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户 需 求 书

一、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网借中心智能借阅柜部分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完成，其他工作按采购要求开展。

2、服务地点：海南省图书馆指定。

3、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凭乙方开具的发票，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金额的 30%；设备安装验收合格，服务正式上线后凭乙方开具的发

票，七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70%。

4、供应商资格要求：见采购公告

5、验收要求：按竞争性磋商文件技术参数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6、其他要求：供应商不是制造商的，必须获得网借借阅设备制造商

或国内总代理针对本项目的直接授权并提供授权书和售后服务承诺

书。

二、技术要求：

（一）货物和服务内容

序号 名称 备注 数量 单位

1

运营活动

服务（一

年）

1、投标人需规划和制定一年内

宣传推广活动举办方案，满足但

不限于：产品体验类、公益类、

艺术类等线上或线下活动，一年

的活动数量不低于 12 场次，每

1 项



场活动要有同步媒体报道。

2
网借借阅

设备

2、无缝对接网借系统、支付宝

信用平台、物流管理系统；

支持预约图书的投递、存放、上

架、下架；

读者证、支付宝、微信、刷脸扫

码等方式开箱、取书、还书；

支持现场图书自助借还；支持屏

幕信息展示、操作。

3、包含图书网上借阅平台、图

书馆物流管理平台、在线支付系

统、监控系统等配套功能支撑

平台服务。

提供不少于1人的各功能平台和

智能借阅柜运维保障服务；

4、网借书库管理服务（不少于 2

人）、服务运营推广、图书配送

到点服务、图书投递上门服务、

图书回收更新服务、服务店运营

维护、日常管理服务、标签、打

包袋、层架标等。

备注：以上设备、平台、运营等

3 台



服务不少于 5 年。

（二）技术参数及服务要求

1、网借中心智能借阅柜

（1）网借借阅设备

序号 类别 技术参数

1 产品尺寸 不大于 2000 高 x 3400 宽 x 300 深 mm

2 单仓尺寸 不小于 280 高 x 58 宽 x 290 深 mm

3 容量 单机 240 个仓储单元，可存放 240 套图书

4 读卡系统 支持支付宝、微信、刷脸、读者证进行开箱

5 展示方式 27寸触摸屏，工控机控制

6 颜色 根据采购单位要求

7 出货方式 电动直接开门

8 数据输出 通过远程或 SD卡采集数据

9 电源/功率 220V±10%，50HZ，300W

10
防触电保护

类型
I 类

11 工作温度 0-50℃ 室内

12 放置环境 湿度 20-80%RH

13 功能要求
▲1、可对接第三方信用平台，实现信用符合要求

可免押金免办卡成为采购单位读者（要提供证明



材料）；

▲2、能实现与采购单位网借系统对接和数据同

步；对接物流系统，实时投递、回收数据后台要

求可以统计；

3、对接采购单位现有业务系统，设备内所有借还

数据，同步到图书管理业务系统；

4、读者扫一扫，信用授权后，柜门自动弹开，实

现现场借、还图书。

5、支持预约图书的投递、存放、上架、下架；

6、支持屏幕信息展示、触屏操作；

7、支持图书高频 RFID 标签信息的读取；

▲8、要求实现人脸识别绑定读者证，进行借还书。

▲9、通过后台管理监控柜子运行情况，智能借阅

柜不在线，可短信通知管理人员；

▲10、智能借阅柜后台查询统计柜子流通记录，

统计图书流通信息；

11、智能借阅柜后台管理对智能借阅柜进行设置，

实现远程开箱，故障柜停用等功能；

12、智能借阅柜后台管理屏幕视频播放及屏保图

书；

13、智能借阅柜后台保留读者还书时监控视频，

实现读者还书视频查看；



▲14、支持对接信用网借平台，作为网借预约图

书的取书点。

14 服务要求

1、负责运输、安装、调试到位,提供相关辅助耗

材和配件。

2、安排 1 名工程师驻场提供安装调试、运维保障

服务。

（2）网借中心平台服务

序号 类别 要求

1
功能

要求

负责图书信用网借平台的日常运行、维护、异常数据

处理、数据库备份等工作。

2
技 术

要求

1）信用网上借阅平台前端功能，包含微信公众号、

支付宝平台，功能如下，要求提供相关功能截图：

a.▲用户登录：读者可以使用读者证登录（或微信绑

