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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科研人员的“困扰” 

 传统的文献存储方式：遗忘丢失，重复下载 
 
 

 低效的文献阅读方式：耗时费力，无法整合 
 
 

 落后的论文写作方式：手工编排，枯燥易错 



“困扰”的根源和解决方案 

文献管理 
软件 

徒手操作 
 
 
 
 

海量文献 



EndNote X6简介 
 

 EndNote是一个文献检索工具 

EndNote可以在软件界面在线搜索多个数据库，

让您非常简易而直接地查询在线数据库的书目，

而无需逐一打开数据库网站。 



 EndNote是一个参考文献和图像的管理工具 

EndNote 针对您个人储存的参考文献在 Library 
中进行题录数据的储存、管理、查询。您可以组

织管理如图片、表格和影像数据等，并能在 
EndNote中储存您的电子全文文件。 



 EndNote是一个引文编排工具 

EndNote可以透过 Cite While You Write 功能在 
Microsoft Word 中编排引用文献、图表等。当您

在撰写文章过程中插入引用文献时，随即在文末

建立您的参考文献与图表列表。 



EndNote X6 安装 

 安装 EndNote 的程序需求 

系统：Windows XP 、Windows Vista、Windows 
7。 (32 位或 64 位版本) 

硬件：个人 PC需有256 MB 以上的内存、 至少

400 MB 以上的硬盘可用空间。如果需使用

Online  Search功能检索在线网站或数据库的功能

，还需要安有支持网络链接的浏览器。 

 



为了能够通过「Cite While You Write 」功能在 
Word 中引用书目、编排引用格式，在您安装 
EndNote前请先安装好您的Microsoft Word文字处

理软件，再安装 EndNote，才不会产生错误。 

 



安装步骤 

 1. 确认您登入计算机是以具有管理员权限或具

有安装程序权限的用户身份，确认Microsoft 
Office等程序已关闭 。 



 2.解压程序安装包后出现两个文件夹：

ENX6Inst.msi 和 License.dat，将这两个解压缩

出来的文件放在同一文件夹，以便顺利安装。 

 

 

 



 3.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ENX6Inst.msi ，开始进

行安装，安装前请先关闭 Word等office程序，

待出现“Welcome to the EndNote X6 
Installation”时，点击“Next >”，其余步骤按

提示进行操作即可。 



运行EndNote的第一个界面 



EndNote X6界面 



EndNote X6基本功能 
 

 EndNote文献导入 

建立个人数据库的四种方法：网站输出、格式转

换、在线检索、手工添加 

 EndNote文献管理 

排序、查找、分组、去重、分析、获取全文 

 EndNote文献编排 

边写作边引用、模板写作 

 

 

 

 



EndNote 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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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有关文件的格式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文件格式 保存文件夹 备注 

1 数据库连接文件 .enz Connections 用于连接远程数据库。 

2 过滤器文件 .enf Filters 用于从 TXT数据文件中导入数据。 

3 参考文献格式文件 .ens Styles 设置文档中的参考文献格式用。 

4 投稿模板文件 .dot Templates 也是 Word模板文件，包含宏代码。 

5 术语列表文件 .txt Terms Lists 初次使用一共有三文件，分别罗列着化学、 
人类学、医学等期刊。多次使用后文件 
数目会自动增加，会记录 Author、 
Journal和 Keyword等信息。可以用记事 
本工具编辑。 

6 数据库文件 .enl 自定义 .enl数据库文件是 EndNote的默认格式，必 
须与一个同名数据文件夹 

.lib （.Data）配合使用。 

7 数据库导入文件 .enw 自定义 双击此类文件，其文件内容就导入到一数 
据库文件中。 

8 数据库压缩文件 .enlx 自定义 是数据库文件的压缩格式。 

8 数据检索文件 .enq 自定义 保存数据检索条件。 



1.EndNote文献导入的四种方式 

格式转换 

网站输出 在线检索 

手工添加 

WOS, Google Scholar 

CNKI, PDF全文 

WOS, PubMed 



1.1数据库建立－网站输出 

举例： 

 从Web of Science （WOS）输出文献 

 从Google scholar输出文献 

 

















