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布奇flex AMH™ 
還書+分類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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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還書和分類解決方案如何為您的圖書館

助一臂之力?

簡化館員工作流程
flex AMH的任意組合可大幅的節省時間，打造保持流通，始終運轉的高工作

效率，讓您的員工專注於更具意義的工作。

增強圖書館使用者的體驗
flex AMH最初就是專為圖書館讀者而設計的。獨特的硬體和軟體還書+分

類解決方案讓讀者獲得獨特的體驗 - 盡其所能地讓歸還館藏過程簡單化。

現今的圖書館

必須依靠更有限的預算和資源提供優質的服務

滿足更高使用者期望的挑戰

正在轉向將重點放在所在社區的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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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資訊：flex AMH功能+優勢影音

難以想像這一系統如何在您的空間中執行嗎？  
請觀看影音，瞭解AMH賦予圖書館的優勢和靈活性。

打造適合您的空間和預算的完美還書和分類解決方案，讓您獲得最佳的整體價值。

flex AMH系列的優勢

適用於RFID、EM +條碼

我們的Flex AMH解決方案可用於採用RFID、EM或

條碼技術的圖書館。無需將您的藏書轉換為特殊格

式就可以在您的圖書館體驗高效率歸還+分類流程。 

將物件分類到書車上

為了獲得極致的人體工學解決方案，我們還推出了

flex stackCart™，可將圖書按書脊向外的方向排

列整齊地堆放在上面。這些移動式書車可輕鬆轉運

到書架內，只需輕輕按一下按鈕即可轉換成一個水

平書架，非常方便重新將物品上架。 

多種類型的還書箱可供選擇

我們可根據您的空間和要求提供多種還書箱供您選

擇。我們有更小、更方形的還書箱、大型長方形還書箱

以及自動還書箱™ 甚至還可以感測還書箱內圖書的容

量，並將其全部帶到最上層，減少彎腰和重複性運

動造成的傷害。 

一次歸還多個項目

方便將 f lex AMH系統與任何標準還書設備整合。

使讀者可以快速歸還多個物件並可繼續安排其他時

間。這些物件將被逐一分開，相對於手動處理，系

統只需一點點時間即可進行精確的處理。

將物件運送至多個樓層

借助擴展傳送帶和升降系統，flex AMH系統可讓您

對來自圖書館內多個房間和樓層的物品進行分類。

透過自動化採集來自多個歸還點的資料，您可以快

速完成複雜度高的上架工作。

完全針對您量身定做

全面模組化設計讓我們能夠打造出適合您特定空間

的任何類型的解決方案。我們的專業AMH團隊將自

始至終引導您完成整個流程，確保您的還書和分類

解決方案達到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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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 AMH在週一早上送達，到下午4點半即可完成17個分

類系統的組裝。看上去有點像拼裝在一起的樂高積木。”

可針對24/7全天候使用的便利性進行設計

專用分類模式可以加快資料的處理

處理其他分館歸還的資料

里士滿希爾公共圖書館

flex AMH讓加拿大安大略省圖書館的還書和分類工作變得比以往更
加方便。閱讀更多資訊...

我們根據您所提供的參數建造您的圖書館設備，並確保我們的模組化系統完全適用於您的現有空間。

您在為圖書館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時，需要考慮諸多因素，我們可以確保用簡單方便的方式為您提供

指導。

隨著您的圖書館需求增長 

而成長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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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圖書館內flex AMH示範 下載：完整客戶故事

* flex AMH bulkSeparator只能用於啟用RFID的物品

還需要更多資訊？  

現在就向cloudLibrary專家諮詢。

圖書館示範+案例研究：福賽斯郡公共圖書館

福賽斯郡與必布奇合作，由必布奇協助管理歸還流程，讓讀者盡可能輕鬆地完成物件歸

還，並享受其他服務或尋找下一本書。

我們致力於簡化工作任務並改善使用者體驗，從而讓圖書館能夠專注於其在社區的

影響力。我們可提供展示flex AMH成本節約和效率提升效果的定製型投資回報率分

析。 點擊此處與我們聯繫！

透過flex AMH bulkSeparator™，圖書館可以提供快速簡單且使用者熟悉的放了就走歸還解決方案*

。透過重力+振動的自然利用，bulkSeparator能夠高效率將物件分開，實現精確的處理。最終將館

員從人工處理工作中釋放出來，從而能夠專注於館內更具意義的事務。

為讀者提供熟悉且直覺的“放了就走”

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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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磁條RFID

適用於您的技術

設計適合您的特定圖書館空間的解決方案+優化讀者體驗

輕鬆完成多樓層或跨越大型建築物的歸還

可為圖書館使用者提供7天24小時全天候歸還的便利

利用最新歸還+分類技術實現圖書館空間和運營的現代化

最大限度利用空間並為圖書館服務+館員留出珍貴的使用空間

在整個規劃+實施階段由我們的資深工程師提供支援

將物件在樓層或建築物之間輕鬆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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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專用資料表瞭解更多資訊

flexBin + flex 自動還書箱資料表包含每種類型+規格還書箱的技術參
數和優點介紹。

物件被整齊地放置在stackingCart™上，隨時準備重新放回書架

無需館員不斷彎腰，避免重複性運動的傷害 

從後端直接滾動到書車，無需進行額外的處理

flex 自動還書箱™flexBin™ 大型flexBin™ 標準型

依照索書號整齊有序的分類

所有flex AMH還書箱方案均可與flex AMH還書和分類系統無縫整合。每個還書箱都可輕鬆地從停靠站拉出，讓

館員將其在館內四處滑行。配有彈簧的底座還具有類似海綿的作用，可避免物品被分類到適當位置時受到損壞。

還書箱方案可實現對圖書館 

物件的輕柔收集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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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您的圖書館 
客製化的收據

