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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进度

Knovel简介：为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最佳答案

权威的内容、最佳化的检索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体验Knovel独特的三项重要功能

如何增加使用率 –内容浏览

以Knovel Critical Tables 为例

如何增加使用率–数据查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到如何透过数据分析工具的查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何增加使用率–基本检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何谓Knovel?Knovel是一个透过以领先的技术数据分析和搜寻工具来提供以Web为操作接口的工程学
应用整合信息提供者

Knovel 专注于: 横跨产、官、学三界的工程学社群

产品: 透过领先的技术资料分析和搜寻工具来提供以Web为操作介面的工程学应用整合平台，为工程
师提供值得信赖的答案并藉此创造出全新解决方案。

远景: 作为工程师解决问题时的首选资源

历史:

- 在过去10年中，Knovel帮助在全球知名机构中的工程师发挥更多的创意以及可以实时的执行具有
节省成本效益的项目计划。

- 高达9成的续订率

使用Knovel的单位:

- 超过300家技术独步全球的学术机构、研究单位及公司使用Knovel，其中有70家公司名列全球前
500大企业。

- 超过340家顶尖大学采用Knovel协助教学及研究，其中有12家名列全美前15大工程学院。

- 亚太地区使用Knovel的知名学术机构日益增加，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澳洲雪梨大学、香港
科技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学以及中国大陆的中国科学院。

- 工程学领域学会，包括 ASME, AIChE, and ICHEME等前10大主要学会都与Knovel合作。

*Based on the survey of 469 ASME and 285 AIChE members

Knovel协助教师达成帮助学生从实务问题中学习解决方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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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 的独特性

Knovel 是唯一特别针对工程学领域提供解决方案的数据库。数据库的架

构与内容都是依照工程学领域社群的需求所设计。

Knovel提供在工程学领域中兼顾深度与广度的无与伦比的内容，内容不但

来自最具权威的出版社和学会，同时可以提供工程师快速且精确的解决

方案。

Knovel最特别的就是对于内容的加值，不但可以搜寻图表，更提供了交互

式工具，让工程师不但可以快速获得相关数据，分析工具更可以直接应

用到日常工作中。



• > 300 Universities in 40 countries 

• 62% of Top 50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 12 of Top 15 US Engineering Schools

• >300 Corporate & Government Customers

• 73 of Fortune 500 companies

• Above 90% renewal rate

Worldwide

Regionally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Hanyang University, Korea 
•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ies, India

• University of Sydney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 have a distinguished customer list - the world’s leading BUSINESSES

R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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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a distinguished customer list - the world’s leading BUSINESSES



Knovel的内容 – 来自于50多家国际顶尖出版社与学会组织

AASHTO 美国州公路和运输官员协会 FASEB 美国实验生物学联会 PMI 国际项目管理学会

AIAA 美国航天学会 IABSE 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 RSC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AIChE 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 IChemE 化学工程师学会 SAE International 国际自动机工程学会

AMACOM 美国管理协会 IET 国际工程技术学会 SIAM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AOCS 美国油脂化学学会 IFIS 国际食品信息服务 SNAME 美国造船暨轮机工程学会

ASHRAE 美国冷涷空调协会 ISA 国际自动化协会 SPE 国际塑料工程师学会

ASME 美国机械工程学会 IOP 英国物理学会 SVC 美国真空镀膜协会

ASM International 美国材料信息学会 TMS 美国矿冶与材料学会 TRB 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

AEE 美国能源工程师协会 NACE International 美国防蚀工程学会 WEF 水环境协会

ASTM International 美国材料试验协会 National Ground Water Association美国地下水协会



Information Today December 2009…………..…………….….……….
“With continuous content additions & enhancements in features & 
functions, (Knovel) has become an online resource that really helps 
engineers find reliable technical information faster.”– Paula J. Hane

Desktop Engineering March 2010 …………………………………….….
“Like a Google for engineers, this one-stop technical source streamlines
the process of finding trusted content for increased productivity
and accuracy.” – Pamela Waterman

Knovelis regularly featured in top 
engineering & content publications

Knovel2010 Awards
KnovelQuotes by Industry Reporters

Industrial Engineer April 2010 ……………………………………….….
“Think of Knovel’s website as a digital library – subscribers search for 
and find information on virtually any technical topic.”– Jessie Jeppsson

