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مركز الترقيم الدولي الموحد

للدوريات

االستراتيجية 2024-2020

 التي وافقت عليها الجمعية العمومية للدول األعضاء-أيار/مايو 2020



تنطوي مهمة المركز الدولي للرقم الدولي الموحد للدوريات عىل

الربط بين قطاع النشر ومجتمع المكتبات من اجل تحديد المنشورات الدورية والمصادر

المستمرة الورقية والرقمية والوصول اليها. نطَور، باالستناد اىل بوابة الترقيم

الدولي الموحد للدوريات وبياناتها الوصفية، خدمات تكميلية بدعم من شركائنا

.الدوليين في قطاع 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بحث العلمي

 

وتكمن رؤيتنا في تطوير خدمات معلومات نوعية عىل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للدوريات والمصادر المستمرة، بناًء عىل المعايير الدولية والتعاون المتعدد

.األطراف

 

:قيمنا هي

         -

،االلتزام بالتعاون الدولي

         -

،االستجابة الحتياجات اسرة المشتركين

         -

،االلتزام بجودة المعلومات والمعايير

الخبرة -         

،في مجال إدارة المعلومات

         -

.االبتكار في مجال الخدما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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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
 

提⾼ISNI管理⽔平，促进ISSN⻔⼾⽹站整体互操作性

ISSN国际中⼼认为有必要使ISSN与其它识别号彼此相连，以

便使其与在线识别号体系融为⼀体。与ISSN国际中⼼协作的

各国ISSN国家中⼼设于各国国家图书馆及科研中⼼，其中部

分单位在其数据库中使⽤ISNI（ISO 27727：2012）作为其⾃

然⼈及法⼈识别号。ISSN国际中⼼在向ISSN⻔⼾⽹站导⼊书

⽬记录时获取上述ISNI识别号。ISSN国际中⼼希望在ISSN⻔

⼾⽹站上为出版⽅及相关组织（发布⽅组织）建⽴标准化访问

接⼊点，并为没有ISNI识别号的组织及出版⽅设⽴新的ISNI

号。 ISSN国际中⼼于 2015年成为国际标准名称识别码

（ISNI）国际局成员后享有ISNI专业数据库使⽤权限。

⽬标 2：
 

⿎励新建ISSN国家中⼼，扩展ISSN全球⽹络

联合国教科⽂组织拥有195个会员国以及9个准会员国。

联合国拥有193个会员国。⽬前在91个国家设有ISSN国

家中⼼。我们的主要战略⽬标旨在确保所有国家在可⾏

的条件下设⽴国家中⼼，并⿎励低效的国家中⼼遵守相

关标准并采⽤最佳做法。为此，有必要加强初级培训及

继续培训并开展实地宣传活动。我们的⽬标是在2020年

⾄2024年期间新设⾄少5个国家中⼼、修订初级培训项

⽬并予以实施、与效率较低的国家中⼼进⾏协作、帮助

新建相关基础设施、正式确⽴新成员国申请评估程序、

设⽴旨在监测国家中⼼活动的多项相关⼯具并与国家中

⼼达成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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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3：

设⽴ISSN−F家族号及其它ISSN集成识别号，落实第六版ISSN标
准 

对连续出版物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的变化予以跟踪历来

就是⼀项挑战，新⽼题名之间的关系通过MARC书⽬数

据格式记录于专⻔字段。⼏年以来，ISSN-L连接号确保

了对同⼀连续出版物的多种载体版本进⾏归总，但直⾄

2020年发布 ISO

3297第六版标准⽅才对创建ISSN集成识别号作出规定。

2019年开展的⼀项⽤⼾调查显⽰⽤⼾对可称其为ISSN-F

的集成识别号很感兴趣（⽤于归总属于同⼀家族的各⾃

拥有ISSN识别号的出版物（例如同⼀出版物的不同语⾔

版本等））。 ISSN国际中⼼内部进⾏研讨后认为可通过

URI设⽴ ISSN-F号对出版物的历史沿⾰予以展⽰。该⽰

意图制作简便并可集中管理，且不会给ISSN国家中⼼增

加⼯作负担，因为ISSN⻔⼾⽹站上已可获取⽰意图，但

⽆URI也未通过ISSN-F号予以识别。

D出版⾏业发⽣的重⼤变化可能在未来⼏年中对ISSN产⽣影

响。若ISSN仅被视为对出版业的针对性⽇益降低的传统识别

号，其相关性及未来发展将会受到质疑。即便传统连续出版

物必将继续存在，其重要程度也将是⼀个问号。ISSN应该针

对新兴资源（⽂件存档及数据库等）采取更积极的⾏动，并

通过合理投资巩固 ISSN在识别号体系中的地位。鉴于 ISSN

已囊括各种资源，上述⽬标将不会改变ISSN的格式或定义。

ISSN⽹络⼒求通过 ISSN国家中⼼提⾼期刊出版物⽣产⽅的

相关意识，以确保所有出版物都能获取ISSN号，并通过保证

ISSN⼿册明确包含相关指引，最终完全落实相关标准

⽬标 4 :