輕鬆查看來自 
任何位置的即時更新

輕鬆歸還到期物件 
方便進行精確處理

允許讀者將所有物件歸還圖書館， 
甚至可以幫別人歸還！

與讀者共用 
資訊完整的收據

客戶故事：坎迪亞克圖書館

瞭解更多有關魁北克小型圖書館如何借助flex AMH + selfCheck對其服務
進行現代化改造的內容。 

創意+歡迎頁面問候並歡迎讀者

以讀者所選的語言與其交流

透過方便閱讀的資訊確認歸還詳細資訊

在需要讀者回應時直覺的提示

提供便利的鍵盤供使用者輸入詳細資訊

友善讀者的quickConnect™ AMH軟體為各年齡段和不同身體狀況的使用者提供了特殊的服務體

驗 - 讓圖書館物件歸還變得輕而易舉。館員利用flex AMH軟體可輕鬆監控系統的穩定狀況，更改讀

者介面並設計客製化收據。若要瞭解更多資訊，請閱讀我們專門提供的flex AMH軟體資料表 。

適用讀者+館員的直覺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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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查看任何地點的即時更新

使用整合視覺化工具配置和管理flex AMH

為資料分析發送月報告

quickConnect AMH可與libraryConnect設備無縫搭配使用，™ 從設在多個分館的flex AMH系統

獲得有參考價值的分析和報告。對於館員的其他好處包括：

集中匯總多個分館 

統計資料

技術參數

*根據定製配置情況不同有所不同

* flex AMH bulkSeparator只能用於啟用RFID的物件

儘管我們在發佈之時竭力確保資訊的準確性，技術參數及功能仍然可能會隨時間推移發生變化或更改。必布奇因此對本文件所述資訊之完整性或準

確性不做陳述或擔保。

使用者前端：

外形尺寸*

高：94.5公分/ 3'-2"
寬：63.6公分/ 2'-1.5"
19寸觸控式螢幕

輸入水準(內部和外部) 

高：95公分/ 2'-3.5" 

環境參數：

雜訊等級：每模組小於/等於55dB
濕度：最大80％無冷凝

工作溫度（內部）：+5°C - +40°C / 41°F – 104°F
工作溫度（外部）：-15°C - +60°C /  5°F – 140°F

RFID技術參數：

工作頻率： 

13,56 MHz，最大發射功率: 1.2瓦
可支援的標籤類型：  

ISO15693 / ISO18000-3 Mode 1
無線電認證：  

歐洲（EN 300 330），美國（FCC 47 CFR Part 15）
，加拿大（IC RSS-GEN，RSS-210）

bulkSeparator 
工作頻率：13,56 MHz, 最大發射功率: 5瓦
可支援的標籤類型：ISO15693 / ISO18000-3 Mode 1 
可支援的借書證

工作頻率：13,56 MHz，最大發射功率: 100mW
可支援的標籤類型：ISO15693, ISO18000-3 Mode 1, ISO14443A/B
無線電認證：歐洲（EN 300 330），美國（FCC 47 CFR Part 15）

物品性能： 根據LMS/ILS回應時間不同，每小時分類2,400個物件

登錄類型： 條碼、Mifare、Legic

標準/認證：

CE, FCC, UL, RCM
所有設備均工作在24V直流低壓

機械指令2006/42 EN
相關低壓指令

相關電磁法規和輻射指令

報告： 配置及報告可透過選配libraryConnect™設備中央管理軟體提供

軟體：
quickConnect AMH軟體交付時已預先安裝並預先配置所有AMH系統。支援LMS / ILS協定SIP2和NCIP且獨立於資料模

型。flexVisualizer™ 提供已配置AMH系統的快速資訊和即時虛擬視圖。

可分類物品的尺寸：
最小尺寸：高：10公分/ 3.94英寸| 寬：10公分/ 3.94英寸| 深：0.5公分/ 0.20英寸

最大尺寸：高：41公分/ 16.14英寸| 寬：36公分/ 14.17英寸| 深：12公分/ 4.72英寸

可分類物品重量： 最大：110公斤/8.8磅

選配： 硬體：

外部耐候性防護（雨水/強光條件）

安裝環

保留單據印表機

物品條碼讀取機

用於讀取使用者身份卡的Mifare讀卡器

框架內的RFID天線 - 用於RFID借書證或物件 

傾斜傳送帶

回轉台和彎曲模組

升降系統

flex bulkSeparator**
大型或小型flex還書箱

flex autoBin
flex stackCart（含回轉台）

盒子分類

軟體：

拒絕功能 

解除安全性功能 

libraryConnect設備中央管理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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