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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图书馆员

• 授人以渔，使得在大量内
容中找到正确答案和数据
点更为简单

• 教导学生在研究中不要过
于依赖谷歌和维基百科

• 与教职工和学生们培养关
系

• 需要在预算逐渐削减的同
时继续为学生和教职工提
供全面的资源

• 与多家厂商和平台打交道

Knovel的价值

研究员

• 通过合作经营与商业
工程领域有着非常密
切的联系

• 想要跟上前沿

• 太多的时间花在寻找
并对结果排序上

• 在截止日期前需要完
成一个快速的文献检
索以准备提案

• 需要找到领域内较活
跃的学者并且评估可
能的合作伙伴

有哪些主要挑战?

可以从多个出版商获取
工程专业数据，这些数
据是不断监管和更新的，
覆盖了同类最佳的工程
学科信息。

• 节省时间
• 为所有用户带来成功
• 培养与教职工和学生
们的关系

通过提供广泛接触到

相关内容的渠道以支
持我的研究发现需求，

并当做重要的起点。
精确工具的使用和专
业学科索引提高了查
全率和查准率。

• 节省时间
• 紧跟领域新动向
• 找到搭档

工程学图书馆员大学研究员

能带来哪些价值?

Engineering Village和Knovel一起展示了一个整体集合如何跨越工程学校本科和研究生的科研和教学
活动，给最值得信赖的技术数据传递了最新的突破思维，每个产品都能满足用户职场下的特定需求点。



信息的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 什么是最新的趋势和技术?

• 研究之前有做过吗？我有哪些新的研究机会？

• 我的同行在做什么?

• 我如何写一个成功地投资提案?

• 我如何监控我的竞争对手?

• 如何找到我的合作伙伴?

• 如何快速获取我不熟悉领域的背景知识?

• 如何让我的学生参与/感兴趣?

• 如何保证学生们使用可信赖的信息资源?

• 如何教导学生写一份成功的研究论文?

• 如何教导学生解决实际开放式问题?

• 如何使学生对职场做好准备?

科研 教学

鉴定主题

准备课程资料

分配支持工具

审查和评分

检索，发现，
阅读，评论

协作和网络

实验

合成与分析



科研 教学

教授, 研究生, 工程学图书馆员

教授, 研究生, 研究人员, 工程学图书馆员

Knovel在使学术机构工程信息需求上处于有利地位



摘要&

索引

全文& 交互式数

据

Teaching

期刊 & 商业出
版物

专利

会议论文

材料性能

案例研究

方程式

参考作品

Knovel 的核心价值

科研 教学

http://www.knovel.com/web/portal/home
http://www.knovel.com/web/portal/home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home.url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home.url


科研流程中产品应用
研究计划 启动研究 进行研究

•确保研究方向的创新性

•随时了解最新趋势

•找到合适的背景

•看看拟议研究相对于已经完

成的工作将做出什么贡献

•确定在该领域工作的其他研

究人员/合作机会

• 寻找实验数据

• 查找并了解既定的研究和技术

（内容广度）

• 确定技术趋势

• 确保搜索最广泛的内容覆盖范围。

• 识别竞争对手

• 避免重复工作或遵循错误的路

径

• 认识到潜在的发展和许可机会

•查找属性数据以查看属性数

据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已经执

行了任何操作。

•快速了解一个不熟悉的

话题

• 填补数据和知识方面的空白

• 让研究生快速上手。

• 引用已规范的数据，例如

AASHTO标准。

“确保计划一旦执行，我们从EV开始，
以确保我们没有错过任何东西。”

“70％的时间我使用Knovel进行研究，
这是在资助开发阶段，因为这是我需
要了解问题的时候，我们正在查看已

出版的教科书和程序手册。”

“在我发表之前，我再次回顾EV，并祈祷
没有人在过渡期间发表任何文章。”

• 查找特定计算的属性数据

• 找到一个比较，看看它是否

与发布的结果类似，以验证

选定的方法。

“如果我正在进行实验工作，并且我
已经获得了固体热容量的某些值，
我会检查Knovel，看看是否有类似

的信息。”

''......我们的很多项目都是多学科的。 ......

