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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工具中选择并选择自己找到最佳的分析方法。 开始之前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

突出显示的颜色无法更改。 这样可以确保您可以与他人共享注释。

为自己尝试！

启动 Citavi 6 并在预览中打开 PDF 文件，以尝试本指南中描述的所有功能。 在参考

编辑器中，每个带有附件的文献条目都会显示回形针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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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 – 2 

犹如在纸上

在 Citavi 6 中阅读，如同在真正的纸上一样。

1. 黄色荧光笔可以让你快速标记文本中的重要部分。

2. 当您想要在文本中标记一个重要的部分时，您可以使用红色高亮显示，稍后引用。

这两种方法适用于所有学科。对于那些需要更紧密地分析文章的人来说，Citavi 提供了更

多的选择:

3. 如果你想仔细分析一篇文章，或者保存它的确切措辞或主要观点，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 通过双击回形针图标  ，从导航窗格打开 PDF 文件。

• 如果您的项目中没有任何 PDF，请在“  食品质量”  示例项目中使用 Manning and Soon 的文本。

在Citavi 点击 Window > Welcome screen > Gear symbol >Open sample project.

请注意：只读 PDF 文件无法编辑。 在 Citavi 中，只读 PDF 文件由预览窗格左下

方的锁  指示。

直接引用，间接引用，总结，或评论。文本也可以被保存为一个抽象的、内容表或关键

词。你甚至可以把 任务 分配给文本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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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突出 (黄色) 

黄色荧光笔可以让您快速找出文字的重要部分。 黄色亮点仅在您的 PDF 中可见，不会保

存为知识项。 黄色荧光笔是快速浏览文字和挑选重要部分的理想选择。

快速突出显示黄色

1. 点击黄色荧光笔。

2. 启用荧光笔，选择文字突出显示出有趣的段落来，让荧光笔将保持启用状态。

当使用时: 此方法对于快速测量文本很有用，你可以稍后再回去分析重要的段落。

以黄色突出显示（较慢）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选择文本。

2. 然后再点击黄色荧光笔 所选文本突出显示，但荧光笔不会一直保持启用状态。

 当使用时：如果从一开始就细节分析文本，并希望轻松地在黄色突出显示和其他注释选项之间

切换，这种方法是非常好的。

将黄色亮点保存为知识项

黄色亮点仅出现在您的 PDF 文档中，不会另存为知识项。 但是，您可以稍后更改黄色突出显

示，以便将其保存为知识项，例如，如果您以后决定要将文本段保存为直接引用。

1. 单击黄色高亮显示，选中亮点，并在预览中显示注释选项：

2. 选择其中一个选项（有关每个选项的信息，请参见以下页面）。 黄色突出显示改变颜色，文本

保存为相应的知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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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思想 (红色)

使用红色荧光笔突出显示重要的文字段落，并用关键词或主要想法快速保存。

快速突出显示红色

1. 点击红色荧光笔。

2. 启用荧光笔，选择简短的段落或重要语句。

3. 把亮点保存为核心语句，并显示在 “  引用”  ，“  注释”  选项卡上。 理想情况下，您不需要更改核

心声明，特别是如果您突出显示了术语或简洁的想法。 根据需要输入类别、组、关键词和页

码。

4. 继续高亮显示。 

 当使用时： 红色亮点可以轻松地将文本中最重要的想法与其讨论的页码一起保存。 这种方法对

于快速审查文本是非常实用的。 您不需要写任何释义或摘要，或决定是否保存直接引用。 如果你愿

意，你可以随时做。 通过单击 PDF 显示        ，您可以直接跳转到突出显示的文本段落 - 无论是从

知识管理器 还是使用  Word 加载项编写文本（请参见第16 页）。 那么你都可以决定是否只需要一个

简单的参考，或者如果你想改写或直接引用段落。

突出显示红色（较慢）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选择文本。 . 

