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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是一款开源、免费的跨平台文献管理软件，其可
一键抓取网页上的文献信息添加到个人的library中，还可安装
MS Word和Open Office插件，方便在文字编辑器中插入和管理
参考文献，用户的所有数据都保存在服务器中，免费提供2GB
的文献存储和100MB的共享空间！2013年4月9日被Elsevier收
购。

Zotero也是免费、开源的文献管理工具，可以方便的收集，
组织，引用及共享文献的工具。由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斯
隆基金会以及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资助开发。

Mendeley 及Zotero的认知：免费、开源



若机构没有购买Endnote，机构用户则无法使用其特定数据
库在线检索和批量下载全文功能



为啥选Mendeley和Zotero？

VS

Mendeley，Zotero

• 1.免费、开源

• 2.Mendeley其有自身的数据检索源

（相当于免费题录数据库，会无缝

链接到免费全文），Zotero免费下

载英文全文非常方便，且利用插件

批量下载机构已购置的中文全文也

非常方便。

• 3.申请账户，桌面和网络在线同步

• 4. 科研团队资源共享

……

Endnote

• 1.收费，网上有破解版

• 2.若为机构版且为合法用户（IP或

VPN），若机构购买了SCI等，会自动

把机构数据库做接入，且能在线下载

全文，若无机构版，？？？？？？

• 3. 申请账号之后多端同步

• 4.  科研团队资源共享

• …….

在基本功能都满足的前提下，是否开源、免费对普通用户就

显得特别重要！



Mendeley及Zotero 的认知：科研共享功能

Mendeley 与Zotero均既为免费、开源的跨平台文献管理软
件，又是在线的学术社交网络平台。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还
能在 Mendeley 或Zotero上按研究领域组成各种兴趣小组，小
组共享研究文献成果。而且你还能在 Mendeley 或Zotero上关
注你所熟悉的学术权威，当这些你关注的对象发表论文之后，
这些文章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 Mendeley 信息流。



Create a New Group：Zotero

备注：
建共享组时，可以设

置不同的共享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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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使用前的准备
1、软件检索 2、账号注册
3、版本辨析 4、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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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软件鉴别和安装

不同版本使用体验不同，不同操作系统需要装不同版本。目前

官网即将于2022年9月1日起取消Mendeley Desktop下载版本辨析

软件下载最权威的是其官网，尽量不要用其他网站。官网查找

所有具有网络同步功能的软件均需要注册，而后直接在不同的

终端利用账号、密码进平台使用。
注册安装

使用

分析



软件查找

备注：
1. 需注册Mendeley账号；
2. 安装一个Mendeley Desktop桌面。
3. Mendeley有Mendeley Desktop和
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两种形式，
文献在Mendeley服务器，单机桌面和网络空
间可以同步。



官网 https://www.mendeley.com/?interaction_required=true/

注册账号：点击“create a free account”按
要求填写相应信息，即可注册成功！有时候需要翻墙。

安装桌面版：点击“Download”下载安装即可！



https://www.mendeley.com/?interaction_required=true

安装桌面版：点击
“Download”下载安装即
可！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
安装不同的配套软件。

目前官网提供的仅为
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 安装，个人建议
安装Mendeley Desktop，
两者可以均安装比较其优
劣。
备注：Mendeley主页

2022年9月1日起不再提供
Mendeley Desktop版本
下载。

官 网



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与 Mendeley Desktop页面比较（1）

1.二者界面大同小异，
Desktop功能更多些，比较
符合用户的习惯，容易上
手，个人比较推介Desktop



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与 Mendeley Desktop页面比较（2）

2. Desktop的MS 
word插件安装步骤
更简单、更容易。



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 写作插件的安装



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 写作插件的安装



Mendeley desktop的下载、安装：https://www.filehorse.com/download-mendeley-desktop/

https://www.filehorse.com/download-mendeley-desktop/


安装成功之后：Mendeley
Desktop 1.19.8以前的版本有在桌面
实施网络检索的功能，更新之后取消
了该项功能。不管是哪个版本，都进
入都要求先账号登录，且可以实现本
地数据和服务器数据同步！

Mendeley Desktop



安装成功之后：Mendeley
Desktop 1.19.8及以后的版本取消了
桌面版的literature search功能。不管
是哪个版本，都要求先账号登录，且可
以实现本地数据和服务器数据同步！