定读者证）。用户可以用第三方信用授权免押金登录

和借阅（要提供证明材料）。

b.用户登出：读者可以登出系统。

c.首页：首页主要包括以下功能：搜索框、新书上架

目录和图书分类。

d.搜索框：读者可以在搜索框里输入简单的关键字进

行图书的查询。

e.新书上架：定期人工录入最新的图书，显示在首页



上。

f.书目浏览：点了图书分类，或者输入关键字查询后，

列出书目给读者浏览。

g.▲图书内容：在书目里点了某一本书后，打开图书

内容显示框。显示内容包含：题名、ISBN、作者、出

版社、出版时间、可借册数和图书简介。

h.我的借阅：可显示当前读者的借阅情况，提供续借

功能。

I．借书架：读者选中的图书加入借书架。

j.▲我的包裹：可查询到当前读者包裹的状态。

k.▲取书点、收货地址：可显示和修改取书点、收货

地址。

l.扫码取书：可支持在服务点扫码完成取书操作。

2）图书网上借阅订单处理平台

提供找书处理、图书定位、图书打包、图书配送管理

等功能。

3）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为送还书的物流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系统支

持，包括图书投递、开箱等。

4）同步系统

同步网上借阅平台与业务系统的书目、馆藏数据、借

阅记录等。



5）短信平台接口

提供短信平台，可发送包裹状态、过期通知等。让读

者实时知道自己的借阅状态。读者可以通过系统主动

查询包裹状态。

3
服 务

要求

1、包含包裹投递完成的短信费用。

2、采购方拥有平台数据监督权限。

3、项目中图书借阅等数据应免费开放给采购方，图

书馆智能化管理云平台免费开放接口给采购方，并按

图书馆要求把图书借阅数据写入到图书馆 INTERLIB

管理系统中。

4、软件系统及硬件系统中涉及与采购人业务系统(图

创 INTERLIB)的接口相关授权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

自行与广州图创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协商解决。

5、安排 1 名工程师驻场安装调试、运维保障和技术

支撑服务。

（3）网借中心借阅运营服务

序号 类别 要求

1
功能

要求

1）投标人安排不少于 2 人负责采购单位图书流转中

心内的所有工作。

2）投标人开展海南省图书馆现有分馆、社区书屋、



流动站及 2019 年新增服务点的 1 年的图书保障服务

（不少于 18个服务点），每个点每 6 个月开展一次图

书更换相关工作，其中包括图书物流费用，服务点上

书工作由相关服务点工作人员开展。

3）投标人负责采购单位区内自助服务点现场服务及

宣传推广工作。

4）投标人提供图书上门配送服务。

2
技术

要求

1）物流服务：采购单位至自助服务点的配送

a. 每日上午 9:00-9:30 至采购单位网借投递服务中

心揽收当日所需配送至各服务点的图书实物；

b. 为便于产品运输以及信息反馈等环节的顺利进

行，提升客户体验，应根据采购单位要求在揽收后交

接前根据网借投递服务中心提供的清单完成当日需

配送图书的分类、包装、填标签等工作；

c. 应将配送至服务点的图书每个点打成一件（包），

配送至自助服务点的图书，由物流配送人员通过读取

图书的 RFID 信息投放入智能借阅柜内；

d. 双方在揽收交接时，应对所委托配送的实物进行

妥善包装，使之符合物流配送的要求，并确保原始包

装的完好，如发现影响物流配送的破损，采购单位有

权拒绝接受；

e. 当日所需配送的产品，双方应于半小时内完成交



接；

f.自助服务点的配送回收频次为一天一次，日配送至

各服务点的图书应于当天完成。

2）图书更新服务：智能借阅柜自助服务点至采购单

位的图书回收

a. 投标人负责从各智能借阅柜服务点回收的图书配

送至采购单位网借投递服务中心；

b. 为便于图书运输以及信息反馈等环节的顺利进

行，投标人应根据要求，于交接前完成当日需回收图

书的分类、包装、填标签等工作；

c. 应将各服务点当日需回收（退回）的图书集中后，

统一于次日配送至采购单位网借投递物流中心，同时

双方应做好清单交接签收。

3
服务

要求

1）投标人应负责服务期内图书、工作耗材的供应；

2）投标人应负责服务期内自助服务点设备的日常保

养；

3）投标人应负责服务期内自助服务点设备的日常运

维工作。

4）提供设备的及时图书更换、维护等服务，满柜率

不小于 80%。

5）服务期内每年不少于 15000 册次图书借阅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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