 

向各类连续资源分配ISSN号，落实第六版ISSN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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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5 :

 

做好永久识别号及数字连续资源URL管理⼯作，以期加强
⻔⼾互操作性

ISSN国际中⼼对 ISSN⻔⼾的数字连续出版物元数

据加以管理。按照ISSN⼿册相关指引规定，必须将

数字出版物URL纳⼊可包含多个URL的书⽬记录

中。在ISSN⻔⼾⽹站开放版本中，⽤于确⽴与资源

本⾝之间联系的相关URL是可⻅的。与所有管理托

管于外部服务器的⽂档资源URL（出版物⽣产⽅组

织及商业出版⽅服务器等）的书⽬数据库⼀样，

ISSN⻔⼾也会于在线出版物停⽌更新、消失或更换

托管服务器时⾯临URL失效的问题。⽬前，ISSN国

际中⼼并⽆计划效仿搜索引擎的做法，即⻓期并系

统地建⽴⽹络索引。我们的推断是唯有存档的数字

资源才是稳定的（因其拥有存档机构提供的永久

URL）。ISSN⻔⼾⽹站上将使⽤可操作的专⻔识别

号对各个URL予以归总，即资源最初出版时的

URL、各个出版⽅依次使⽤的URL、存档机构管理

的URL。该项新服务将出版⽅及存档机构为某⼀项

数字资源所提供的多个URL予以集中，并以此为

ISSN⻔⼾⽹站创造了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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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6：
推动Keepers Registry的传播与发展，以纳⼊新的存档机构并提
⾼已识别存档资源数量

Keepers

Registry服务旨在向图书馆员群体及出版⽅通报存档机构

为保存设有 ISSN号的数字化及数字版连续出版物所采取

的相关⾏动，以推⼴相关资源的⻓期可获取性并对研究领

域所需的科学参考出版物加以巩固。对于 ISSN国际中⼼

⽽⾔，2019年12⽉接⼿Keepers Registry服务的战略性

决策帮助扩展了 ISSN⻔⼾服务范围： ISSN国际中⼼及

ISSN⽹络协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涉及期刊存

在期间的各个阶段，从 ISSN⽹络对其的识别与描述直⾄

存档机构合作⽅所做存档⼯作。为确保该项服务的可⾏

性，有必要在国际层⾯与存档机构加⼤合作，以扩⼤地理

覆盖范围并增加出版物种类。Keepers

Registry基于ISSN⻔⼾⽹站的"Freemium

"模式。中⼼还将设计其它新服务并与⽤⼾共同

进⾏测试，例如为出版⽅提供的参考服务（识别

合适的存档机构）、改进搜索功能（提交ISSN及

题名清单）。此外，也有必要研究如何对

Keepers Registry与ETAS服务予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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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N⻔⼾与即将启⽤的书⽬⽣产⼯具

ISSN+⼀样提供更优的功能，确保 ISSN

国家中⼼对 ISSN⽹络和出版⽅所提供的

元数据的标准化⼯作更为简便。进⼀步

统⼀ISSN国际中⼼和ISSN国家中⼼相关

流程也尤为重要，以确保每个国家中⼼

都遵守书⽬记录创建相关国际标准及部

分国家相关做法，并允许国际中⼼添加

补充元数据。负责开发 ISSN⻔⼾的企业

也专⻔设⽴了⽹络平台，希望与国际中

⼼协作并使⽤该系统管理本国出版⽅申

请的 ISSN国家中⼼可以开始使⽤。使⽤

ISSN⻔⼾和ISSN +⽣产⼯具的ISSN国家

中⼼越多， ISSN⽹络越⾼效且协调越通

畅。尤其⿎励新建国家中⼼使⽤上述可

直接使⽤的相关系统。

⽬标 7 :

 

将 ISSN⻔⼾打造成专为 ISSN国家中⼼服务的专业⼯具，为其改进
ISSN分配流程所⽤



ISSN⻔⼾⽹站
（portal.issn.org）是获
取我们所提供信息服务的

主要接⼊点。

开放学术资源库
（ROAD）

(road.issn.org)
  

国际开放存取科学学术资
源库。

Keepers Registry
 

(keepers.issn.org)
 

提供数字及数字化期刊出
版物存档相关信息。

期刊转移通知服务（ETAS）
 

(journaltransfer.issn.org)
是改进后的期刊转移通知服
务，提供已签署转移⾏为守则
的出版⽅之间期刊转移的相关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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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international de l'ISSN  
45 rue  de Turbigo

75003 Paris
+33 1 44 88 22 20

secretariat@iss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