1.2数据库建立－格式转换 

举例： 

 从CNKI输出.txt文档导入EndNote 

 将单篇PDF文献导入EndNote 

 将文件夹中的所有PDF文献导入EndNote 













  Import File ：选择拟导入的文件 

 Import Option： 选择拟用的过滤器（Filters） 

 Duplicates：选择处理重复文献的方式，一般选

择默认的Import All。 

 Text Translation ：编码转换方式，可根据实际

需要或导入结果是否出现了乱码而进行选择。 





需注意的二个问题 

 过滤器Filters选择不当，导致文献题录不能被

过滤进来。 

 文献虽导进来了，但发生了乱码，原因之一就

在于翻译Text Translation处的选择，不同数据

库的文献题录导入时可能需要不同的翻译工具

，具体问题可百度谷歌来寻求解决方案。 













EndNote导入PDF全文的过程 

 首先，EndNote进入PDF全文并将此文献的DOI
号读取出来； 

 其次，EndNote进入内部指定的查找DOI号的

网站上将此文献的相应题录信息下载下来，如

此就成了一条一条的记录。 

 因此，导入电脑中已有的PDF文献时，若网络

不通或者EndNote无法读取PDF文件的DOI号时

，就不能导入文献的题录信息。 



1.3数据库建立－在线检索 

举例： 

 从Web Of Science在线搜索文献 

 









1.4数据库建立－手工添加 

 添加文献信息期间新添加的内容会以红色字体

的形式呈现，保存后再预览打开则就会变成黑

色。 











2.EndNote文献管理 
 

 2.1排序 

可按年代、作者首字母、题名等方式进行数据库

中所有文献的排序。 

 2.2查找 

可在右侧窗口上方的Quick Search中进行简单快

速的查找，或是在Search Panel中进行更多设定查

找条件的较精确的查找。 

 

 

 

 

 

 



2.3查重 
 

References菜单，Find Duplicates选项，若有重复

的文献则会跳出一个对话框，进行相应的选择及

操作即可，可按Delete键删除重复项，进而可在

EndNote的Trash中进行彻底删除或恢复还原等操

作。 

 

 

 



2.4分组 

 （1）Create Group：普通组，查找条件相关的

文献，选定，鼠标左键按住拖拉到EndNote左
侧导航栏新建的组中。 

 （2）Create Smart Group：智能组，设定更为

精细精确的文献查找条件，可将符合条件的文

献收录到该组中。 

 （3）Create From Groups：组合组，多个组的

交集、并集、非A仅B集等的组合之组。 

 



 三者间的区别：若有新的符合条件的文献题录

导入EndNote时，普通组依然保持原状，不会

随之同步更新；而智能组和组合组却始终是所

设条件的实时文献题录状况，即可以保持同步

更新。 



2.5分析 
 

 Tools菜单，Subject Bibliography选项，Subject 
Fields对话框，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筛选呈现

数据库中的文献汇总（年代、作者等，此处以

作者为例），点击OK，进入Subject Terms对话

框，选择要进行相应分析的作者名称，OK，

则导出该作者的所有文献题录信息的Reference 
List，可进一步进行其他相应的操作。 

 



2.6获取文献全文 

 选定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导入的文献题录，右键

，Find Full Text，则可在EndNote窗口左侧导

航栏中的Find Full Text处查看在线检索全文文

献的状态。 

 此操作的前提是单位里有购买这些全文文献来

源的数据库资源，若没有访问这些相应数据库

的权限IP，则是无法下载全文文献的。 



 若已获得在线无法下载的文献全文，且已在

EndNote中导入了题录，可以从其相应文件夹

中拖拽到EndNote文献题录窗口，则此文献就

会和其相应的题录自动建立起关联；或者以添

加附件的形式将已下载到电脑的文献全文加载

到EndNote中。若这些全文文献已作过标记注

释，还可以在查找栏内设置一定条件来加以查

找PDF note。 





3.Endnote文献编排 
 

 Microsoft Word： 

安装 EndNote过程中其Cite While You Write 功能

会结合在 Microsoft Word 底部。若 Word 2003使
用 EndNote，此工具栏在 Word「工具」选单。

Word 2007、Word2010 即直接呈现一个 Cite 
While You Write 字段于接口上。 



边写作边引用、模板写作 
 

 

 

 

 

 

 

 



3.1插入参考文献 

 在文章中插入参考文献的方法（4种）： 

选择格式： Word → Endnote X6→Bibliography下 

拉→ Format Bibliography → Browse→选择→OK; 

插入：Word → Endnote X6→Go to Endnote→选

择文献（可多选）→Insert Citation. 

