cond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