2. 然后再点击红色荧光笔  所选文本突出显示，但荧光笔不会保持启用状态。

3. 与上述步骤3相同。

 当使用时：如果要在红色突出显示和其他注释选项之间切换，此方法很好。 例如，您可以保存直

接引用并创建评论或摘要，随后可以在撰写论文时帮助您。 您可以使用红色荧光笔，您不需要直接

引用，但您在文中提到的是 “ cf ” 或“ note ” 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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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直接引用 (蓝色) 

如果要保存文本段落的确切语句，请使用直接引用。 单击鼠标即可将文本转移到 Citavi。 

但是，您应该注意一些PDF - 请参阅步骤4。

选择文本并创建直接引用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 然后选择你所需加亮的语句

2. 点击直接引用

所选文本以蓝色突出显示，并在 “ 引用”  ， “  注释”  选项卡上创建知识项。 核心语句是从第一

个突出显示的单词自动创建的。

3. 编辑核心语句，根据需要输入类别、组、关键词和页码。

4. 仔细检查引号文本。 有时您可能需要进行更正。 例如，如果您通过几个单独的文本段落创建了

引号，则需要为省略的文本插入椭圆。 如果应用超过两页，您将会有不必要的换行符。 从某些

PDF中，无法导入格式（粗体，斜体）。 从别人那里你可能看到不必要的连字符。 在引用单上

进行必要的更正。 要打开它，请在“引用”，“注释”选项卡上选择直接引用，然后单击“在

窗口中打开      ” .

5. 变化。 每当您缩短引用或插入的文本时，您不应更改引用的含义，您必须根据您的学科惯例指

定您的更改。 单击“  打开”  窗口      ，在引用窗口中打开引用单。

6. 评论。 如果您想将自己的评论添加到引用单中，请插入新的段落，并用括号中的注释将其添加

到您的姓名或首字母中。 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建议将注释创建为单独的知识项（参见第9页添加

注释）。 

 当使用时：您保存的直接引用数量取决于文本，也取决于您的文本分析首选项。 Citavi 支持许

多不同的方法。

一些 Citavi 用户只能保存直接引用，如果他们确定他们想在其文档中使用它们。 因此，他们只

会在其项目中节省数量有限的这些引用。相反，他们将更多地依赖间接引用，摘要等。

其他用户几乎全部保存直接引用。 稍后在撰写论文时，他们将决定是否要引用单词，使用释义或

插入简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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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间接引用（紫色）

如果您想用自己的话重述文本段落的主要想法，请使用间接引用。 如果您只想参考文字

段落而不必制定释义，请使用红色荧光笔（请参见第4页）。 如果文本段是更长的章节或

章节，请改为创建摘要（请参见第7页）。

选择文本并创建间接引用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  选择要突出显示的文本。 显示图标工具栏：

2. 单击间接引用  。所选文本以紫色突出显示，核心声明出现在 “ 引用” ， “ 注释” 选项卡上

的新引号中。 Citavi 使用选择中的前几个字自动生成核心语句。

3. 如有必要，请更改核心声明，以更好地反映您对文字段落的理解。根据需要输入类别、组、关键

字和页码。

4. 在文本框中输入原始文本的释义。如果您使用原始文本中的任何术语或确切的措辞，请将其设置

为引号。

5. 评论。间接引用不应改变文本段落的本义。当然，有一些解释是在你用自己的话重述文本的意义

的时候就涉及到的。它可以是“  客观”  重述和“  主观”  评论之间的细微差别。尝试明确区分两者。

如果您想为间接引用添加评论，请确保它与间接引用很容易区分。例如，使用新的段落，并将

您的文本放在方括号中，并带有您的缩写。为了更容易地将注释和引用单独保留，请将注释作

为单独的知识项创建，并将其添加到间接引用。请参阅第9页的添加注释。

 当使用时： 在分析您以后想在您的论文中讨论的内容的重要文本时，添加间接引用是有意义

的。 处理文本研究的学科经常使用这种方法。 这些学科的作家经常总结当前的讨论状态，然后通

过自己的贡献进行扩展。 其他学科往往主要使用主题相关来源的简短引用（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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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摘要（绿色）