Mendeley Desktop



安装成功之后：Mendeley
Reference Manager为网络在线版，
登录之后即进入管理界面。但本人建
议用桌面版。桌面相对友好，写作时
插入参考文献相对方便。

在网页上账号登录



备注：Mendeley Desktop字体、字号的调节

1. 初始字号很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修改。
2. 平台界面上无直接修改功能，但可以通过对Windows
注册表的修改来调整Mendeley字体及大小：
https://blog.csdn.net/m0_37584687/article/details/122203263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6056713



改字号



Zotero：使用的简介

•1.下载、安装（word插件和网络捕手）

•2.文献管理：文献导入、分类筛选（主题、标签）、
写作准备（字段补充、读书笔记）

•3.在写作中应用（正文插入引文、生成文末题录、
样式规范、格式化文档）



Zotero下载、安装：https://www.zotero.org/download/

Zotero
1.使用三件套：桌面端、网络插

件、在写作中应用的插件
（Plugins），注意安装时有些时段、
有些机要求能出国（服务器在国
外，翻墙）。

2. 要想顺利从CNKI批量获取PDF
全文（要求机构已经购买全文权
限且在IP范围内），要下载、安装、
配置茉莉花（中文全文）及Sci-
hub插件，方法参见http://www-
quic.zhihu.com/question/21518558/
answer/2396054024

http://www-quic.zhihu.com/question/21518558/answer/2396054024


Zotero装网络捕手（插件）：https://www.zotero.org/start

备注：安装该功能
要翻墙（能顺利实
用国外网站）。



Zotero装办公软件中的插件：https://www.zotero.org/start

备注：安装该功能
要翻墙（能顺利实
用国外网站）。



在写作中的应用
1、插件安装 2、插入引文
3、插入文献题录 4、期刊样式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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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题录

引文样式界定

插入引文

在文末参考文献部分插入引文

的题录内容。

不同的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样式

需求不同，根据实际需要选定

（或构建）不同的参考文献样

式。

在正文中插入引用的参考

文献。A

B

C

第二章：重要知识点



2.1 确定已在办公软件中加载Mendeley插件

备注：
1.安装时一定要关闭办公软件；
2.要注意软件与其他软件的兼

容性，不是所有的办公软件都能
够装上Mendeley插件；

3.未安装之前是“Install MS 
Word Plugin”，安装成功之后
即为卸载（Uninstall）字样



确定已在办公软件中加载Mendeley插件

插件安装成功之后，点开word中“引用” 栏目，会
显示Mendeley插件的系列功能按钮：在正文中插入引文
（Insert Citation）；在文后生成参考文献目录（Insert 
Bibliography）、样式选择（Style）、清除域代码
（Export as）等。



2.2 在正文中插入引文

步骤：
1.插入参考文献时一定要先打开

Mendeley；
2.把鼠标选定在正文中要插入参考文献的

在word文档，在word界面中引用工具栏下
选择insert catation，而后会自动转到
Mendeley界面；

3.选定引文后选择cite，就把参考文献自
动插入正文中了！

备注：相对于NE，Mendeley在word里
的功能相对较少，开源软件，高手可以开发
心仪功能！



2.3 在参考文献部分插入引文的题录内容

备注：1. 第一次插
入文末参考文献目录
时，先把鼠标放在文
末，点击insert 
bibiography；2.第
二及以后就会随着在
正文中插入引文，自
动在参考文献部分自
动添加新的引文目录。



2.4 引文样式的选择和设置



选择已有样式

获取更多的样式
期刊全名和缩写对比

可以自己编辑样式

备注：1. 直接在
Mendeley平台规定
样式；2.第二及以后
就会随着在正文中
插入引文，自动在
参考文献部分自动
添加新的引文目录。

2.4 引文样式的选择和设置



自己编辑更多期刊样式
https://csl.mendeley.com/about/



https://csl.mendeley.com/about/

备注：找到意向
的期刊样式后，可
以安装、编辑和查
看已有样式！

备注：样式只注意2部分即可：1.

