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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文献的管理 

• 智能组管理 

• 图表的管理与应用 

• 文献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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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助写作 

• 文献输出格式（style）编辑修改 

• 期刊缩写与全称的转换 

• 利用写作模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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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的管理-智能组设置 
 

问题1:如何根据需要快速自动分组? 

如何根据主题自动分组？ 

如何根据重要性自动分组？ 

如何根据应用自动分组？ 

操作方法 

1、路径：groups→creat smart group 

2、设定智能分组的条件 

设定后符合条件的文献会自动添加到该组中，包括已经在

文献库中的文献以及新导入的文献 

 



一、文献管理-智能组设置 
 

普通组，需手动拖
拽至相应组 



一、文献管理-智能组设置 
 

点击右键设置智能
组 



一、文献管理-智能组设置 
 

通过关键词组合进行主题的智能分组 



 

一、文献管理-智能组设置 
 

通过对文献的评级筛选重要文献 



 

一、文献管理-智能组设置 
 

通过对文献的笔记筛选要应用的文献 



一、文献管理-对图表的管理与应用 
 

问题2:如何对重要的图表进行管理与应用? 

操作方法 

1、路径：选中需要添加图表的文献、点击右侧“reference”标签→

找到figure字段→右键选择“attach figure……” 

2、添加后在figure字段下方的“caption”处写上图表名称（便于检索） 

3、如果图表较多，可在endnote显示字段中，添加figure栏便于查看

和排序（edit→preference→display fields） 



一、文献管理-对图表的管理与应用 



一、文献管理-对图表的管理与应用 
 

 

图表在word中的插入：insert citation→ insert figure 

输入caption全称或部分关键词，点击find，然后点击insert插入 



一、文献管理-对图表的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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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管理-对图表的管理与应用 
 

 



一、文献管理-文献的共享 

问题3:如何在不同终端间共享文献？如何在团队内

共享文献？ 

操作方法： 

1. 选中文献点击右键通过“E-mail reference” 进行单篇

文献共享 

2. 可以通过File→compressed library进行整个文件共享； 

3. 可以把web版和单机版文献同步，实现网络和单机共享 

4. 可以通过web版注册邮箱，在团队成员内进行共享 

 



一、文献管理-文献的共享 

 

共享单篇文献 



一、文献管理-文献的共享 

 

共享文件 

可以选择共享文件、附件、组内文献 



一、文献管理-文献的共享 

 

通过Edit→preference→sync进行设置 



一、文献管理-文献的共享 

 
进行单机文献与web版
文献的同步 



一、文献管理-文献的共享 

 

通过添加团队成员邮件进
行团队内的文献共享 



一、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统计分析 

问题4:如何发现重要作者、期刊、文献? 

如何发现文献库中的重要作者、期刊？ 

如何发现、获取文献库中的重要文献？ 

操作方法 

1、同步单机版与网络版文献； 

2、网络版文献按照被引频次排序 

3、网络版文献可以直接点击找全文 

操作方法 

1、路径：tools → subject bibliography 

2、分析作者选择author，分析期刊选择secondary title，点击ok 

3、点击records进行排序 



一、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统计分析 



一、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统计分析 

 



一、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统计分析 

 

高被引重要文献排在前
面 



一、文献管理-文献信息统计分析 

 

可以直接找到文献全文
的获取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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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问题5: 找不到期刊的style，期刊style与要求有差异 

操作方法 

1、查找网络是否有现成的style 

2、找到类似的style，进行修改 



 

查找是否有现成的style 

操作方法： 

1、打开style管理器，路径：edit→output styles→open style manager 

2、点击get more on the web…… 

3、在打开的网页上可以下载endnote现有的全部style，也可以查找某个style并下载，还可以建议
公司制作一个新的style 

4、查找style时，可以期刊名称直接搜索，也可以通过引文格式（citation style），文后参考文献
格式（bibliography sort order）等、学科领域等进行筛选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示例：期刊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操作方法： 