Knovel 持续的努力在在线服务领域获得卓越的国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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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 E Book 
Company

E book 
via 

Google

Print 
Book

所有的内容皆出自可信任的来源

内容专注于工程人员研究者的需求

整合文字检索与交互式内容

提供可互动的表格、图解和公式以获得更好的输
出应用

在表格、图解和公式中搜寻数据 – 不仅文字

转换度量单位以搜寻更多相关结果

可以查询特定的数值或范围

在工程与材料主题中执行最佳化检索以获得具体
的结果

Knovel 不同于纸本书或电子书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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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提供非常详实的统计数据来回报客户的投资



…但我们期望可以做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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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进度

Knovel简介：为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最佳答案

权威的内容、最佳化的检索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体验Knovel独特的三项重要功能

如何增加使用率 –内容浏览

以Knovel Critical Tables 为例

如何增加使用率–数据查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到如何透过数据分析工具的查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何增加使用率–基本检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Knovel的解决方案:整合 3 项重要需求

数据分析

工具

权威可靠

的内容

最佳化的

检索功能

Knovel is aweb-based applicationintegratingtechnical information
withanalytical & search tools

whichdrive innovationanddeliver answersengineerscan trust

大学生

- 主要专注在内容

研究生/学术研究

-主要专注于加值的应用

1. 直觉式的搜寻介面

2. 图书馆目录形式的浏览

3. 整合查询功能

4. 直接获得书中内容

1. 可以汇出做书目管理

2. 分析工具–提供交互式内容



Data Analysis Tools integrated into Engineering Workflow

Search Optimized for Engineers

“Knovel’s information is credible, up-to-date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echnical topics”

来自卓越的出版社和学会的权威内容

• 来自于经专家认可的出版社和学会伙伴所建立及出版的科学资源

• 透过客户或产业需求所建立的专业内容

• 编辑群的7位专家在工程领域的资深经验与领导地位确保内容的广度与

深度，并且符合客户需求

经过验证的权威内容

Knovel 提供必备的技术参考内容，包括

修习时必备的基础内容

经由学会和出版社审阅过的内容

为实务应用时所撰写的内容

由工程师和实际工作人员提供的内容

解决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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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在超过25个工程学领域的可被信任的权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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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Airborne Radar 

Radar Foundation for Imaging and Advanced Concepts

Radar Handbook

Rocket Propulsion Element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Aerospace 

Vehicle Dynamics

Space Vehicle Dynamics and Control 

Military Handbook – ML – HDBK-5h Metallic Materials and Elements for 
Aerospace Vehicle Structures (Knovel Interactive Edition) 

Radar Design Principles

Combustion Instability – Progress Astronautics/ Aeronnautics

Titanium 

Trusted & Validated航天与国防Handbooks/Referen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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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ook of Corrosion Data

Handbook of Materials Selection

Machinery’s Handbook & Guide to Machinery’s Handbook

Materials Properties Handbook – Titanium Alloys

Metal Material Data Sheets

Physical Metallurgy and Advanced Materials

Smithells Metals Reference Book

Soluble Silicates – their Properties & Use

Woldmans’ Engineering Alloys

ASME Boiler and Pressure Vessel Code

Alloy Digest – Data on World Wide Metals and Alloys

Atlas of Fatigue Curves

Corrosion Survey Database

Corrosion in the Nuclear Industry

Handbook of Composites

Trusted & Validated 金属&冶金技术 Handbooks/Referen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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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 Critical Tables

Civil Engineers Reference Book

Energy Efficiency Manual

2004 ASME Boiler and Pressure Vessel Code:
Section II Materials

Corrosion Survey Database

Knovel Steam Tables

Standard Handbook of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Process Piping Design Handbook –
Advanced Piping Design

Yaws’ Handbook of Thermodynamic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Petroleum Fluids 

Sax’s Dangerous Properties of Industrial Materials

Refining Processes Handbook

Seawater Corrosion Handbook

Wiley Critical Content – Petroleum Technology

Trusted & Validated石油与天然气Handbooks/Referen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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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y’s Toxicology

Knovel Critical Tables 

Energy Efficiency Manual

Industrial Solvents Handbook

Chemical Process Equipment –
Selection and Design

Yaws’ Handbook of Thermodynamic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Chemical Compounds

Handbook of Solvents

Handbook of Materials Selection

ARS Pesticide Properties Database

Corrosion Survey Database (COR-SUR)