他们出现在Compendex上。



教学流程中产品应用
本科生 高年级本科生 研究生

•快速获取有关不熟悉主题的背

景知识

•了解基础知识并确定在A＆I数

据库中使用的搜索词

•数值检索-材料属性数据搜索

•依赖Knovel的示例类：
• 路面管理

• 土木工程材料

• 桥梁设计

高级设计课程是Knovel最常用的用

途之一：

•材料属性数据

•有关反应率，尺寸和经济性的数

据

•有关用于项目和类似Capstone项

目案例的设备的信息

•快速获取有关不熟悉主题

的背景知识

•查找特定计算的属性数据

• 信息素养：引用来自审查来源的

科学文章

获取研究论文或课堂作业的信息。

加快学习领域的速度

了解最新发展，如新闻中的文章

提供搜索策略指导

• 提出修改建议

当学生进入高年级学习后，他们需要

访问教科书之外的信息。

• 在开发论文/研究报告时参考的可

靠来源。

• 确定研究领域的趋势

• 跟踪其研究领域的发展进展

•研究已发表的关于特定主

题的内容并创建参考书目

•找出文献中的新内容，或

阅读经典论文，看看作者

如何提出他们的理论和模

型。

“我对学生进行了调查。所有人都在

使用Knovel。他们只用几个关键词

找到相关信息。“

“学生们可以访问Knovel，找到他们

设计化工厂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

物理属性和模板。”

“我们通常会要求研究生考虑

将Knovel作为开始之一，然

后再寻找其他地方，例如

Engineering Village的研究论

文。”

