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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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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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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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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看不完，多下
载不如少下载，少
下载不如不下载

“吾生也有涯，而文献也无涯。以有涯随无
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庄子·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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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精力“浪费”在哪些环节？

低效的文献收集方式：全文下载，舍本逐末

无序的文献存储方式：无法同步，遗忘丢失

原始的文献阅读方式：耗神伤身，无法整合

落后的论文写作方式：手工排版，枯燥费时

一方面 时间、金钱

都很紧缺，一方面
却在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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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下来

曾经，有一篇精妙的文献

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

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

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

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

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

来一次的话，我会对自己

说三个字“存下来”！！！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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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

元芳，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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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献管理工具？

 文献管理工具是集参考文献的检索、收集、整

理功能于一体，能帮助用户高效管理和快速生

成参考文献的软件。

 这类软件提供的附件、笔记、查找、分析等功

能，可以帮助用户实现包括文献检索、文献阅

读、文献引用的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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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文献管理工具

Springer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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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oteExpress理由1/4

 多屏幕、跨平台协同工作
NoteExpress客户端、浏览器插件和青提文献App，

让您在不同屏幕、不同平台之间，利用碎片时间，

高效地完成文献追踪和收集工作。

 灵活多样的分类方法
传统的树形结构分类与灵活的标签标记分类，让

您在管理文献时更加得心应手。



13NoteExpress校园行之中国民航大学

选择NoteExpress理由2/4

 全文智能识别 题录自动补全
智能识别全文文件中的标题、DOI等关键信息，

并自动更新补全题录元数据。

 强大的期刊管理器
内置近五年的JCR期刊影响因子、国内外主流期

刊收录范围和中科院期刊分区数据，在您添加文

献的同时，自动匹配填充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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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oteExpress理由3/4

 支持两大主流写作软件
用户在使用微软Office Word或金山WPS 文字撰

写科研论文时，利用内置的写作插件可以实现边

写作边引用参考文献。

 丰富的参考文献输出样式
内置近四千种国内外期刊、学位论文及国家、协

会标准的参考文献格式，支持格式一键转换，支

持生成校对报告，支持多国语言模板，支持双语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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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oteExpress理由4/4

 以题录为核心，全面管理文

献

 学校购买集团版本，免费使

用

 简单容易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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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名词解释

题录（References）：参考文献的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等信息

即通常所说的文献，在NoteExpress中称为题录，存储在数据库节点下

的题录文件夹。

过滤器：用来“过滤”数据的东西。因为不同数据库检索结果有不同
的显示格式，比如NoteExpress 的题录类型有“期刊文章”类型，三个
数据库中检索，检索得到的期刊文章数据可能以以下三种格式呈现：
第一种：SO- FEBS letters, Vol.10, Iss.5, pp.100-120, 2005
第二种：JN- FEBS letters, Vol.10(5):100-120, 2005
第三种：Journal: FEBS letters: 10(5):100-120, 2005

这三种格式对期刊名，卷，期，页码及年的定义格式都不一样，
但是NoteExpress的“期刊文章”类型的题录对于这几项内容是按
照统一格式存储和显示，并且不需要“（）”等格式信息。相对
于软件中数据的“有序”，原始数据就是杂乱“无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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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核心功能

管理

分析
发现

写作

检索

NE

检索：支持数以百计的全球图书馆书库

和电子数据库。

管理：分门别类管理文献题录和全文。

分析：对检索结果进行多种统计分析。

发现：与文献相互关联的笔记功能，随

时记录阅读文献时的思考。

写作：支持 Word 、WPS、Latex ，在

论文写作时可以随时引用保存的文献题录

，并自动生成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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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下载

1. 必须有网络，微志网
账号登录
2. 仅有7套参考文献格式
3. 不能下载全文
4. 不能识别PDF文件内容
5. 无法使用内嵌浏览器
6. 无法插入脚注、笔记

免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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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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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主程序界面

数据库及数据
库结构目录栏

菜单栏
工具栏

表头列表

题录列表栏

题录相关信息命令

题录详细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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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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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创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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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创建数据库

复制文件到附件文件夹：当用户给

题录添加附件时，同时将附件文件

复制一份到该文件夹。

移动文件到附件文件夹：当用户给

题录添加附件时，同时将附件文件

转移到到该文件夹。

不执行文件复制或移动：当用户给

题录添加附件时，NE不会对附件文

件执行任何操作，附件文件保存的

位置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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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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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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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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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CNKI

选择合适的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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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CNKI

选择合适的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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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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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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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自带浏览器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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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正文导入

不同类型文件

选择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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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手动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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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青提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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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导入题录——青提文献

点击“下载”

“我保存的文献”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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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手机端保存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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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浏览器插件

在Chrome浏览器上安装并且能访问Chrome应用商店
请在Chrome应用商店中搜索“NoteExpress网络捕手”跳转，并点击右侧的“添加至
Chrome”即可。

https://mp.weixin.qq.com/s/pUd0r1sN-c2IOvcVurSLDw

https://mp.weixin.qq.com/s/pUd0r1sN-c2IOvcVurSL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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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浏览器插件

与本地NoteExpress程序配合使用
插件程序必须配合本地NoteExpress程序一起使用，如果本地的NoteExpress程序没有启
动，点击插件时会启动本地NoteExpress程序。这类操作需要用户授权才能执行。如果

您遇到如下的提示，请先勾选“记住我对此类链接的选择”，然后点击“启动应用”，
本次NoteExpress程序启动后，再次点击浏览器插件，即可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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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浏览器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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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浏览器插件



41NoteExpress校园行之中国民航大学

NoteExpress浏览器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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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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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自定义表头

右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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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查找重复题录

设置匹配度，

默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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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查找重复题录

按住ctrl键选

择题录取消选

择

右键选择

从指定文

件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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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论文重新命名

目的：文章题目即为文件名字，好记。

删除链接：题录和附件不匹配，删除链接，重新链接附件；

修复链接：自动匹配题录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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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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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题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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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题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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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论文写作

当用户安装NE后，NE会为文字处理工具添加写作插件，文献信息的插入和参

考文献格式的调整都需要借助这个插件。

文件<-选项<-加载项<-noteexpressword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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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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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论文写作

选择不同样式

的参考文献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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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Express题录管理—论文写作

点击之前，

备份word文

档



谢谢各位老师，请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