使用摘要，以您自己的话来总结一段更长的主要想法的语句，如一章，如果您想改写一

个较短的文本段落，请创建一个间接引用（见第6页）。

选择文本通道并添加摘要

1.使用文本选择工具  选择要突出显示的文本。 如果你想总结一个
整个章节或分章，您可以简单地选择标题。 显示图标工具栏：

2. 点击摘要   。 选择的文本以绿色突出显示，绿色突出显示在页边，而核心语句出现在引号

和注释选项卡的新摘要中。Citavi 在选择中使用前几个词自动生成核心语句。

3. 如果必要的话，修改核心语句以更好地反映你对文章段落的理解。根据需要输入类别、组、关

键字和页码。

4. 在文本框中输入原始文本的摘要。如果你使用原文中的任何术语或措辞，请用引号把它写下

来。

5. 边缘高亮. 当您完成编辑摘要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消失。只有边缘突出显示仍可见。当您在页边
突出显示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暂时显示。单击页边突出显示文本突出显示。

当使用时： 大多数期刊文章包括包含整个文本摘要的摘要（至保存摘要，请参见第13页）。 在

这种情况下，您没有太多需要提出自己的摘要。 对于您以后可能想在您的论文中引用的较长文

本，这是一个不同的情况。 在任何使用大量文本分析的学科中，总结与间接引语相似（见第6

页）。 如果您正在阅读一门学科中的一些中心文本或分析作者的作品，总结也可能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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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评论（橙色）

如果您想在文本段落保存自己的评论，评估或批评性评论，请为文本段落创建评论。 如

果文本段落启发了一个新的想法，您可以将其保存为注释。 如果一个想法与文本段落无

关，可以使用思想       知识项目。 如果您的评论涉及到任务（例如，“这些声明听起来

有点 夸张。 验证“），那么您应该为文本段落创建一个任务（请参见第10页）。

选择文本并添加注释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  选择要突出显示的文本。 显示图标工具栏：

2. 点击 评论 所选文本以橙色突出显示，边距中会出现橙色突出显示，核心语句将显示在

“ 注释 ”  ，“注释”选项卡上的新注释中。 Citavi 将会使用选择中的前几个字自动生成核心语句。

3. 如有必要，请更改核心声明，以更好地反映您对文字段落的理解。 根据需要输入类别，组，关

键字和页码。

4. 在文本框中写下您的评论，如果需要，请添加您的姓名或名称（见下文）。

6. 边缘高亮. 当您完成编辑摘要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消失。只有边缘突出显示仍可见。当您在页
边突出显示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暂时显示。单击页边突出显示文本突出显示。

 当使用时： 使用注释将你的想法保存在你想要在论文中包含的文本段落。如果你正在和别人一

起做一个项目，一定要把你的名字添加到评论中，这样其他成员就知道这是你的。然后，其他组

成员可以用自己的首字母添加自己的注释。 

另外...

如果您已经添加了一个文本段落作为引用等，并且想要对其进行评论，那么您可以向知

识项目添加注释，而不是文本段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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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项目添加注释（橙色） 

如果你想保存自己的想法在一个文本段落，你已经保存为一个知识项目，很容易添加一个

注释。

向现有知识项添加注释 

1. 在“ 引用” ， “ 评论 ” 选项卡上，选择要添加评论的知识项目

2. 在“引用”，“评论”选项卡上，单击“新建”。

3. 在下拉菜单中，单击添加注释到项目。 引用窗口打开。 核心语句，页面范围，类别和组将从

所选知识项自动添加。

4. 在文本框中输入您的评论，然后单击确定关闭窗口。 在“ 引用” 上，评论选项卡会在相应的知

识项下面显示一条新的注释。 在右边，您会看到断开的链接图标     。

5. 单击断开的链接     ，选择PDF中的文本段落，然后再次单击断开的链接  。 图标更改

为 建立评论和 PDF 的链接        。 图标显示之间的链接。

 当使用时： 请参阅第8页的使用说明。

您可以直接添加评论直接或间接引用（见第5页，第6页，第6页，第5页）。 缺点是您

将无法看到引用是否在知识项目列表中添加了一个注释。 因此，我们建议保存独立注

释，如第8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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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任务 (青绿色)

