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项目比选公告(服务类)
1、项目名称：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第一包）及大学生论文相似性
检测系统
2、控制价金额： 9.85 万元
采购清单：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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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名称

服务要求

数量

数据传统
资源

学术期刊全文：全库数量：不少于 8100 种的期
刊，核心期刊 3200 种，年增 300 万篇。
1、 学科覆盖范围：按中图分类法进行分类，
覆盖各个学科领域。
2、 更新频率：周更新 2 次。
3、 检索字段：提供期刊论文的检索和期刊
的检索。期刊论文提供题名、作者、作者单位、
关键词、摘要、刊名、基金的检索，期刊提供
刊名、ISSN 号、CN 号的检索。
4、 二次检索：提供三种形式的二次检索：
直接修改检索表达式、聚类、缩小检索范围重
新检索。期刊论文提供核心、年份、语种、刊
名、出版状态、学科分类、作者、作者单位聚
类，缩小检索范围提供题名、作者、关键词、
刊名、起始结束年检索。期刊检索提供学科分
类、核心收录、出版周期聚类，缩小检索范围
提供期刊刊名、ISSN、CN、主办单位检索。
5、 检索结果标记：展示文献类型、刊名、
作者、摘要、关键词以及论文的核心收录情况。
6、 检索策略：简单检索+逐步限定+推荐。
用户输入简单检索词开始，在得到的检索结果
中通过聚类、排序以及综合系统推荐的检索词，
逐步限定，得到结果 。
7、 检索结果排序：相关度、出版时间、被
引频次、下载量。
8、 保存题录：提供参考文献、NoteExpress、
Refworks、EndNote 等多种格式以及自定义格
式。
9、 导航体系：学科、刊首字母、核心收录、
收录地区、出版周期、优先出版。
中外标准：全库数量：不少于 100 万条。
1、 收录范围：所有的中国国家标准（GB）、
中国行业标准（HB）、以及中外标准题录摘要数
据
2、 检索字段：题名、关键词、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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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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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利
全文

发布单位、起草单位。
3、 检索结果标记：标准名称、标准编号、
标准发布日期（部分）、标准状态、关键词、标
准摘要（部分）。
4、 检索策略：简单检索+逐步限定+推荐。
用户输入简单检索词开始，在得到的检索结果
中通过聚类、排序以及综合系统推荐的检索词，
逐步限定，得到结果 。
5、 检索结果排序：支持相关度、发布日期
排序。
6、 保存题录：提供参考文献、NoteExpress、
Refworks、EndNote 等多种格式，支持自定义导
出。
7、 知识关联：提供“相关文献”等服务。
科技成果：全库数量：收录成果不少于 90 万项。
1、 收录范围：自 1978 年以来国家和地方主
要科技计划、科技奖励成果，以及企业、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的科技成果信息，涵盖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设计等
众多学科领域，共计 90 余万项。数据库每两月
更新一次，年新增数据 1 万条以上。
2、 检索字段：题名、完成人、完成单位、
关键词、摘要。
3、 检索结果标记：成果名、摘要、时间、
成果类别、地区、项目年度编号、应用行业、
中图分类号、关键词。
4、 导航体系：行业分类、中图分类、地区
分类。
1、全库数量：收录国内专利不少于 3300 万
项，国外专利不少于 1 亿余项。
2、收录范围：收录范围涉及 11 国两组织，
其中 11 国为：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瑞士、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俄罗
斯；两组织为：世界专利组织、欧洲专利局。
3、检索字段：题名、摘要、申请号/专利号、
公开号/公告号、申请人/专利权人、发明人/设
计人、主分类号、分类号。
4、检索结果标记：专利名称、专利类型、
申请（专利）号、专利申请日期、专利摘要（部
分）。
5、检索策略：简单检索+逐步限定+推荐。
用户输入简单检索词开始，在得到的检索结果
中通过聚类、排序以及综合系统推荐的检索词，
逐步限定，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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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论
文检测