“我们使用文章来审核正在进行的项

目。我们正在寻找有关化学工程或

进展的信息。“



科研活动中，我们现在为用户解决了哪些需求和目标？

李博士确定了一种新的金属合金，并有兴趣探索

其抗拉强度和对摩天大楼设计中框架结构的影响。

他开始阅读Engineering Village中的文章。

李博士认识到，对这种材料及其用途进行研究可

以为工程学院带来认可和企业研发资金。

受到Jack与他分享的结果的启发，李博士认识到

有机会进一步研究。 他从政府和基金会拨款中

获得了全部研究资金，并让Jack继续开始。

Jack和团队开始建模过程，使用Knovel识别，构

建和测试他们的研究假设并确定他们的研究目标。

他们使用Knovel找到有助于此过程的特定材料属

性数据和方程式，并减少所涉及的一些时间，重

复和乏味。

选题 建模

1

2

李博士找到杰克，请他收集更多地过去/现有的研究，

实验或专利，以确认他不会重复他人的努力。

李博士还希望找到与同行就这一主题进行合作的机会。

Jack调查了有关Engineering Village的这一主题的现

有研究，并将这些结果发送给李博士。

随着研究即将完成，李博士在Engineering Village进

行再次检索，以确保最近没有发表类似的研究。

设置邮件提醒以确保跟踪此领域中的所有新信息。

科研活动

3

4

Jack Smith

研究生, 

Engineering  & Research Assistant

Dr. Richard Li,

教授
Mechanical Engineering



8.5x more**

教学活动中，我们现在为用户解决了哪些需求和目标？

Tanya参加了李博士关于其工程课程中桥梁结构

和悬挂结构的讲座。

在讲座期间，李博士参考了特定桥梁的建造和修

理，并指导他的学生在下一堂课之前熟悉这些结

构，特别是参考在澳大利亚悉尼设计和建造的使

用新型加固的创新桥梁。

在他的班级的Blackboard笔记中，他包括涉及桥

梁及其技术属性的问题集。

课堂经验 课后经验

1 2

Tanya Sloane,

研究生, 

Engineering 

Tanya在课堂上做笔记，并自己使用谷歌获取一些

一般信息，但为了准备上课，她需要找到更多关于

桥梁的技术信息和数据。

她访问了工程图书馆并与兰迪合作，寻找最近发表

的期刊文章，重点关注悉尼在Engineering Village

的桥梁。

为了回答关于问题集的问题，Tanya使用Knovel找

到用于构建桥梁的材料的适当数据。 她使用嵌入

式工具执行“假设”分析并根据需要将数据集提取到

Excel以查找问题集的解决方案。数据会自动下载，

并附有引用所需的所有引文。

教学活动

Tanya节省了时间，使用和引用可信信息源完成

了她的任务，熟悉了她在进入企业时将使用的工

具

3

Randy Jones,

工科馆员

Dr. Richard Li,

教授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关于Knovel

 没有其他的工程学平台能提供Knovel 今天所能提供的先进的互动性和数
据检索:

为工程师进行优化. 

高性能的检索保证内容可以被发现–这些发现能转化为更好的采纳并促
进发现.

超过10万的交互式图形，图表公式

 Knovel 是教学和科研的资产: 

教授可以鼓励学生运用多种资源和工具来解决一个有宽度的现实问题.

教授可以检查学生对于资料的理解力，形成对核心原则更深入的了解

 Knovel 帮助培养下一代工程师

学生将使用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公司的工程师所使用的相同的研究工
具和值得信赖的信息，为成为有竞争力的员工做好准备。

“鉴于其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
和快速而有效率的服务，
Knovel已经成为其目标用户群
体的黄金标准.”

- “STM 电子图书: 2012 市场规模, 占有率, 

和前景” by Laura Ricci



卓越的学术客户名单

• 全球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工程学学生使用Knovel

• 世界最佳工程技术大学前20名中的14所

• 历史年度续签率达90％以上

地区

*资料来源 - 2013-201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工程与技术”类

• 中国科学院

• 清华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香港大学

• 香港科技大学

• 华中科技大学

• 同济大学

• 天津大学

• 重庆大学

• 高科联盟

http://www.ucl.ac.uk/
http://www.ucl.ac.uk/
http://www.manchester.ac.uk/
http://www.manchester.ac.uk/
http://www.mcgill.ca/
http://www.mcgill.ca/
http://www.ubc.ca/
http://www.ubc.ca/
http://www.ubc.ca/
http://www.ubc.ca/


卓越的企业客户名单

•全球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工程

学学生使用Knovel

•世界500强企业中的74个

•历史年度续签率达90％以上

全球

•“十大” 在石油和天然气，精细化工，
航空航天与国防和工程设计与施工
领域的工程公司

http://www.alcoa.com/global/en/home.asp
http://www.alcoa.com/global/en/home.asp


Knovel 解决方案: 三个关键要素整合

Data Analysis 

Tools数据分析工具

验证内容

检索优化

Knovel是一种基于网络的专业在线工程平台，将技术信息集成于分析与搜索工具，致力于推动
创新，为工程师提供值得信赖的答案。
用户将Knovel视作可靠的一站式技术参考，包括资料属性数据。他们向Knovel而不是某一本电
子书寻求答案。在Knovel的海量工程资源中快速寻求答案，同时与原本静态的数据互动，这种
特点使Knovel远远超越了整套电子书的价值。



权威内容

• 来自被承认的团体与出版合作者的已被证实的、公认的科学资源；

• 由客户需求驱使的严格甄选过程，由行业专家审核；

• 编辑顾问委员会提供了深厚的工程经验与领导，确保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满足客户需求；

• Knovel 的关键内容是独有的且高度互动的。

Data Analysis Tools integrated into Engineering Workflow

来自相关渠道的可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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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HTO美国州公路和运输观员协

