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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文献管理软件基础知识

2. 如何建立个人数据库

3. 如何高效地管理文献

4. 参考文献编辑和格式化



文献管理软件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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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信息的获取
• 文献信息的导入
• 个人网络图书馆的创建

管理文献
• 统一管理PDF全文、图片、表格，可检索
• 根据需要创建文献组
• 对文献进行去重、排序、下载全文、分析、阅读笔记，随时更新、

编辑记录

收集文献

• 撰写论文时，使用投稿期刊的写作模板
• 随时插入参考文献
• 自动对参考文献格式化
• 转投他刊时，一键转换参考文献格式

利用文献



主要的文献管理软件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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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 EndNote 

● Mendeley（免费）

● Zotero （免费）

● Readcube （免费）

●NoteExpress

●NoteFirst

●医学文献王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的基本要素

●Library

●Group

●Refercences

●Online database

●Import filter

●Output Style

●File attachments

●个人数据库

●文件夹

●题录

●在线数据库

●过滤器(导入)

●样式（导出）

●附件

5



文献管理软件相关的几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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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录：描述文献的基本信息的数据库记录，如期刊文献的标题、

作者、刊号、ISSN、年、卷、期、页等。

●过滤器：文献或文件导入文献管理软件时选择的接口。过滤器

的选择与文献来源的数据库和文献格式有关。

●样式：写作时，在论文中生成参考文献的格式。根据投稿的期

刊选择样式。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的基本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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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个人数据库
…Groups
 ...文件夹
        …        
Reference
    …题录

导入

Filter
过滤
器

导出

Style
期刊
样式

文献数据库

Attachment
附件



使用文献管理软件的一般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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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个人文献数据库

文献管理：去重→排序→读题录&做标记→下
载全文&附件管理→读全文&写笔记→文献分析

利用文献模板和参考文献编辑功能进行写作



NoteExpress软件的下载与安装



NoteExpress软件下载安装



NoteExpress软件下载



NoteExpress软件下载







 NoteExpress 软件安装



NoteExpress软件初始界面

数据库及结
构目录栏

文献标签栏

题录列表栏

题录详细信息列表



建立自己的文献数据库



1.点击新建数据库



建立个人数据库
2.选择存放位置，注意不

要存放在系统盘

3.为数据库命名，最好是课题名



建立个人数据库

1.*.enl文件，在任何一台装有NE的
电脑上都能打开！
2.*.attachments文件夹中存放相关
文献的附件信息(全文、图片等)







收集及导入文献



数据导入的4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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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滤器导入

ü 从Pubmed、CNKI等数据库下载数据，然后通过过滤器

导入NoteExpress

2. 个人电脑中的文件夹和PDF导入NoteExpress

3. 纸质期刊书籍等收集到的文献信息，手工录入

4. 从NoteExpress的在线检索导入数据



一、过滤器导入

导入路径：主菜单           文件          导入题录



过滤器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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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文件数据库

选择某种格
式导出文献

选择过滤器，数
据文件导入
NoteExpress

数据库 导出文献的格式 过滤器

PubMed PubMed Pubmed

CNKI等中文数据
库

NoteExpress NoteExpress

Embase、
Scopus、SCIE等

RIS、Endnote等通用格式 选择与导出格式一致的过
滤器

NoteExpress





PubMed格式







RIS格式



  1

  2







C N K I









万 方 数 据 库









数据导入的4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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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滤器导入

ü 从Pubmed、CNKI等数据库下载数据，然后通过过滤器导入

NoteExpress

2. 个人电脑中的文件夹和PDF全文导入NoteExpress

3. 纸质期刊书籍等收集到的文献信息，手工录入

4. 从NoteExpress的在线检索导入数据



二、文件夹和PDF全文导入

导入路径：主菜单           文件          导入文件



        适用于在使用NE之前，在电脑上已存储大量

原始文献的情况。

        在NE中，提供了直接将这些文件导入到NE

中的入口。

   











数据导入的4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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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滤器导入

ü 从Pubmed、CNKI等数据库下载数据，然后通过过滤器导入

NoteExpress

2. 个人电脑中的文件夹和PDF导入NoteExpress

3. 纸质期刊书籍等收集到的文献信息，手工录入

4. 从NoteExpress的在线检索导入数据



三、手工录入文献

导入路径：主菜单           题录          新建题录





手工录入



作者格式为：不同作者分行

或者：姓名1; 姓名2; …… 。 
多个姓名之间必须用英文分号

加空格(; ) 隔开。 





导入网页文献



数据导入的4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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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滤器导入