被引用文献在正文中的格式；2.被

引文献在参考文献部分的著录格式！
所有的样式编辑可参照NE样式编

辑，涉及到字段的选择即可！详细
的方法可参见网络高手的支招！

Mendeley中style的修改(对相似的样式完善)
https://www.jianshu.com/p/c1e28465975a/

自己编辑更多期刊样式

https://www.jianshu.com/p/c1e28465975a/


获取更多期刊样式

获取更多的样式
备注：在检索框

中输入期刊名，而后
选择有意向的期刊样
式安装！



期刊名全称和缩写对照

备注：在论
文写作过程中
遇到杂志社样
式需要期刊名
全拼或缩写，
则可以直接利
用该平台中提
供的内容！



2.5 自动刷新

备注：
若Mendeley中文献的内容有变

动，点击“refresh”则会自动更新
word文档中的引文文献题录内容。



2.6 清除域代码

备注：
1.论文提交（投稿或提

交给老师）时，不能是带
格式的文档，一定要去除
格式化；

2.去除格式化要选择清
楚域代码（去掉正文中引
文和参考文献题录之间的
超链接），从而使格式化
文档变成普通文档；

3. Mendeley会自动保
留母版，把去除格式化后
的文献来保存为其他文件
名。



自动生成参考文献的共性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国外的，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均遵循相同的规

则。

02
文末生参考文献题录

把鼠标移到文末，点击“插入目录”，即可生成参考文献题录.

03
选择参考文献样式

选择已有的样式，或在现有样式基础上适当修改.

01
参考文献在正文中引用

先在正文中插入参考文献.

内容小结

04
去除格式化

去除正文和文末参考文献直接的超链接，把文献变成普通文

档。.



文献导入
Mendeley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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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检索

直接在Mendeley平台检索，1.19.8及

以前的版本用户可同时使用该功能。

手工输入

可手工对各类信息进行输入

Web  inporter：网络捕手

安装成功之后，会对网页信

息进行信息析出，选择保存

至目标文件夹即可

网页检索

直接在Mendeley主页检索，

而后添加进自己的数据库中

直接添加已有的PDF（或其他）文档

直接把文档拖曳进文件夹即可，

软件会自动识别并进行字段补

全。

数据库检索导入

从各类数据库检索，保存成Mendeley

适用的格式，而后导入题录

6种
方法

第三章：文献导入



备注：添
加进数据库
之前，要把
题录补充完
整，保证必
要的字段不
缺失。直接
点击“view 
research 
catalog 
entry for 
this paper”
即可看期刊
详细题录信
息

3.1 Mendeley平台检索（1.19.8及以前的版本）



1、40%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

您的文本

2、35%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

您的文本

3、25%

您的内容打在这里，或者通过复制

您的文本

3.2 在Mendeley主页检索后添加（1）

推崇的特点之一：
链接进网络平台

见图，在帮助项下，直接选择即可转链
进Mendeley网页，登录即可进入检索页面！



3.2 在Mendeley主页检索后添加（2）

备 注：
1.该数据平台学术（专业）数据量庞大且专业，数据来源是世界各国
使用该平台的专业人士提供，这部分是其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专业
搜索引擎或数据库）。
2.可直接登录自己的账号后在检索框中检索，而后直接添加到个人数
据库中即可！



备注：检
索到结果后，
选择合适的文
献添加到个人
数据库中。

3.2 在Mendeley主页检索后添加（3）



备注：
对英文文献识
别特别灵敏，
会自动打开文
章全文进行各
题录字段的识
别，如保存的
PDF文献可以
不是以文章题
目保存。

3.3添加已有的PDF文档：直接拖曳进目标文件夹



3.4从数据库或其他软件转导入（1）

备注：导
入时目前只
规定有3种
过滤器，因
此在平台或
软件保存或
导出数据时
要因应选择
合适的数据
格式！



3.4实例演示——从WOS中检索导入

备注：将
检索结果选
择全记录，
保存成
BibTeX数据
格式！

备注：选择过
“BibTeX”过滤器，
导入刚刚保存的
文献！

备注：成功导入10
条文献！



3.5 web importer（网络捕手）导入

备注：Web 
importer插件
的安装会对机
的安全设置有
要求，要能翻
墙（尝试了用
谷歌上网助手
可以登录主页
安装）！类似
于NE的网络捕
手（开发者模
式）