会
DECHEMA德国化工与生物技术学会

National Ground Water Association

美国地下水协会

AIA美国航天协会 FASEB美国实验生物学联会 PMI国际项目管理学会

AIChE美国化学工程学会 IFIS国际食品信息服务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AMACOM美国管理协会 IABSE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
InternationalSAE国际自动机工程学

会

AOCS美国油脂化学学会 IChemE化学工程师学会 SIAM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

ASHRAE美国冷冻空调协会 IET国际工程技术学会 SME矿冶与探测学会

ASME美国机械工程协会 ISA国际自动化协会 SNAME美国造船曁轮机工程学会

ASM International美国材料信息学会IOP英国物理学会 SPE国际塑料工程师学会

AEE美国能源工程协会 TMS美国矿冶与材料学会 SVC美国真空镀膜协会

ASTM International美国材料试验协

会
NACE International美国防蚀工程学会 SPIE国际光学工程学会

AWWA美国水行业协会 NCRP 美国辐射防护与度量委员会 TRB 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

WEF水环境协会



权威内容

• 来自被承认的团体与出版合作者的已被证实的、公认的科学资源；

• 由客户需求驱使的严格甄选过程，由行业专家审核；

• 编辑顾问委员会提供了深厚的工程经验与领导，确保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满足客户需求；

• 查找隐藏在表格，图表和方程式中的数据

• “理解”工程学语言 • 允许数值范围检索

• 自动进行单位换算 • 进行多变量检索

为工程师优化检索

为工程师优化检索



数据分析工具集成到工程学工作流程中

• 对于初始计算和信息验证易于使用的工具

• 超过10万的交互式表格，图表和方程式

• 像分类电子表格一样轻松地自定义和操作数据

• 通过在图上绘点数字化一个或多个曲线

• 保留格式和文件数据源的同时能简单地将数据导出到Excel表格

• 查找隐藏在表格，图表和方程式中的数据

• “理解”工程学语言 •允许数值范围检索

• 自动进行单位换算 •进行多变量检索

数据分析工具 集成到工程学工作流程中

• 来自被承认的团体与出版合作者的已被证实的、公认的科学资源；

• 由客户需求驱使的严格甄选过程，由行业专家审核；

• 编辑顾问委员会提供了深厚的工程经验与领导，确保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以满足客户需求；

权威内容

为工程师优化检索



它如何工作？

从年轻工
程师……

……到行
业资深人
士……

……通过Knovel的：
• 基本答案
• 加速发现
• 持续访问……

……来：

• 建立基础知
识

并

• 解决工程问
题



Knovel能够提供：现实生活例子

背景 挑战 解决方案 - Knovel在
行动

影响

约翰是一家全球化学品
制造商的资产完整性工
程师，负责一条生产线。

最终产品是一种平衡溶
液，成分包括乙酸、过氧
化氢、多种稳定剂、一种
催化剂（矿物酸）以及过
氧乙酸。

在工艺中增加了一个最
终产品的储存罐。

几个月后的定期安全检
查发现储存罐的腐蚀速
度出乎意料的快。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
决的话，这将带来：
a. 安全担忧，以及
b. 产品质量问题（腐蚀