下载后style文件后，将文件放到endnote安装文件夹的style文件夹中/我的文档→endnote→style文件夹中，
endnote就可以调用该style了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如果没有现成的style，建议找一个相似的style，然后依次修改 

操作方法： 

1、打开style管理器，路径：edit→output styles→open style manager 

2、点击style info/preview，下面的方框中可以查看参考文献的格式 

3、选择一个与所需style相类似的style，点击“edit”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术语解释：citation？ Bibliography？ 

  

 Citation： 

文章中引用的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文章末尾的参考文献列表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citation 

bibliography 

1 
2 

3 4 5 



Style基本信息 

标点设置 

匿名作者显示方式 

页码显示方式 

期刊名称 

分节 

文中“引文”的格式设置，包括模板、模糊引用、作
者列表、作者姓名、序号、以及排列顺序的设置 

文后“参考文献列表”的格式设置，包括模板、作者列表、
作者姓名、编者列表、编者姓名、字段替换、布局编排、
排列顺序以及标题大小写的设置 

脚注设置，与“参考文献列表”相似，比较少用 

图表设置，包括对图片、表格、间隔的设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Bibliography number)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例如： 

目标style 

类似的期刊：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2 3 

5 

4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citation 

bibliography 

1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Anonymous works：当文献匿名时，作者栏
的处理方式： 

作者栏留空白 

以完整题名代替作者栏 

以简短题名代替作者栏 

用APA的规范 

插入文本（可输入相关内容） 

匿名作者处理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Page numbers：页码设置提供了多种页码
呈现方式。 

页码显示方式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journal names ：全称、不同形式的简称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Accid. Anal. Prev. 

Accid Anal Prev 

期刊简称设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操作方法： 

1、在word中需要分章节的地方插入分节符，路径：页
面布局→分隔符→分节符（根据需要选择下一页开始新
节或者同一页开始新节） 

2、打开style 编辑窗口，选择sections，勾选对应选择。 

三个选项大意分别是：在文章末尾创建一个总的参考文
献列表；在每一节后创建一个参考文献列表；在每一节
后创建一个参考文献列表，然后在文章最后创建一个总
的参考文献列表 

 

分章节插入参考文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分章节插入参考文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引文显示的格式 

可插入需要显示的字段 

文中引用-模板设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中引用-模板设置 

示例：文章中的引用（1）改为上标1 

操作方法： 

选中（bibliography number）点击“上标”按钮即可 

同时也可以进行字号、字体、黑体等的格式设置 

可编辑引用的字体格式 



文中引用-模糊引用设置 

Ambiguous Citation：当Citation 较模糊不清时，可利用此选项加以区分 

如：对同名作者增加更多的名字进行分析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中引用-作者列表 

Author list：对文中引用作者显示进行设置，如选择列出所有作者；或者如果大于三个作者，列
出第一作者其余用et al. 显示灯等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中引用-作者姓名 

姓名大小写设置 

呈现全名、还是只呈现姓，名如何显示等 

只有第一作者姓相同时，首字母（名字）才会被使
用，如：凤飞飞(T.S. Dennis, 2007)凤飞飞(M.J. 

Dennis, 2007) 

同一作者连续引用时，是否省略 

Author name：对文中引用的作者姓名的设置 

姓名格式，姓前名后，有无标点等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numbering：当文中使用序号显示时，编号的显示方式设置 

文中引用-编号方式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中引用-排序方式 

Sort order：当文中同一位置插入多条文献时，如果选择作者年代的方式显示，其排序设置 

按照文献题录原始顺序排序 

以作者、标题进行排序 

……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后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示例：曾新荣, 一例高职毕业生就业受挫所致焦虑情绪的案例报告.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12. 14(1): p. 24-29 

