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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地理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地理学文献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涉及广泛的特征，因此地理
学文献的数量也是呈几何级数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在地理学的研究中，科研人员查找文
献、管理文献、挖掘知识的能力急待提高。
一个课题任务对文献需求的流程是：尽可能全地查找文献；对找到的文献进行分类、
排序、分析等处理，找出重点文献；阅读重点，做相关知识笔记；从大量获得的信息中挖
掘出所需的知识点，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将研究成果整理成文，通过一定格式提交交流
平台进行学术交流。这一系列工作如果没有文献管理软件的帮助，往往使科研工作者耗费
大量的时间在文献整理工作上，从而造成科研活动的时间大幅减少。
Endnote 是由美国科技信息所研制开发的一款用于文献管理和论文写作的工具软件，
自发布以来就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欢迎。借助它科研人员可以轻松地对海量文献进行管
理，同时简化论文的写作投稿工作。
Endnote 的工作原理是：将不同外部数
据库中的文献数据，通过对应的 Endnote 过
滤 器 (Filter)， 导 入 到 Endnote 文 献 库
(Library) 中之后，使用者就可以对导入的
文献数据进行组织、管理、分析和阅读操
作。当科研人员进入成果完成阶段，又可
利 用 Endnote 中 的 各 种 输 出 样 式 (Output
Style) 直接将所需要的参考文献按照不同期
刊的要求插入 Word 文档中，文章完成后可
图 1 Endnote 的工作原理图
Fig.1 Flowchart of Endnote
直接进行投稿 (图 1)。
1 Endnote 的文献数据输入方式
Endnote 的文献数据主要有 5 种输入方式：
(1) 通过 Endnote 过滤器 (Filter) 输入
这是 Endnote 最常用的文献数据输入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不同外部数据库中
的不同格式的数据输出到文件，再通过 Endnote 过滤器，输入到文献库 (Library) 中进行统
一管理。
(2) 通过 Endnote 直接在线检索获取文献数据
这是一种非常方便的数据输入方式。可以在 Endnote 数据库中直接检索输入，或通过
网络插件功能输入文献数据。
(3) 手工方式将文献输入到 Endnote 文献库中
这种方式不是 Endnote 的主流输入方式。这是一种补充的数据输入方式。
(4) 从 Google scholar 直接输入
Endnote 之所以在科研领域有很强的影响力，还在于它对于外部数据的多重接口，特
别是它可以直接对接于当前应用最广泛的学术搜索引擎 Google scholar，使它的数据源变
得更为广泛。
(5) 直接从 PDF 文件中提炼文献信息输入 Endnote 文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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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功能可让科研人员在文献的阅读当中随时将所需信息导入 Endnote 当中进行存
档，以便做进一步的分析处理，大大方便了科研人员对文献的利用。
2 Endnote 的文献组织、管理与分析
通过各种方式将文献数据输入到 Endnote 文献库之后，就可以对这些文献数据进行组
织、管理和分析 (图 2)。

图 2 Endnote 文献库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showing Endnote library

(1) 文献数据的分组
大量的文献数据输入后，可以按照不同类别、不同用途进行分组，建立多种分类组
群。科研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快速建立文献分类组群，对文献进行科学分类存档，便
于文献的查找。
(2) 文献数据的排序
在文献库中科研人员可以根据需要非常方便地对文献数据的各字段进行排序，对文献
进行有序的组织，便于对文献的利用与分析。
(3) 文献数据的检索
科研人员能够通过不同的检索途径对文献库中的文献数据进行包括全文在内的各个文
献字段的检索查询，可以快速定位所需要的文献信息。
(4) 附件关联
通过 Endnote 软件可以非常方便地建立文献数据各元素之间的关联，如将全文、图
片、表格、文本笔记等相关资料与导入的文摘题录信息相关联并进行统一管理。该软件还
提供批量下载全文的功能，提高了科研人员查阅文献信息的效率。
(5) 文献数据的查重和去重
科研人员在查找文献信息时大多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下载数据，而且查找时间也可能很
分散，因此文献数据就难免有重复的现象。Endnote 软件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查重去重功
能，使科研人员的文献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方便。
(6) 对文献数据的分析功能
科研人员可以非常简便地通过 Endnote 软件对文献库内的文献信息进行计量统计分
析，即可以清晰地从历年发文量的情况了解一个学科领域的发文趋势，也可以迅速了解某
个专题的高产作者情况，还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适合自己研究成果投稿的期刊。
3 Endnote 的文献学习功能
(1) 全文浏览
过去，科研人员查找文献信息时往往是先浏览完文摘再去查找全文，需要多次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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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工作。而 Endnote 管理软件实现了直接在窗口进行文献信息的全文浏览的功能。此全文
附加在题录信息中，只要科研人员需要，随时可以打开全文进行阅读。
(2) 对文献进行笔记标注
科研人员在全文阅读的过程中，还可以使用高亮显示和文字标注等功能随时随地做阅
读笔记，使文献的使用者象使用纸本文献一样感觉舒适、方便。
(3) 可随时与文本编辑软件 Word 进行切换
科研人员的阅读过程往往也是他们整理写作思路进行文章创作的过程。Endnote 软件
为了使科研人员的研究思路不受干扰，特别设计了与 Word 直接切换的按钮，极大地方便
了科研人员的阅读与写作。
4 Endnote 的论文撰写辅助功能
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以
科研论文的形式投放到期刊等交流
平台进行展示。因此科研论文的撰
写在科研活动中显得犹为重要。但
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特别是篇幅
较长的科研论文，其参考文献的正
确标注和排序是一项非常重要而且
艰巨的工作。Endnote 软件使这项工
作变得简单、轻松、有序。它通过
图 3 Endnote 在 Word 插件图标解释图[1]
嵌 入 Word 文 档 中 的 插 件 功 能 ( 图
Fig.3 Endnote plug-in icon in word document
3)，自动生成特定引文标注，并在文
末自动按特定格式生成参考文献列
表。这些格式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前边的引文改变，后边的参考文献列表也会随之变更，
不会引起引文标注的紊乱。
科研人员即可以利用 Endnote 软件中自带的期刊格式模版，也可以自编模版，直接输
出到 Word 文献中进行论文撰写，这样论文完成后无需再根据投稿指南对文章格式进行调
整即可直接投稿。如果想变换投稿的期刊，只需变换期刊格式模版，即可轻松改变论文的
格式，使科研人员从繁锁的编辑事务中解脱出来。
5 Endnote 的文献交互与网络共享
科研活动的互动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当科研人员找到一些有用的文献或有了一个新思
路，他可能会希望与他的同事或学生来共享。这一方面可以增强科研思想的交流，另一方
面也节省其他科研人员的文献查找时间。因此，Endnote 提供另外一种网络版的文献管理
方案—EndNote Web。网络版与 EndNote 单机版的主要功能基本一致，可以让科研人员通
过网络随时访问、管理自己的文献数据，它也具有论文撰写的辅助功能。EndNote 网络版
可以实现与单机版文献数据及全文的互导和同步，还可以通过建立分享组与他人分享有价
值的文献及全文，同时可以随时更新文献的被引情况。
6 结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的查找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Endnote 文献管理软件
是地理科研工作者的良好帮手。科研人员如果能够掌握好这个软件，必将会使自己的科研
文献管理工作变得简单有序，从而可以节约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其他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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