的金属与产品混合）

工程师使用Knovel理解
了储存罐不寻常的腐蚀
情况，识别了腐蚀问题
的根源。

通过解决腐蚀问题，这
提升了工艺安全性，帮
助保持了产品质量。

Knovel帮助识别了温度
等可能影响工艺的风险
因素，最终将储存罐移
动到了阳光照射不到的
地方，从而避免温度过
高。

按每升1.25美元
计算，这三个储
量5万升的储存
罐对每批产品的
影响超过15万美
元。



Knovel能够提供

工程科研人员：
• 实现正常运行时间最大化，降低成

本，降低工程风险
• 开发新工艺或改进工艺
• 满足合规和监管要求
• 提高知识支持以及可采取行动数据

的可及性

学生：
• 学习：建立基础知识，在

课程中表现出色
• 准备：合作教育/公司实习

/未来工作，使用行业工
程师所使用的工具

基本答案 加速发现 持续访问

来自超过140家值得信赖的提
供商的内容

通过交互式方程式、图表和工
具提供问题解决能力

广泛的材料属性数据

什么 >>>

如何 >>>

理解工程语言的搜索能力

基于分类学的搜索过滤，是一
个很好的工程概念学习工具

移动应用程序：下班后也能访
问

软件插件（AutoCAD、Inventor、
Excel）

增强的可发现性，例如EBSCO、
SUMMON、PRIMO

帮助 >>>



功能特色-数值型检索

Knovel数值型检索：根据工程师的思维方式以
及搜索需求而设计。用户可以搜索数字类型的关
键词或数据。Knovel还能够以表格、图表和方程
式的形式返回搜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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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vel交互式表格：让您可以随意变动行或列的
排列、可隐藏选择的行列数据让相关数据有最佳的
呈现、或将数据汇出。而Knovel更期望其使用者可
将汇出的表格作为引用证明的数据来源。

22

功能特色-交互式表格



Knovel交互式图表：可让您测定精确的数据坐标而
不用依赖易出错的推断技术。所有相关数据皆可输
出以协助您决定并且对于后来的同侪评审来说是
一个很好的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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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数字转化器——可以

将静态的曲线数据汇出，
也可以将数据在图上标绘
出来、汇出、打印。

功能特色-交互式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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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标绘器——根据方

程式进行绘制曲线图，您可
以在图上进行描点，标注及
改变坐标单位等操作。

相图阅读器——可确定两相

系统的边界组分，内置杠
杆原理计算器。

功能特色-交互式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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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超过500个实用方程式，使用内置的方程求解计算，并
导出计算报告和分享知识；并结合文字，数学，图像和情节
以便捷地一键式的工程公式功能，访问包含数学函数，工程
单位，编程结构，以及数学符号工具箱等。

功能特色-互动式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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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各个化学元素的信息，包括：原子质量，电子结构，化
合价，同位素组成和其它常用理化性能参数。

工具-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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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vel单位转换器有两种模式可供选择。非订户获得免费使用的和共享
的工具能够访问约1,000内置单位为超过80的工程运算使用。 Knovel用
户拥有额外的定制功能。它们可以保存和访问用户创建的单位，标记和
排序自定义的单位，并创建自己的默认设置。

工具-工程单位转换器



科研人员如何评价Knovel

• 是与谷歌相比快速找到相关答案的更好的选择

• 是用以确定材料具体用途的材料性能数据的转向资源
，没有任何其他资源提供如此方便、准确的访问途径

• 拥有交互式表格，图表和方程式，使数据“活起来”；帮
助学生了解一个变量如何影响另一个

• 向学生介绍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些在标准教科书中是
学不到的

• 是学生必须处理真实数据的高级顶层设计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工具，

• 有利于创造所有学生可以同时访问的阅读书目.



“自从学习Knovel后，我在寻找和验证资源上花
的时间变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重要课

程，这就是我在学校所做的.”

- 康纳尔大学生物工程学生

“我们把Knovel应用到我们的课程中，因为我们的许多学生无疑会
在进入职场后遇到它.”

- Dr. Robert Malloy, 

材料工程学院教授与主席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

“与其使用谷歌等搜索引擎获得原始数据甚至没有
数据，学生们更愿意使用Knovel 在几分钟内获得
相关结果, 帮助他们解决职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 Dr. Vladimir Genis, 

应用工程学副教授与项目主任
德雷赛尔大学

“Knovel is the first place we go to answer 

chemistry, engineering, and materials related 

questions. I almost always find what I’m 

looking for because I’m able to search 

across so many different sources and I know 

that the sources within Knovel are of high 

quality and reliable.”