有时你可能会读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给你一个你想要追求的想法。您可以为这个目的添

加任务到文本段落:

选择文本并分配任务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 来选择要添加任务的文本。图标工具栏显示:

2. 点击任务图标

3. 从菜单中选择任务。 所选文本以青绿色突出显示，边框中将出现绿松石高光，新任务将显示

在“ 任务和位置” 选项卡上。

4. 如果要向任务添加其他信息（到期日，优先级等），请双击任务打开任务窗口。

5. 边缘高亮. 当您完成编辑摘要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消失。只有边缘突出显示仍可见。当您在页边

突出显示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暂时显示。单击页边突出显示文本突出显示。

 当使用时： 与文本分析相关的四个任务已经预定义:

讨论:如果你想和你的团队成员或者你的导师讨论论文的陈述或结论。检查和评估的时候，如果你在

文本中发现了一种说法，你却怀疑它的准确性，或者想要再次检查。浏览参考书目：如果书目可能

包含你想添加到 Citavi 的额外资源(参见参考书目分析)。

阅读:在你想要阅读的文章或参考书目中引用了一份出版物。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任务添加到预定义任务列表中。

http://www.citavi.com/sub/manual5/en/evaluating_a_bibliograph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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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图像引用

使用图像引文从PDF保存图像或表格。 Citavi 将图像保存为高分辨率 JPEG。 然而许多

PDF包含低分辨率像素图像。 因此，这些图像在 Citavi 中将不具有高分辨率。

技术背景

• 也许您想要将表格保存为文本，以便编辑它以适合您的论文中的格式。 由于表格采用PDF格式，

因此您无法这样做。 如果你尝试，你可能需要做很多额外的工作。 将表保存为图像引用通常会

更容易。

• 要保存清晰的图像，您不需要更改 Citavi 预览中的设置。 您在哪个尺寸上显示PDF无关紧要; 图

像引用总是以 DIN A4 格式保存，大约 4200 x 5900 像素。 所以只要原始图像高质量的，这个绝

对可以保证你纸上的高质量图像，但是一般情况下原始的 PDF 里面的图像质量都比较低。 

选择图像并将其添加为图像引用

1.    使用快照工具     将要保存的PDF部分的边框拖拽为图像引用。 图标工具栏显示可用选项：

2. 点击图像引用 。  Citavi 则会打开引文窗口。

3. 编辑标题。 标题中的文字随后将在“  知识 ”  选项卡上的“  Word 加载项 ”  中显示，并且在使

用 “  加载项”  插入图像时将其作为标题插入到 Word 中。 在标题字段中，您还应包括版权信息

（如果适用）。 如果您的标题与之不同，请在说明字段中添加图像的原始标题。

4. 通常，您在 PDF 中找到的图像，图形和表格来自其他来源。如果原始来源可用，您可以使用

它。 如果没有，你也可以创建一个二级引文。 将原始信息源添加到说明字段。

5. 在引文窗口中，单击确定。 图像保存在项目的 Citavi 附件文件夹中。 它也出现在“  引用”  ，“  评
论 ”  选项卡上。 PDF 的突出显示区域显示为蓝色。 

 当使用时： 图像通常用于以紧凑且易于理解的方式描绘事实、关系、过程和结果。 因此，

您可能希望将其另存为引用。 如上所述，确保跟踪图像的源信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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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DF 中的文本无法突出显示时 