Sax’s Dangerous Properties of Industrial Materials

Hawley’s Condensed Chemical Dictionary

Heat Transfer Book

Trusted & Validated化学&化工Handbooks/Reference Books



Validated Content

• Established, accepted science sourced from recognized societies &  publishing partners
• Stringent selection process driven by customer requests and vetted by industry experts
• 7 member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provides deep engineering experience & leadership 

ensuring depth & breadth of content meets customer needs

• 搜寻隐藏在表格、图解和公式中的数据数据

• “了解” 工程师的语言 • 提供数值或数值范围的搜寻

• 自动化的度量单位转换 • 可以执行多个字段的查询

为工程师设计的最佳化搜寻

专为工程师设计的最佳化搜寻引擎



搜寻文字：
整合搜寻超过2,000种的手册、参
考书以及80,000个相关的数字化
表格、图解和公式

直接从内容页(content page)中使
用超过 80,000 个已数字化的交
互式表格、图解与方程式

搜寻数据数据：
在超过 80,000 个已数字化的表格、图解

与公式中搜寻



• Established, accepted science sourced from recognized societies &  publishing partners
• Stringent selection process driven by customer requests and vetted by industry experts
• 7 member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provides deep engineering experience & leadership 

ensuring depth & breadth of content meets customer needs

将数据分析工具 整合在工程师的工作流程中

• 容易使用的工具可以做初步的计算与资料的整合

• 超过80,000种互动表格、图解和公式

• 可以客制化并操作数据呈现方式，同时可以轻松的在工作表中排序

• 可以直接在图表中绘制一个或多个数据点和曲线

• 可以汇出数据到指定的格式和文件 (Excel, MathCAD)

• Finds hidden data, hidden tables, graphs, and equations
• “Understands” engineering language • Allows numeric range search
• Automatically performs unit conversion • Performs multi-variable search

Validated Content

Search Optimized for Engineers

将数据分析工具整合在工程师的工作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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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已有数字化的表格、图解和公式



数据分析工具公式的套用



数据分析工具表格



数据分析工具公式的套用 - EXCEL



Click Inside

Blue Ring

数据分析工具数字化的图表



28

内容 进度

Knovel简介：为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最佳答案

权威的内容、最佳化的检索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体验Knovel独特的三项重要功能

如何增加使用率 –内容浏览

以Knovel Critical Tables 为例

如何增加使用率–数据查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到如何透过数据分析工具的查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何增加使用率–基本检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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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 Critical Tables.内容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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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 Critical Tables.交互式图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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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 Critical Tables -交互式表格直接来自于内容浏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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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进度

Knovel简介：为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最佳答案

权威的内容、最佳化的检索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体验Knovel独特的三项重要功能

如何增加使用率 –内容浏览

以Knovel Critical Tables 为例

如何增加使用率–数据查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到如何透过数据分析工具的查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何增加使用率–基本检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方案

Knovel 可以帮助工程师解决这个问题。工程师可以使用
DATAsearch 的功能，指定查询的性质和想要搜寻的数值后
，利用Knovel搜寻到适合的表格、图解或公式。

一个工程师正在开发一个用于清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混合容器
的改良液体，我们都知道高表面张力和低黏度的溶液是比较好的清
洁剂。

所以，工程师想要搜寻一个表面张力大于等于 25 
(milliNewtons/metre)  和 黏度小于等于 0.5 (milliPascal /second) 
的溶液。

案例

案例说明:实境学习- 真实的问题, 实际的解决方案 = 数据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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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DATA SEARCH

You MUST choose a field from the list.



输入要查询的特性，当输入词汇时，系统会自动筛选出适合的数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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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要运算的规则，以此例来说，选择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



输入数值范围，依据选择的单位会显示适用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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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选 ‘Add Another Row” 可以加入另一个检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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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新的检索数据与数值后执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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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显示在最前面两本书并标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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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的条件会以蓝色标示出来，所有的字段都可以排序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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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的条件会以蓝色标示出来，所有的字段都可以排序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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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可以汇出以提供离线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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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档案类型 (FILETYPE)



45

决定要打开或储存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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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检索结果已经储存在个人计算机里供后续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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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后续的加值与应用



Solution

• Let’s use Knovel DATA SEARCH to find a solution. 