ü 从Pubmed、CNKI等数据库下载数据，然后通过过滤器导入

NoteExpress

2. 个人电脑中的文件夹和PDF导入NoteExpress，在线更新题录

3. 纸质期刊书籍等收集到的文献信息，手工录入

4. 从NoteExpress的在线检索导入数据



四、NE在线检索导入

导入路径：在线检索          选择数据库           开始检索          保存勾选的题录 



NE在线检索导入



NE在线检索导入



NE在线检索导入



NE在线检索导入



●利用文献管理软件导入的仅仅是文献题录信息，也

就是针对每条文献的题名、关键词、摘要、作者等

信息进行了保存，而非文献全文本身。

●如果觉得文献的题录不够全面，可在NE软件中选择

某条记录进一步补充。

注意：



NoteExpress的文献管理功能



文献管理的主要功能

Ï查重

Ï题录更新及全文下载

Ï检索

Ï排序

Ï表头设置

Ï标签及标记设置

Ï数据分析统计

Ï附件添加



查重







题录更新









下载全文









注意：

        导入的文献如要实现在线更新，建议在保存文

献全文时，使用文献标题作为文件名称，这样在导

入到NE后才能顺利使用文献更新功能。

        因为NE是使用文献标题和某数据库中的记录进

行比较的，如果文献标题不正确将严重影响更新的

结果。



检索功能

●快速查找数据库内存放的题录。

●分为快速检索与高级检索。



检索



检索



科研相关应用

文献排序



科研相关应用

按年代升序排列后的NE专题数据库
点击“年份”表头使之按升/降序排列获取最早/新的文献



表头字段设置

      NE默认8个表头名称从左到右依次为题录

类型、星标、优先级、附件、年份、作者、标

题、来源。可通过“列表表头管理器”—“自

定义”路径修改。



在表头字段处点击鼠标右键

多样化来源出版物的设置



多样化来源出版物的设置





多样化来源出版物的设置



期刊影响因子及收录范围的设置

● 期刊影响因子及收录范围从侧面展示了文献所在来源刊物的水平，

为用户选择文献时提供数据支撑。

● 题录字段里显示来源刊物最新的影响因子。

● 提供 SCI、SCIE、SSCI、EI、中文科技核心期刊(CSCD)、

CSSCI、中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共七种收录范围

的匹配和展示。



期刊影响因子及收录范围设置



期刊影响因子及收录范围



期刊影响因子及收录范围



期刊影响因子及收录范围



标签云设置

● 按照主题或个性需求对文献进行分类管理，类似于图书标

签功能。

● 可对标签进行分类统计和显示。



标签云设置



标签云设置



标签云设置



标签云列出了当前数据库题录包含的
所有标签
可通过标签组合快速筛选题录

标签云设置



标签云设置



科研相关应用

题录的优
先级显示

设置优先级标记

为选定题录设置优先级路径：

1. 题录—设置优先级
2. 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设置优先级”



统计与分析功能

● 按照一定检索式收集的文献，其数据本身隐含了很多该研究方

向的信息。

● 年份分布展示研究的热度趋势；关键词分布展示研究热点；来

源分布展示哪些刊物更关注这类研究的进展；作者频次分布展

示了该研究领域的牛人；

● 通过计算关键词的共现频次矩阵，可以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进

一步进行聚类分析及可视化展示各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统计与分析功能

● 针对单一元数据字段的频次分布可以使用文件夹信息统

计功能。

● 针对多值字段的共现频次矩阵、相关系数、词云图和路

径关系图的绘制可以使用数据分析功能。



统计与分析功能



统计与分析功能

可导出为

excel文件



统计与分析功能

在题录列表中选中需要
分析的题录，点击工具

栏中的“数据分析”按钮

针对多字段的共现频次矩阵、相关系数、词云图和路径关系图的绘制，可使用数据分析功能。



统计与分析功能

选择分析字段
选择对选中字段的所有值或

频次倒序前**的值进行分析

参与分析的题录及所做的调整可单

独存储为XML文件，下次可通过
“打开功能”载入继续之前的工作

这里显示左侧题录的详情
字段值可通过双击进行编辑
关键词分词可通过竖线进行调整



统计与分析功能

双击可以对同义词进行规范化

点击这里得到规范化
后的词频统计结果

选择分析方法



统计与分析功能

词云图



统计与分析功能

共现次数矩阵
相关系数矩阵
相异系数矩阵



● 附件功能：存放与某一题录相关的信息，信息可以
是任意格式的文件。 PDF全文、MP3、图片、视频、

笔记等多种形式文件。

附件添加功能





此处方块代表此
文献有附件



所有附件的储存位置

建立的课题文件（*.enl)

两个文件存在同一个根目录下



辅助写作与参考文献编辑



●插入参考文献

●插入笔记

●格式化参考文献

●去除格式化





WPS版本



NoteExpress图标如未能在Word/WPS菜单中显示，

主要原因有两个：

①未下载安装Word/WPS中的插件；

② 下载插件完成后，未在Word/WPS中导入。









      首先将光标移至到需要插入参考文献的位

置，再点击插件中的“转到NE”按钮切换到

NoteExpress数据库，选中要插入的题录，激

活Word文档窗口，点击插件中的“插入引文”

按钮即可。

插入参考文献



1、光标定位到要
插入引文的位置

2、切换到

NoteExpress数据库 



3、选择需要插入的
多条题录文献



4、切换到Word文档，点击
“插入引文”图标，将题录

文献插入文章中。





      插入引文后，在论文后自动生成对应的

参考文献，格式为默认，此时可根据投稿期

刊要求更改格式，即格式化参考文献。

格式化参考文献



点击“格式化参考文献”按
钮，弹出格式化对话框，选

择输出样式。





格式化后的参考文献





编辑参考文献：例如想删
除第一段引用中的第二条
参考文献







        去除格式化：文中引文被替换为{#}，文末的参

考文献被隐藏；如果再次点击格式化，可以重新格

式化成功。一般不用。

        清除域代码：文中引文与参考文献按照固定样

式显示，点击格式化按钮不能再次格式化参考文献。

去除格式化









      注意： 若选择清除域代码，用户将不能再进行格

式化修改，因此建议用户在未完成文章之前不要清除

域代码，即便是文章撰写完毕，做好备份后对某一文

件（比如投稿文件）清除域代码，至少保留一份没有

清除域代码的文章方便随后修改。

去除格式化



注意的若干问题

• 一篇文章某个位置需插入多篇文献，可以同时选上所要插

入的文献，点击插入引文即可实现。

• 不同位置插入同一篇文献，软件自动使用同一个文献编号。

• 同步：更新当前NE中的文献题录信息。

• 窗口：可以同时选择WORD文档和NE两个窗口

• 去除格式化：隐藏引文的详细信息，替换为{#}

• 清除域代码：功能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