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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学平台简介

知网研学平台（ESCP）以搭建个人探究式学习环境为核心，以提高用户自主学习和创

新能力为目标，集“汇、读、写”为一体的个人终身式学习平台。利用 XML碎片化、知识

重组、知识网络构建等技术，提供汇聚资源、理解知识、创作表达、选刊投稿、知识管理、

协作交流等多样化学习功能，改变传统静态的阅读方式，开启动态、交互、图谱化的阅读

模式，服务个人知识学习与管理，从而构建个人知识结构，实现知识创新。

该平台为您提供WEB版、PC端、移动端（APP、PAD、小程序），随时随地云同步，

满足您在不同场景下的学习需求。平台地址：x.cnki.net

file:///D:/AAA中国知网工作/2021年相关工作/产品资料/x.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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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登陆/注册

（一）打开知网研学

推荐浏览器：优先推荐使用谷歌、火狐、360极速等对 HTML5新特性兼容性好的浏览

器。

方法①：1. 打开中国知网（cnki.net） 2. 点击中间知网研学平台

方法②：搜索栏输入 x.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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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陆/注册

1. 点击右上角“登陆/注册”，根据提示进行注册

2. 老用户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陆

3. 新用户点击下方注册新用户，通过手机号和验证码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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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绑定资源账号

绑定资源账号可以浏览所有文献

1. 点击右上角头像

2. 点击左侧绑定资源账号，目前仅支持口令关联

获得口令，输入口令，点击“关联”（口令请联系图书馆老师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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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管理资源

（一）研读学习——归纳管理个人素材

（二）新建专题

在左侧研读学习模块，可以创建自己的专题（类似于电脑的文件夹），通过专题进行文

献收集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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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添加

通过专题上方的检索添加，可以直达知网五大核心资源库搜索文献，直接勾选就可以

批量收藏到专题。

（四）本地上传

本地的文献资料等，可以上传到研学平台，进行统一的管理，也可以进行阅读、划线

做笔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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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献查找及管理

（六）学科资源包



10



11

（七）本月限时免费期刊

（八）开题分析

整合选题主要依据 确定选题探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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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文献采集助手

支持将网页内容以及中国知网、Springer、ScienceDirect、Wiley、IEEE、EBSCO、谷

歌学术等其他国内外常用数据库的题录信息或全文保存到知网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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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阅读文献

（一）打开文献

1. 知网研学专题中点开文章

2. 知网首页点开的文章，点击“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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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阅读——目录大纲

（三）阅读——划线/做笔记

选择想要记录的片段，点击划线可以在下方划线标注，点击笔记，即可在右侧笔记框

内记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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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阅读——记录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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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笔记汇编

单篇文章所有笔记，一键汇编成文档，进行编辑。

（六）图片记录

文章内的图片、表格，可以摘录，在上面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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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考文献

四、如何进行创作

（一）思维导图

在左侧“创作投稿”模块，可以创建思维导图，构建内容框架，激发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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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维导图转换目录



20

（三）模板创作

可以从本地上传模板，也可以使用思维导图生成模板

（四）文档创作

在左侧“创作投稿”模块，点击新建，下方可以创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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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作界面

文档创作分为目录区、创作区、素材区。可以通过目录区跳转内容，通过素材库实时

添加内容，通过创作区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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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摘添加

（七）笔记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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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考文献的自动生成与格式修改

（九）在线搜索添加

右侧 CNKI检索可以检索在线文章，边读边添加其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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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在线投稿

（一）官方投稿渠道

知网研学平台提供多种官方投稿渠道，支持一键投稿，安全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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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稿分析

六、如何管理个人知识

在“标签”模块下可通过标签的形式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通过“我的”模块可

以管理自己的知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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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签管理

在“标签”模块下，进行标签管理；

（二）文摘笔记管理

在“我的”模块下，进行我的摘录等内容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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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记事本记录内容

（四）我的成果

自己汇编的文档、创作内容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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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的学术成果

（六）订阅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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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如何进行团队学习

（一）选择团队

（二）创建群组、查看或共享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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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组交流、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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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享笔记

同一小组中的学习者可以共同阅读小组中的资料，同时可以在资料中进行笔记的记录，

并且将笔记共享给小组，这样小组中的其他人也可以看到共享出的笔记，进行群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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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创自己团队的资源包

以上就是知网研学平台的使用方法，如想了解更多信息，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帮助”。

如有任何疑问，可以点击右下方的“客服”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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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要您可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了解更多研学平台相关的信息。

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的研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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