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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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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迫切需要：个性化知识库

1. 建立集快速收集、有序存储、可检索的个人文献库。

2. 题录关联全文，随读随记。

3. 多角度归类、分析、筛选文献。

4. 随写随引，自动调整参考文献格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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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软件

• NoteExpress 我校订购了单机版

• EndNote   我校只有网络版
• RefWorks

• Reference Manager

• Men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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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主要功能

文献管理

建立个人数据库

收集文献

管理分析文献

知识整合

笔记整合知识

写作助手

备份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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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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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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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数据库

•建立保存NoteExpress资料专用文件夹
• 例：新建“D:\个人文献库”文件夹

• 集中保存个人数据库文件，便于拷贝备份。

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 8



分散保存，不便拷贝备份 集中保存，便于拷贝备份

建议在非系统盘建立专用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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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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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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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初始目录结构

 题录：文献的篇名、作者、关

键词、摘要等简要信息

 笔记：用户对每篇文献所作的摘

记，感想等

 检索：用户所有的检索指令

 组织：按作者、机构、关键词等

对文献分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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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层次题录子类目

鼠标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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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信息

题录
收集

2.1在浏览
器中检索

2.2

批量导入

2.4

手工录入

2.3

在线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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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列表

2.1 在浏览器中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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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浏览器中检索PubMed

选中要导入
的文件夹 导入单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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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公司技术原因，NE图标不再出现）



2.2  批量导入

在数据库的检索界面检索后，按照过滤器

中的提示，一次导入多条所需文献的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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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CNKI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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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勾选需
要的文章

2.点击导出



2.2.1 CNKI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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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CNKI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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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CNKI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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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维普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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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2.2.2 维普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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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维普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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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维普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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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Web of Science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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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Web of Science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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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PubMed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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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PubMed批量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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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读秀批量导入

选中，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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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读秀批量导入

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 31



主要数据库保存格式与过滤器

题录保存格式 过滤器

CNKI，万方，维普 NoteExpress NoteExpress

CBM 文摘或详细格式 SINOMED修正

PubMed Medline格式 PubMed

Web of Science 其他参考文献格式 Web of Science

EBSCO, JSTOR, 
ScienceDirect

RIS Refman(RIS)

OVID: EBM, Medline，
EMBase

.txt 格式
或RIS格式

Medline OVID
RefMan（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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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线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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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手工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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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内容
皆可编辑



3.题录与全文关联

下载全文（有题录无全文，需添加全文）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添加附件（有全文和题录，但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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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1 下载全文（有题录无全文，需添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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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录后点
鼠标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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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载全文（有题录无全文，需添加全文）



导入已有的全文或其它文档（如：pdf, 
doc, caj, html, xls等），生成题录。

可直接将文件批量拖拽至题录窗口，系
统自动识别生成题录标题，并链接全文。

自动更新，补全作者、出处等题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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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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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拽

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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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题录并关联全文

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题录不完整，在线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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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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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线数据库

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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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索

2.得出结果

3.点击更新

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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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完整题录

3.2 导入全文（有全文无题录，需生成题录）



3.3 添加附件（有全文和题录，但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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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录后点
鼠标右键



选择对应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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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添加附件（有全文和题录，但没有关联）



全文关
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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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添加附件（有全文和题录，但没有关联）



4. 管理与分析题录

4.1 题录的标签标记

4.2 题录的交叉与查重

4.3 个人文献库检索

4.4 统计分析、筛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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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题录的标签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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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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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云：可以按标
签归类题录



更改题录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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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表头



4.2 题录的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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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题录的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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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删除重
复题录



4.3 个人文献库内检索

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 54



4.4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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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笔记整合知识

•引文、综述、述评、常规四种类型笔记

•在一条题录下建立多个笔记

•在一个笔记中关联多条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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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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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录

撰写、摘录笔记

打开笔记
编辑窗口



笔记编辑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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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笔记中关联
多条题录



六、写作助手

插入引文

格式修改

删除引文引文定位

查找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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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引文 格式化参考文献 定位引文

查找引文

同步题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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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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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编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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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编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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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出版年制

Introducti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myelination is a complex

and highly regulated process that involves reciproc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oligodendrocytes and axons.

Both membrane-bound and diffusible factors participate

in the generation and transduction of myelination signals,

though most of these factors have yet to be identified

[Raval-Fernandes and Rome, 1998]. The identif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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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出版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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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格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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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格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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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前：Numbered
（Multilingual）格式

格式化后：国标（GB）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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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引文

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献检索教研室 69

删除引文[1]



同步后的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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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迅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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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引文

在正文标注和对应的参考文献间切换



查找引文

查找:查找同一篇引文在
正文中的其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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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所需期刊怎么办？

•建立“我的样式”

•在现有较接近的模板上修改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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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较接近
的样式

重命名



修改标点与字体

根据期刊要求，修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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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正文中标注方式

修改完毕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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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期刊要求，修改模板



在Word中选“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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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