6、检索结果排序：支持相关度、申请时间、
公开时间、下载量排序方式。
7、保存题录：提供参考文献、NoteExpress、
Refworks、EndNote 等多种格式，支持自定义导
出。
8、知识关联：提供“相关视频”等服务。
1、产品功能要求
论文送检功能：支持本地上传（批量或单篇）、
手工录入（单篇）等多种送检方式、支持 PDF、
DOC、DOCX、TXT、RTF 等送检多种类型论文、支
持系统离线检测。
检测管理功能：特有院系结构功能、自定义文
件夹管理功能。
账号管理功能要求：支持主账户系统免费提供
主账户创建子账户上限 50 个，并控制其相应权
限无额外的账号管理费用。
要求具有高频次文献展示功能，展示内容包括
高频次文献名称、作者、资源类型、发表日期、
被本校引用次数、总被引次数。
比对库设置功能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对库
可对比库中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库作为本账户
及全部子账户的默认检测比对库（开通了自建
库功能的账户还可以选择是否勾选自建库进行
检测比对）。
多版本检测报告要求：
提供多种版本检测报告：包括原文标注报告、
详细片段报告、全文比对报告、一对一检测报
告的线上交互版本及下载版本。
提供多维度检测结果信息：包括送检文献元数
据信息、检测结果、相似片段分布图、相似作
者分布、相似文献列表、相似文献详情（全文
比对详情）。
融入全新报告展示技术：为给用户产品提供更
好的交互体验，通过视觉效果帮助用户理解检
测结果，在线版检测报告融入 HTML5 前端展示
技术与可视化
2、检测指标要求
总相似比、送检文献总字数、参考文献相似比、
辅助排除参考文献相似比、可能自引相似比、
辅助排除自引相似比、单篇文献最大相似比、
是否引用。
3、基础数据要求
期刊论文数据库、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论文数
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含中国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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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中国优秀报纸全文数据库、学术网文数据
库（含互联网学术资源数据库、学术网络文献
数据库）、中国专利文献全文数据库、特色英文
文摘数据库、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
1、全文数量：不少于 430 万篇。
2、收录时间：1980 年-至今，逐年回溯。
3、学科覆盖：按中图法进行学科分类，覆盖各
个学科领域。
4、检索字段：题名、关键词、摘要、作者、专
业、导师、学位授予单位。
5、二次检索：提供三种形式的二次检索：直接
修改检索表达式、聚类、缩小检索范围重新检
索。学位论文提供授予学位、学位授予时间、
语种、学科分类、导师聚类。缩小检索范围提
供题名、作者、关键词、专业、学位授予单位、
导师、起始结束年范围检索。
6、检索结果标记：展示文献类型、作者、专业、
学位授予单位、学位授予时间、摘要、关键词。
7、检索策略：简单检索+逐步限定+推荐。用户
输入简单检索词开始，在得到的检索结果中通
过聚类、排序以及综合系统推荐的检索词，逐
步限定，得到结果 。
8、检索结果排序：相关度、学位授予时间、被
引频次、下载量。
9、保存题录：提供参考文献、NoteExpress、
Refworks、EndNote 等多种格式以及自定义格
式。
10、导航体系：学科、专业、授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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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

服务时间：2022 年 5 月-2023 年 5 月
付款方式：合同签定后，买方付合同总额 80%给卖方，调试使用并验
收合格后，买方付合同总额 20%给卖方。
其他要求：
1、服务期内，如遇平台故障无法正常访问，供应商承诺在服务期结
束后以双倍故障时间的方式补偿给用户，延长服务时间。
2、远程服务平台发生故障，反应时间不超过 4 小时，故障解决时间
不超过 8 小时。如远程无法解决，24 小时内上门维修。
3、能根据用户要求开展数据库相关技术或者读者培训服务。
4、提供用户所需时间段内的用户使用数据统计等。
3、评分办法：

评分
内容
价格
部分
40 分
技术
部分

分值
40

目

评分标准

完全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应
应答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应答
答价格最低的应答报价为评
报价）×40%×100
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方案细致、详细得 40-60 分

60

60 分
合计

细

服务方案、售后服务方案、
方案可行得 20-39 分
服务承诺、质保期等
方案不完整得 1-19 分

100

4、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1）营业执照有效；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报价时间及要求：
（1）时间：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节假日除外)。
（2）地址：北京市北三环西路 11 号 。
（3）联系人：李老师
（4）联系电话：010-82099153
（5）报名请携带并提交的资料(2 份):
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价单需密封，封口处加盖公
章。封皮上写明项目名称及投标人全称，并注明“报价单”字样。报
价产品需标明品牌。报价不能高于比选金额。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首都体育学院
2022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