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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ENDNOTE软件功能不技巧 

– Part I、EndNote X8介绍 

– Part II、下载安装 

– Part III、四步轻松搞定Endnote使用 

• 建立个人文献库 

• 文献导入 

• 文献管理 

• 写作 

 

 

 

 

EndNote X8介绍 

下载安装 

四步轻松搞定 

 

 

 



Part I、EndNote X8介绍 

 



为什么要管理文献 

高效定位 

统筹资源 

挖掘信息 

辅助投稿 

 



EndNote X8 

Endnote 由Thomson Corporation下属

的Thomson ResearchSoft 开发的一款参

考文献管理软件。 

用来创建个人参考文献库，并且可以加入

文本、图像、表格和方程式等内容及链接

等信息，能够不 Microsoft Word / PPT完

美无缝链接，方便地插入所引用文献并按

照格式进行编排。 



Part II、下载安装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EndNote X8 下载安装 

在中科院IP
范围内下载 



EndNote X8 下载安装 



EndNote 8 下载安装 
 

注意喽！ 

    要完全解压缩后，双击ENX8Inst进行安

装！ 

     



Tips: 选择custom安装—在相关文件名称

前单击去除叉号，选择安装特殊数据库

filter和相关学科的style  ( typical安装只包

括少部分style，X8增加至六千余种） 

 

EndNote X8 下载安装 



Part III、四步轻松搞定Endnote使用 

 



Library: 文献库/夹，个性化命名，用于储存文献 

                   存储和管理文献数据的Endnote文件 

Reference: 保存的文献 

 Import: 导入(文献) 

Export：导出(文献) 

Filter：文献导入过滤器，即特定的文献格式，可编辑

或制作 

File attachment：插入附件，PDF、Excel、word等 

插播：几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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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EndNote 的工作流程 



第一步：建立个人文献库 

新建一个：File-New 

生成一个EndNote Library：包括一个 .enl，

一个.Data（如修改路径，请一起copy） 

或者open一个已有的Library 

 

 



1、存贮位置一定要记住，不
建议存在C盘！ 

2、成对出现的文件都很重要
，必须存放在同一个位置！ 

3、关联的PDF全文存贮在
.data文件夹中！ 

第一步：建立个人文献库 



第二步：导入文献 

数据库检索导入 

Google scholar导入 

手动导入 

PDF/文件夹导入 

在线检索 



第二步：导入文献-数据库导入 

Web of Science 

CNKI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ID=Z235eikcI5Km3MbN7in&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www.cnki.net/


第二步：导入文献-WOS 导入 



第二步：导入文献-WOS导入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双击 



第二步：导入文献-CNKI导入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第二步：导入文献- CNKI导入 



第二步：导入文献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第二步：导入文献-数据库导入 

总结一下： 

– 检索 

– 选择 

– 导出（事先打开一个library或者直接打开） 

– 例外：cnki先保存再导入 



第二步：导入文献-Google scholar导入 

注意： 

1.学术搜索设置：文献管理软件 ，显示导

入endnote的链接 

2、检索结果，导入EndNote  



需要进行相关设置 

第二步：导入文献-Google scholar导
入 



第二步：导入文献-Google scholar导入 

英文文献—点击“打开
” 
中文文献—点击“保存
” 



第二步：导入文献-手动导入 

手工添加 

– 作者栏一行只表示一个作者 

– 注意作者的表达方式 

– Note和research note标记 

– 文件PDF，excel，JPG等都可以添加到文献中 

 



作者，一行一个  Morre,Nicode 

年份 

文章标题，The scale and the feather: A suggested evolution 

期刊名，Paleontology 

卷 

期 

页码 

第二步：导入文献-手动导入 



关键词 

摘要 

做文献标记，如“写作要用”，“很重要”，“evolution”，便于找到文献 

做文献笔记，可以将原文经典语句，核心理论，实验方法等摘录于此，并加以批注 

文章链接 

粘贴或拖拽PDF， Word， Excel等，作为附件表格 

作者地址 

粘贴图片或表格，自己的实验图片或统计表格可作为新的文献保存 

图片、表格的文字说明，一定要写！！！便于写作时找到需要插入的图片或表格 

第二步：导入文献-手动导入 



第二步：导入文献-PDF/文件夹导入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有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s (DOI) 

号 

2、DOI号可读 

3、网络通畅：CrossRef (www.CrossRef.org) 