文后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生成的参考文献格式与模板中的呈现顺序一一对应且格式也保持一致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后参考文献-作者列表、作者姓名、编者列表、编者姓名、排序方式 

操作方法： 

这几项设置与引用中的设置类似，参考引文中相关设置，其中editor list与editor name主要用于图书类参考文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后参考文献-字段替换 

如果DOI、PMCID、Volume、Pages、editor、translator这几个字段缺失，需要其他字段替换可以在此选择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后参考文献-布局编排 

文后参考文献中，每条文
献前端需要加入的对象
（可点击右上角插入相应
字段） 

文后参考文献中，每条文
献末尾需要加入的对象
（可点击右上角插入相应
字段）这部分一般很少用
到 

缩进设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文后参考文献-标题大小写格式设置 

保持原始参考文献标题格式 

标题中每个实词首字母大写 

标题中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Footnotes编辑注释，这一项较为少用，相关
设置参考bibliography的设置 

注释编辑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图表-图 

将图片插入文中靠近引用的位置 

将图片作为列表插入文档末尾 

将标题插到图片上方 

将标题插到图片下方 

将图片标号和标题分行插入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图表-表 

表的设置参考图的设置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图表-间隔和标点符号设置 

当图表位于正文中时，在图表的上下方加2个空行，可以
下拉选择空行数量 

当图表位于文档末尾时，每张图之间是用分页符分开还是
在图表的上下方加2个空行，可以下拉选择空行数量 

图表的序号和标题后是否要加句号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二、协助写作-期刊全称简称转换 

问题5:编辑style时设置了期刊简称，可是输出后仍是全称 

操作方法 

1、更新journal list 

2、编辑style中勾选期刊简称 



Journal names：期刊名称呈现方式，是选择全称、缩写、不做替换等 

如选择全称，显示还是期刊缩写，则可能原始的题录信息中期刊为缩写形式，需要导入具有期刊全称的题录信息 

如果选择缩写，显示的还是全称，则需要调用期刊的term list 文件，解决方法如下： 

路径：Tools → Open Term Lists → Journals Term List →切换到Lists 标签 

选择journals然后“delete list”，删除后重新建一个list（create list）取名为journals（一定命名为journals） 

然后“import  list”打开endnote安装目录下的term list文件，选择相关领域的.TXT文件导入，这样endnote就可以调
用期刊的缩写格式了 

terms标签下，可以查看各个期刊的全称和缩写，并且可以查找是否包含目标期刊 

如果没有目标期刊，可以在terms标签下，手动输入全称和所需要的缩写形式，以便调用 

简称的多种形式，如： 

全称：Alcoholism,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缩写1： Alcohol. Clin. Exp. Res. 

缩写2： Alcohol Clin Exp Res 

缩写3： Alcoholism, Clinical & Experimental Research 

Terms 和 Lists标签 

期刊名称全称/缩写显示 

二、协助写作-style编辑 
 



操作方法： 

路径：tools→manuscript  templates 

按照提示，输入标题、作者、关键词等信息 

（也可直接不填跳过此环节，在word中填写） 

一、协助写作-利用写作模板投稿 
 



二、协助写作-利用写作模板投稿 

问题6:如何利用endnote预制的不同期刊的投稿模板 

操作方法 

路径：tools→manuscript templates 

注： manuscript templates与期刊缩写（journal list）以及

不同期刊的style等都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如何利用endnote写作模板投稿？ 

 

操作方法： 

在word中填入相应的内容即可 

 



 

 

          如何利用endnote写作模板投稿？ 

 



有问题咨询学科馆员 

 物质学院 陈启梅 chenqm@mail.las.ac.cn 

 生命学院 欧阳峥峥 ouyzz@mail.las.ac.cn 

 信息学院 王丽 wangli@mail.las.ac.cn 

 Ihuman 研究所 王华瑶 

wanghuayao@sibs.ac.cn  

 化学免疫所 沈东婧 djshen@sib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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