3.6手工添加

备注：
根据不
同的要
求添加
不同类
型的文
档！



3.7 中文文献的导入

1.中文数据库
中保存特定格
式：refwork，
endnote 2.导入Zotero

3.导出Zotero：要把导
出的格式与后边导入
mendeley的对应

4.导入Mendeley

借用Zotero转换
实例演示：



Mendeley的文件导入格
式选择

3.7 中文文献导入Mendeley



Mendeley对中文的识别较差，用Zotero做转换，弥补其不足。

Mendeley和 Zotero怎么结合用？

备注：从
Zotero导
出格式和
导入到
Mendeley
中的格式
要保持一
致！



网络插件的使用环境：开发者模式



文献管理
对各类文献进行去重、分类筛选、阅读标记等。04



去重

分类管理

阅读

主要
内容

保证不重复，
时间、精力的

不浪费

分类之后
阅读更有
目的性

去重是分
类的基础

文献阅读（题录补全、标记重点、重
要性筛选、是否阅读等），并与课题
组同伴共享。

主题、来源、时间、用途等，通过文
件夹或者标签标记等形式进行分类筛
选与管理。

数据库或平台资源有重复，要保证一
条信息在个人数据库中唯一存在。

文献管理重要知识点



知识点细览



4.1 桌面工具辨析（1）

五类功能



4.1 桌面工具辨析（2）

把PDF等格式文件添加进数据库

把已有的整个文件夹中的数据添加进数据库
查看本地机所有的文件夹

手工添加目录
导入题录

导出题录

导出带注释的PDF

数据同步更新



4.1 桌面工具辨析（2）

对数据显示格式进行设置：
1.按引用格式显示；
2.按正常题录格式显示；
3.引用样式（参考文献样式）
4.工具栏的布局；
5.显示文献的详细内容。



4.1 桌面工具辨析（2）
工 具：

1.装网络捕手；
2.在办公软件中装插件（若已安装，则可以卸载：

uninstall）；
3.在写作过程中生成参考文献（注册安装的用户

可以不考虑以该种方式用这个功能）。
4.数据去重 ；
5.选择（更多设置）。



4.1 桌面工具辨析（2）

帮助项：
各种可能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帮助项解决



4.2 数据去重，保证文献的唯一性

去 重：
1. 节省空间，避免混淆视野；
2. 避免引用时一文献在文中被引多次时有

多个题录编号或重复出现。



4.3 建文件夹，以主题或标签形式集中保存

Create Folders：
1. 主题；
2. 人物
3. 文献类型
4.  数据库类型
5. 时间
……



4.3 建文件夹，以主题或标签形式集中保存

Create Tag：
1. Tag之间用“；”

隔开。
2. 可用Filter归纳总

结。
3. 一篇文章可用多个

标签。
……



4.4 文献阅读

Reading：
各种功能 极其

方便！



文献阅读（1）：
每一篇文献，都可以直接链接到网页上详浏相关题录信息！信息不全的，可以直

接 对照网络上内容在平台中 补全。



文献阅读（2）：
单位若购买了全文库或者网络上有免费的全文，平台会自动进行无缝链接，

若没有购置，则可通过各种途径下载全文后直接批量拖曳进目标文件夹进行批
量匹配。



文献阅读（3）：
阅读文献，对其内容进行分类，用特定标签（关键词）、做

笔记（Note）等来对文献进行分类，并可以filter统计分析。



文献阅读（4）：可以直接在全文中进行阅读并做标记、注解。



4.5 个人数据库内检索



4.6 群组文献阅读分享：学术社交网络平台

推崇的特点之Groups：文献共享

群组成员均申请了Mendeley账号！



4.7 多端数据的同步更新

Sync（Synchronize）：
保证网络畅通！



6种方式，据实情采用。导入后要保证数据字段的完整性（必要字段不缺）和数据的唯一性。利用

zotero转换来实现其对中文文献识别度不高的问题。

（一）文献导入

利用文件夹、阅读标记等对文献进行分类、筛选、标记、共享等，充分提高阅读效率。

（二）文献管理

在保证数据库中文献题录必要字段全面、准确的前提下，利用期刊等样式（按标准选择和按规定构

建）快速、规范生成目标参考文献，提高写作效率和质量。

（三）在写作中应用

Mendeley使用重点总结



2022年下半年讲座安排

备注：
培训的内容涉

及信息的检索、管
理、分析、评估、
筛选、整理、论文
的写作、排版、学
术不端与论文相似
性检测等内容。



谢谢大家参与学习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邓智心 2021年10月

问题咨询请加“图书馆电子资源访问咨询”QQ
群（群号：598259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