A perfume chemist working on a new formulation would like to find a 
co-solvent, perhaps an alcohol, that ensures solubility of all the 
ingredients and a clear solution. Alcohols with a boiling point 
between 100-200° C, and a melting point between 50-
100° C can be considered. 

Problem

另一个范例: Let’s check it out LIVE



找尋答案的檢索方式如下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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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进度

Knovel简介：为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最佳答案

权威的内容、最佳化的检索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体验Knovel独特的三项重要功能

如何增加使用率 –内容浏览

以Knovel Critical Tables 为例

如何增加使用率–数据查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到如何透过数据分析工具的查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何增加使用率–基本检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方案

• 使用Knovel来看解决方案

一个石油工程师要设计一个横跨整个厂房来运输天然气的管路。厂方提
供要求如下：

问题

• 运输管路将长达10英哩

• 运输管路的内部直径为 6.1 英吋

案例说明:情境



Knovel Basic Search– 直接输入 gas flow rate



Knovel 检索结果– 显示 gas flow rate 有486笔数据



Knovel Basic Search– 增加检索为 gas flow rate and pipeline



Knovel 检索结果– gas flow rate and pipeline 总共有41笔



Knovel 检索结果– 搜寻有互动图表内容的数据



Knovel 检索结果– Sizing Pipelines



Knovel Content– Sizing Pipelines



Knovel Content– Sizing Pipelines – 进而选择 PipeCapacity.xls



Knovel Content– 点选 PipeCapacity.xls

通常电子书查询到这边就无法继续提供其它加值功能。

Knovel可以提供互动表表格（蓝框标示的范围）来应用于工作流程中



Knovel 交互式表格– PipeCapacity.xls



Knovel 交互式表格– PipeCapacity.xls – 变更为工程师实际要计算的数据



转换单位– Knovel Unit Converter



Results– Unit Converter (cfh to c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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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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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完成检索后，可以个人化您的Knovel



增进使用者使用经验



增进使用者使用经验



提供每月的使用报告和管理控制

Knovel User Registration – Knovel Administrator 
Benefits

Knovel’s new Authentic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features support for user profiles and departmental cost 
accounting.

- Who are the end users of your Knovel community

- In what department and/or location do your Knovel
end users reside

- Empower yourself and manage your Knovel
community via the Administrative Toolkit

- Create customized monthly end-user statistics by 
sessions and number of registered users

- Access to reports anytime

- Message to your users on their Knovel home page

69



提供使用者最新讯息

70

客制化使用者的首页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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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搜寻更少.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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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进度

Knovel简介：为实务工作中的问题提供最佳答案

权威的内容、最佳化的检索以及数据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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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使用率 –内容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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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加使用率–数据查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学习到如何透过数据分析工具的查询来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何增加使用率–基本检索

在此一章节我们将了解如何自超过2千种手册及参考工具书中发现答案。在说明中
会强调如何整合文字于数字化的内容中。

个人化的 Knovel – myKNOVEL

在此一章节中我们将说明如何让个别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在Knovel中建立自己的空间



Knovel 的解决方案:整合 3 项重要需求

数据分析

工具

权威可靠

的内容

最佳化的

检索功能

Knovel is aweb-based applicationintegratingtechnical information
withanalytical & search tools

whichdrive innovationanddeliver answersengineerscan trust

大学生

- 主要专注在内容

研究生/学术研究

-主要专注于加值的应用

1. 直觉式的搜寻介面

2. 图书馆目录形式的浏览

3. 整合查询功能

4. 直接获得书中内容

1. 可以汇出做书目管理

2. 分析工具–提供交互式内容



想要知道更多? 欢迎浏览Knovel提供的在线说明

http://www.knovel.com/web/portal/tutorial_videos?Vid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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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试用竞赛活动

活动网站：http://flysheet.bjmu.edu.cn/knovel/Regulation_explanation.html

活动期间：2011.05.16 ~ 2011.07.15
第一回合竞赛- 05.16 ~06.17 
第二回合竞赛- 06.18 ~07.15

提供个人奖，团体奖

请踊跃参加！



Knovel:搜寻更少.了解更多



若有相关疑问
欢迎与飞资得信息联系

飞资得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FlySheet Information Services (Shanghai), Inc.

上海市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13A
电话：+86-21-52980395/6
传真：+86-21-52980397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路景园小街1号景园大厦3栋12A号
电话/传真： +86-10 65383610
Email：info@flyshe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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