注意：导入后丌能正确显示的文献信息，需

要手动修改或在数据库中重新检索后导入 

http://www.crossref.org/


方法1：将PDF文件拖拽到此区域 

第二步：导入文献-PDF/文件夹导入 



方法2：File→import→file →选择需要导入的pdf文件
，import option选择pdf 



各归各位才是导入成功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数据库重新检索导入，按文章名排序；PDF 按文章名字保存，排序，一

一对应拖拽 

 



选择文件夹 

选择PDF 

第二步：导入文献-PDF/文件夹导入 



Tools：online search 

第二步：导入文献-在线检索 

不推荐此种方法 

1.检索方法简单 

2.检索结果不稳定 



在线自动检索全文 find full text 

第二步：导入文献-全文获取 



可一键与EndNote Web 同步 

第二步：与EndNote Web 同步 



第二步：与EndNote Web 同步 

可设置何时同步 



第三步：文献管理 

 界面 

 分组 

 编辑 

 查重 

 更新 

 已读和未读文献标记 

 文献的评级 

 共享 

 文献分析 



第三步：文献管理—操作界面 

菜单栏和快捷操作键 

分组管理 

预览文献题录信息、
检索文献库、预览
PDF全文 

在线检索，查找全文 



可右键直接勾选要显示的字段，字段可用鼠
标拖动调整其显示位置 

第三步：文献管理—操作界面 



可选择在reference窗口是否
显示rating字段和空字段 

第三步：文献管理—操作界面 



Group 

– Custom group 一般组，需要自己添加 

– Smart group 智能组，通过检索策略定义，自

动添加 

– Group from group 组合组，可以自由选择智

能组文献是否在内，自动添加 

 

第三步：文献管理—分组 



Creat Group       建立组 
Creat Smart Group 建立智慧组 
Creat From Group  合并组 

第三步：文献管理—分组 



Creat Smart Group 

标题、 

摘要等 

组名 

可以对收集的文献快速分类 



Creat From Groups 

And 

Or 

Not 

可以找出各类研究之间的关系，有无交叉内容； 

找出研究者或机构之间有无合作等 



第三步：文献管理—文献编辑 



将文件直接拖拽于相应条目 

第三步：文献管理—添加PDF 



第三步：查询文献更新信息 

可以抓取在线预先发布的文献的更
新信息，如页码等 



第三步：已读和未读文献标记 



第三步：文献管理—文献评级 



第三步：文献管理—共享 

 



可最多邀请100位同行分享一个Library 

所有参不者及其对Library的修改都可以看

到 

第三步：文献管理—共享 



第三步：文献管理—文献分析 



第四步：写作 

论文模板 

插入参考文献 



插播：第四、五个概念 

Template (*.dot) 

期刊投稿模板，自动产生期刊所要求的投稿格式 

Style (*.ens) 

– 文献输出格式、期刊编排格式，出现亍word写

作区、文献显示区和输出区，用亍将统一的

endnote格式文献输出为具有特定格式的文献 

 



第四步：写作-论文模板 



第四步：写作-论文模板 

http://endnote.com/downloads 

— 提供来自各领域的刊物论文模版。 



第四步：写作-word中Endnote 工具条详解 

查找待引用文献 引用文献格式转换 

更新文献题录信息 

导出 

去除Endnote标记 

取消自动格式转换 

编辑已插入文献 

编辑文献信息 

转Endnote界面 



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拖拽 

使用WORD 中的Insert Citation按钮 

使用Endnote中的Insert Citation 按钮 

第四步：写作-插入参考文献 



将光标放在欲插入文献的位置 

第四步：写作-插入参考文献 



第四步：写作-插入参考文献 



插入的文献产生一个临时分组 

第四步：写作-插入参考文献 



第四步：写作-编辑参考文献 



第四步：写作-插入图片 

输入caption中的关键词 



第四步:写作-图片管理 



第四步：写作-移除Endnote的field codes 

1、首先保存原word文件A 

2、 

 

 

 

3、保存word文件B和修改后投稿 

4、如果需要再调整参考文献，请在文件A上

修改 

 



换个期刊投稿怎么办？ 

第四步：写作-改变Output Style 



第四步：写作-下载新的Output Style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
课件名称 

C:\Users\liyang\Documents\EndNote\Styles\ 



总结 

Endnote 文献 

导入 

文献管理 

文献分析 

文献共享/保存 

写作 

选定 Style 

投稿 

移除代码 文档备份 

修改 



软件演示 

新建 

导入 

管理 

分组 

写作 



欢迎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