 



3.2删除参考文献 

 方法： 

 Word → Edit & Manage Citations → Remove 
Citations； 

注意： 

 切忌直接删除参考文献，因为此处插入的参考文

献是个管理器工具，而不是文本文档，所以即使

已经删除，更新之后又会出现。 

 



3.3去除域代码 

 方法： 

Word → Convert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下拉

→Convert to Plain Text； 

注意： 

本操作不可逆，确定投稿不再修改时进行，同时

建议先保存副本后再操作。 

 





3.4 借助模板撰写论文 

 模板： 

Tools → Manuscript Templates→选择刊名→打开 

 塑形： 

启用宏→下一步→Title→ Author→ Section→完成 

 编辑： 

按照模板所列框架及提示进行论文内容的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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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X6新功能 
 

 导入文献功能的改善 

 管理文献功能的改善 

 引用文献功能的改善 

 



Endnote X6 的新功能 

1. 导入文献功能的改善 

 PubMed文献可直接导入 

 增加了与EndNote Web 同步的功能 

 

 



点击send to >>citation manager>>选
择导入的文献数>>Create File，就可
直接将文献导入EndNote。 

1.1 PubMed文献可直接导入 



可一键与EndNote Web 同步 

1.2 增加了与EndNote Web 同步的功能 



1.2 增加了与EndNote Web 同步的功能 

可设置何时同步 



Endnote X6 的新功能 

2. 管理文献功能的改善 

 预览窗口位置可调至窗口右侧 

 搜索界面移至窗口上方 

 增加了已读和未读文献标记 

 增加了文献的评级功能 

 PDF阅览更方便，在新窗口打开全屏阅览 

 可编辑、复制、移动窗口内字段的文字格式 

 可修改任一字段英文单词的大小写格式 

 增加了Email发送文献功能 
 

 

 

 



2.1 预览窗口位置可调至窗口右侧 

预览窗口可放在右边，也
可放在底部 

可直接为文献添加附件 



2.2 搜索界面移至窗口上方 

搜索界面移至窗口上方 



2.3 增加了已读和未读文献标记 

已读和未读文献区分，未读
文献用黑色字体标记 



可设置何时自动标记为已读文献： 
（1）双击打开文献编辑窗口后 
（2）在文献预览窗口查看后 
（3）对文献评级后 

2.3 增加了已读和未读文献标记 



右键，可按文献的重要
性将文献评为1-5星 

2.4 增加了文献的评级功能 



在新窗口打开PDF文档 

2.5 PDF阅览更方便，在新窗口打开全屏阅览  



新窗口全屏阅览PDF全文，可
做标注且可保存，可检索 

2.5 PDF阅览更方便，在新窗口打开全屏阅览  



2.6 可编辑、复制、移动窗口内字段的文字格式 

可编辑、复制、移动窗口内
字段的文字格式 



对某一字段复制或移动时保留原格式 

2.6 可编辑、复制、移动窗口内字段的文字格式 



2.7 可修改任一字段英文单词的大小写格式 

选 中任一字段英文单词，可调整其大
小写格式 



2.8 增加了Email发送文献功能 
 

直接打开Email终端，自动插入文摘，全
文附件 



Endnote X6的新功能 

3. 引用文献功能的改善 

 可编辑脚注参考文献的引文格式 

 Output Styles增加至5478种 

 

 

 



3.1 可编辑脚注参考文献的引文格式 

脚注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可指定引文
格式： 
•显示为Author (Year)； 
•只显示Year； 
•只显示Author； 
•只在文章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出现
（文中不出现） 



3.2 Output Styles增加至5478种 

完整安装时（custom）， Output Styles增
加至5478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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