- 化学与化学工程图书馆员,

明尼苏达大学

用户反馈

“使学生和教职工能够远程访问大量重要的参考信
息，提供同时搜索广泛相关资源的能力，使得他们

的研究更加高效和高产。”

-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学术机构面临的挑战

• 教导学生如何处理现实世界的开放式问题

• 开发新的课程或保持课程的更新

• 教导学生在研究中不要过于依赖谷歌和维基百科

• 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帮助学生在大量资源中找到正确答案和数据点

• 整合对于学生来说成本不那么高昂的资源

• 易于在线访问，值得信赖的资源

• 学生在职场中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资源

• 使寻找工程学数据更为简单的工具

• 学生能免费获取的信息资源

• 可获取材料性能数据

• 提供最新的内容

挑战 打造极品



了解Knovel：首页

搜索栏让用户能够很
方便地访问Knovel上
丰富且经过验证的分
类内容

Knovel的所有工具，
其中包括交互式内容
和材料属性搜索，都
可以通过“持续的”工
具栏轻松访问

“我的Knovel”将显示
用户最近的搜索和活
动，提供个性化的体
验



了解Knovel：搜索

搜索结果可以根
据工程概念进行
细化，帮助过滤
用户所需的结果自动建议：

Knovel将建议与
工程话题最相关
的搜索

搜索结果可以根据内容类型进
行分类，让用户快速找到所需
的信息类型



了解Knovel：材料属性搜索

通过理解工程语言的专用智能
搜索对材料或物质进行搜索，
例如“H2O”或“水”

搜索并找到特定材料的属
性或找到满足特定属性的
材料

简单易用的拖放
功能，让用户快
速找到所需的数
据



了解Knovel：个性化体验

将最常需要的内
容、笔记和数据
保存到“我的
Knovel”中

继续上
次的搜
索之旅

阅读、注释、
保存和分享内
容



了解Knovel：注册

**注：用户注册后可以即刻访问Knovel，可以在获得访问权限后的两天内完成电子邮件注册

为什么注册？

个性化：
保存搜索和活动，
节省时间

移动访问：
通过适用于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
（iOS/安卓）的My 
Knovel To Go应用程
序在路上访问内容

做笔记：
对内容进行注释，
方便回顾、搜索和
分享

即刻访问：即刻开始使用
Knovel，无需等待电子邮件确
认**



场景一：教学

教师在准备课程教案时总是需要更新内容，保证与时俱进
例如：准备向同学介绍关于‘机器学习’的相关内容时，教师往
往需要阅读大量中外文的书籍、综述类文献，准备最紧跟时
代的教案；并且希望启发同学的自主阅读和查找文献的习惯
英文关键词：machine learning

Knovel 为您提供与Ei数据库无缝链接的：参考书籍，相关章
节，会议文章，教学案例和书籍中提取定义



提供书籍PDF格式全文-基础知识



提供书籍相关章节全文



会议-前沿信息



定义-快速发现可靠的定义



场景二： 数值检索 – 数秒定位查询答案 （独家）

初始主界面，在没
有检索关键字的情
况下，右侧罗列所

有条件检索

设置通信常用光纤
检索

系统自动筛选出
符合光纤的条件
检索，自动剔除

不相关条件



数值检索

仅添加一条光学属性
的条件检索

鼠标拖动“intensity”至空白处，

检索结果数秒精简到2
条，急速提高效率



互动表格

光纤相关属性数值

点击互动图表

随时查看全文



互动绘图

捕捉点的坐标数据
自动填充

鼠标点击即可根据
科研或实验需求轻

松绘图

下拉菜单可轻松导
出各种格式的数据



结果输出

结果导出Excel表
格，可以分享或直
接用于论文，文献
自动生成 – 方便

快捷

打印界面设计合理，
可直接用于实验报

告



场景三：互动方程式 （工程计算可以如此简单）



云计算的互动方程式

直接填数计算或编辑
公式，让方程式成为
工程师们日常必不可

缺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