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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EndNote

EndNote——个人文献管理应用（软件）
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发行

有效管理已获取信息

快速查找已有信息

支持阅读与记录

助力写作（快速、准确插入引文）



1. 认识EndNote

• 支持多终端协同工作——

EndNote Desktop（Windows/Mac）

（桌面版/单机版/客户端版）

EndNote for iPad / iPhone 

EndNote Basic（EndNote Web/Online）

（联机版/浏览器版/网络版）



1. 认识EndNote

• EndNote Desktop主要功能——

✓ 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library)、添加/管理记录

✓ 为记录添加附件（包括全文）和笔记

✓ 联机检索网络数据库

✓ (快速下载记录对应的文献全文)

✓ 与EndNote Basic同步

✓ 对个人文献数据库进行快速浏览、检索和编辑

✓ 按特定格式快速生成/插入引文（参考文献）

✓ 导出/导入、备份/恢复个人文献数据库中的内容

✓ 多人协作使用同一数据库（library）或组（group）

✓ ……



1. 认识EndNote

• EndNote Desktop 20 数据库结构——

◼Library（My groups）

Group Set 

✓Group 

➢Record（Bibliography）

•Field——author(s), title, abstra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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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应用程序，及时更新

• 建立数据库（library）

• 创建组集合(group set)、组(group)

• 添加记录

2. 创建EndNote Desktop 数据库



2-1. 下载/安装应用程序



2-2. 创建数据库

新建数据库（EndNote Library）——
文件后缀“enl”和同名文件夹

可建立多个数据库

可打开在其他计算机上建立的数据库



2-3. 建立组集合（group set）/组（group）



2-3. 建立组集合（group set）/组（group）

• 智能组Smart Group——

创建Smart Group，指定记录特征，数据库中满足条件的记录会自
动映射（注意：不是复制！）到这个组中。

进入Smart Group中的记录，须满足在这里设置的条件



2-3. 建立组集合（group set）/组（group）

• 智能组Smart Group——

✓ Smart Group是虚拟组

✓ 若删除Smart Group中的记录，数据库中映射
源对应的记录也将被删除

✓ 若删除整个Smart Group，该组记录对应的源
仍然保留在数据库中



2-3. 建立组集合（group set）/组（group）

• Create From Groups——

对已有组中的记录执行
逻辑组配，满足要求的
记录映射到新组中



添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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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加记录

• 手工键入（最费时）

• 借助过滤器导入保存的检索结果（最常用）

• 以EndNote Desktop为网关检索文献数据库后添加（最便捷）

• 与EndNote Basic执行数据同步

• 利用已有的PDF全文添加记录（记录直接关联全文）

•来自EndNote Click

• 捕获网页信息

• 导入其他同类应用中的记录（本质同过滤器导入）(略）



3-1. 手工键入



3-2.利用过滤器导入从信息检索系统得到的记录

最常用的方式（联机演示）
From CNKI, PQDT, WOSCC



3-2.利用过滤器导入从信息检索系统得到的记录

信息系统 导出选项（文件后缀） 导入过滤器
个人文献
管理应用

CNKI
EndNote（txt）

……
EndNote Import

……

EndNote 
Desktop

ProQuest
RIS（ris）

……

RIS（或ProQuest）或
双击ris文件

……

WOS
EndNote Desktop(ciw);
Other File Formats(txt)

……

Web of Science CC或
双击ciw文件

……



3-2.利用过滤器导入从信息检索系统得到的记录

要点

1) 将检索记录以恰当格式

输出

2) 选择正确（与记录保存

的格式兼容）的过滤器



3-3. 以EndNote 为网关，联机检索数据库后直接添加



3-3. 以EndNote 为网关，联机检索数据库后直接添加

前提条件

已成功配置的数据库

有检索权限的数据库

EndNote offers more than 4,000 connection files



3-4. 与EndNote Basic执行数据同步（Syncronization）

当前数据库与云端数据库内容同步（账号设置）（手动/自动）



3-5. 利用已有的PDF全文添加记录

手动/自动添加（演示）



3.6 从Kopernio（EndNote Click）添加记录（含全文）



3.7 从网页捕获记录

①登录个人EndNote Basic

（https://www.endnote.com/）

②

③



3.8 与其他用户共享数据库或一组数据



3.8 与其他用户共享数据库或一组数据



3-9. 导入其他同类应用数据库的记录

本质：过滤器导入



维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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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护EndNote Desktop 数据库

•添加、重命名组集合(group set)/组(group) （略）

•移动、删除记录 （略）

•在线下载记录全文（理想功能，但……）

•为记录添加附件（本地，包括全文）

•编辑记录（阅读笔记）

•更新记录

•记录去重

•……



4-1. 在线下载记录全文

• 配置获取全文途径（Edit—Preferences）

• 只有订购或免费的全文才可能成功下载

• *目前仅能以这种方式下载极少来源的
全文



4-1. 在线下载记录全文



4-2. 为记录添加附件

任何文件都可以作为附件
所以，你可以用EndNote管理照片等
各种文件



4-3. 记录更新

从网络查找缺失信息
的或者更新题录信息



4-4. 记录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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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个人文献数据库

• 浏览、检索个人文献数据库

• 生成引文（参考文献）



5-1. 浏览/检索个人文献数据库



5-2. 星标与阅读笔记

星标



5-2. 星标与阅读笔记

阅读

笔记



5-2. 星标与阅读笔记



5-3. 生成引文

•生成特定格式的引文列表

•在创作文档中直接插入引文



5-3. 生成引文

出版社有各自的引文格式要求



5-3-1. 生成特定格式的引文记录

单条引文



5-3-1. 生成特定格式的引文记录

多条引文批量输出



5-3-1. 在word写作中随时插入引文

演示



更多引文格式、过滤器和检索文件



本讲内容回顾



谢谢！

jia-lin@tsinghua.edu.cn

参考教程（MOOC
信息素养 Week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