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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对 ISSN 国际中心来说是富有成效的一年。在这一年，国际中心实现了与四年前 ISSN 国际中心
管理委员会及 ISSN 国际中心成员国批准通过的《2015-2018 战略》相一致的各项显著成果。在连续出
版物的生命周期内，从其创建到保存，诸如 ISSN 等标识对信息的网络传播至关重要。ISSN 国际中心旨
在提高各 ISSN 号的可见性，并鼓励这些 ISSN 号在出版社、图书管理员、内容提供商、摘要和索引服
务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中的重复使用。
ISSN 国际中心推出的各类工具、政策、服务及培训目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今年，国际中心开放了新
的 ISSN 门户、开通新的传输托管服务、与 ISO 签订了《注册机构协议》并改进了有关 ISSN 注册及
ISSN 分配的销售政策。
《2015-2018 战略》设定了 ISSN 国际中心六大战略目标，2018 年，这些目标的进展情况如下：
目标 1：通过与现有各 ISSN 国家中心的沟通、提供咨询及培训支持， 提升 ISSN 网络（ISSN Network）
的运营。
2018 年展开了各地区培训及介绍会，有效促进了各成员国代表之间的合作和直接互动。该项目将在
2019 年继续开展。
2018 年选举组成了新一届 ISSN 国际中心管理委员会，管理期为两年。在差旅补贴政策的支持下，新一
届的管理委员会鼓励更多成员国的参与，因此在人员组成上更加多元。管理委员会的现任成员由来自欧
洲成员国的四名代表及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北美成员国的各两名代表组成。
在线内容提供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版本，实现了信息服务的兼容并蓄。ISSN 国际中心官网现支持六种
语言的信息服务。新 ISSN 门户及外网现可提供法语、西班牙语界面。阿拉伯语、汉语及俄语界面将于
2019 年付诸实施。
目标 2：通过提升数据、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宣传和推广 ISSN。
ISSN 国际中心与多个 ISSN 国家中心及机构组织合作，共同修正在线进行 ISSN 注册时往往不可见的错
误记录，尤其是与阿尔及利亚 ISSN、古巴 IDICT、埃及 ISSN、墨西哥 ISSN、摩洛哥 ISSN、尼日利亚
ISSN、土耳其 ISSN 和委内瑞拉 ISSN 展开的在该方面的合作。
随着 ISO 3297 标准的不断修订以及与 RSC/RDA 在连续出版物编目处理问题上的合作，进行国际标准
化成为 2018 年的 ISSN 国际中心的另一重要议题。
作为公认的专业性期刊与连续出版物标识和描述中心，遵守 ISO、IFLA、RSC/RDA 等国际标准并致力
于这些标准的发展，对 ISSN 国际中心和 ISSN 网络来说至关重要。
SO TC46/SC9/WG5 范围内的 ISSN 标准修订工作已于 2017 年 9 月开始进行。2018 年，ISSN 国际中
心与 ISO 签订了新的《注册机构协议》，这一行动将推动 ISSN 标准在 2019 年 ISO 投票通过《最终国
际标准草案》后得以快速发布。
另一项重大成就是，ISSN 网络在 RSC 综合工作组提升 RDA（资源描述与检索）期刊编目的处理上做出
了贡献。
目标 3：提升 ISSN 国际中心的 IT 基础设施。
新的 ISSN 门户经过为期一年半的 IT 设计和敏捷软件开发，于 2018 年 1 月对外开放。该门户的大部分
设计目标都已实现，但通过 full-web 及最新系统来替代 Virtua 的工作尚在进行中，该工作暂定于 2020 年
4 月完成。
这也是未来几年 ISSN 国际中心进行服务升级的重要一步。得益于该门户，通过信息管理板块的附加服
务即可开发新的合作。
目标 4: 建立新合作
2018 年，ISSN 国际中心与开放期刊目录（DOAJ）就合作关系完成了新一轮的续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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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2018 一年，新添加到开放学术资源库（ROAD）的描述开放（OA）文献的 ISSN 记录就达 9000 多
个。同时由专业的互联网档案工作组确保这些记录的质量。他们为 ISSN 国际中心有关 ROAD 记录中
URL 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在互联网档案工作组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ISSN 国际中心正在计划通过添
加一个能够自动并定期检查出版物网址的内部字段来修正 ROAD 元数据。
此外，ISSN 国际中心在 NISO 传输组的支持下，从 2018 年 9 月开始托管新的增强型传输警报服务
（ETAS）（https://journaltransfer.issn.org）。该合作将于 2019 年继续展开，期间会定期举行会议，并
展开一个关于出版社命名标准化传输的项目。
目标 5: 提高 ISSN 国际中心的管理和知名度
各管理委员会委员通过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定期了解 ISSN 国际中心的最新动态，报告同时以新的版式
进行在线公布，并发送给各 ISSN 国家中心及其主办机构。
2018 年开展的国际营销活动及在三大洲的各大会议和博览会上发表的相关演讲在推广 ISSN 新服务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通过在各大专业性杂志刊登广告对 ISSN 新门户进行了宣传。此外，ISSN 国际
中心主任还通过法语、英语及西班牙语在各类学术研讨会商发表了有关掠食性出版、文献标识、电子刊
物等演讲，扩大了对 ISSN 的宣传。
目标 6: 实现在更大范围内的 ISSN 数据共享，同时获取足够的收益以支持自身产品的开发及服务。
ISSN 中心管理机构决定于 2016 年对外开放 ISSN 数据的部分链接，同时还实施了一款客户关系管理工
具和一个新的 ISSN 门户，开发了一系列 ISSN 数据使用的增强服务。2018 年 1 月，中心对外发布了新
门户和外联网的初始版本，附加功能将于 2018 年晚期完成发布。
2018 年，ISSN 国际中心团队为各 ISSN 国家中心、ISSN 用户及出版商组织了多次培训课程，为 ISSN
国际中心服务的重要提升提供了支持。培训内容已生成记录，可通过 ISSN 社区外联网进行查看。部分
内容已发布到 Slideshare。
此外，新服务也在 2018 年各类专业活动上进行了展示，得到专业人士的积极肯定。ISSN 国际中心的客
户纷纷在 2018 年续订了我们的服务，所在国未设 ISSN 国家中心的出版商纷纷通过出版商外联网申请
ISSN 分配号。此前，各 ISSN 国家中心习惯使用基于 VTLS Virtua 软件（2004 年实施）的 ISSN 门户，
而在 2018 年，这些国家中心会更加熟悉新门户，并将其作为进行日常元数据创建常规操作的一部分。

在 2018 年战略目标取得进展的同时，ISSN 国际中心已开始制定 2020-2024 的战略，并提上 2019 年管
理委员会会议议程。该战略将于 2020 年 4 月提交各成员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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