在某些 PDF 文件或 PDF 文件的部分，文本不能被突出显示或复制。 如果文本最初作为

图像扫描，然后转换为 PDF 格式，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种情况，请使用

快照工具将直接引用，间接引用，摘要，注释和任务与 PDF 中的相应位置链接。

使用快照工具

1. 使用快照工具 拖动图像或表格周围的边框，显示图标工具栏：

2. 如果要添加直接引文，请选择图像引用  。 Citavi 打开引用窗口。 在标题字

段中输入核心声明，并按照正常的直接引用方式填写其他字段（请参见第5页）。

3. 如果您不想稍后输入文字，您可以使用光学字符识别程序将图像转换为文本。 在本地项目中，

您的图片引用将在 Citavi 6 文件夹中的项目> [项目名称]> Citavi 附件下保存。除非您正在

使用大量的图片引用，否则一般不需要，因为可以一次完成转换。 如果您的项目中只有几个文

本图像，那么重新输入文本可能更简单。

4. 其他知识项目可以直接与您使用快照工具选择的部分链接。 只需点击您想要在图标工具栏中使用

的知识项目。 然后，按照通常的方式在 “  引用 ”  ， “  评论 ”  选项卡上填写表单（请参阅第4至10

页）。

5. Citavi 使用直接和间接引用的文字内容以及红色亮点。 摘要，评论，任务等都有微小的亮点。 颜

色遵循第4至10页所述的图案。 

当使用时：  将文本保存为图像是一种解决方法。  

即使 PDF 只能以图像格式提供，也可以将注释与确切的文本段连接起来。  

另外...

您还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拍摄截图或拍摄文字段落，使用 OCR 程序将图像转换为文字，然后将其复制

到直接引用的文本框中。 此方法适用于只读的 PDF。 然而，简单地重新输入文本段落通常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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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摘要和目录 

摘要和内容表只保存在“ 参考编辑器”中的 “ 内容”选项卡上。 它们不会出现在知识管理器

或 Citavi Word 插件中。

添加摘要和目录

1. 使用文本选择工具     选择要保存的文本作为抽象或目录，显示图标工具栏：

“

2. 点击更多

3. 从菜单中选择摘要或目录。 所选文本以灰色突出显示，边框中将出现灰色高亮，Citavi 将打开

内容”  选项卡。摘要或目录则在那里显示。

4. 如果要编辑摘要或目录，只需单击文本上方的蓝色链接即可。

5. 边缘高亮。当您编辑内容的摘要或表格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消失。只有边缘突出显示仍可见。
当您在页边突出显示时，文本突出显示将暂时显示。单击页边突出显示文本突出显示。Citavi 打
开 Contents 选项卡。 

   使用时：期刊文章通常已经包含一个摘要。内容表通常只适用于较长的文本。两者都提供了

PDF 内容的快速概述。引文由于您已经在 Citavi 中保存了PDF，那么您可能将不需要保存内容的摘

要和目录。有个优点是，可以在 Overview 选项卡上快速查看这两个选项。此外，Citavi 的搜索功能

还可以搜索内容字段的摘要和目录。这样更便于您快速查看特定搜索查询文本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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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DF中添加关键词

从 PDF 中可以很容易地将关键字添加到 Citavi，对描述引用非常有用。

从PDF中添加关键词

1. 工作许多期刊文章都包含了抽象的关键词。这些通常是由作者或出版商选择的关键字。使用文本选择工
具                 ，而不是逐个复制关键字。工具栏的图标出现:

2. 点击更多 或按W键(见第18页)。

3. 从菜单中选择关键词。出现了一个窗口，其中有些关键词的相关设置。通常您不需要进行任何

更改，除非原始源使用不常用的标点符号。

4. 如有必要，请通过选择其他分隔符并单击确定来更正列表。 Citavi 打开显示关键字的“  上下文”  
选项卡。 关键词并不在 PDF 文件中突出显示。 

另外...

1. 即使 PDF 文档里面不包含关键词，您可能会在要保存为关键字的文本中找到术语或单词组合。 使用文本
选择工具          选择要保存为关键字的文本。 出现图标工具栏：

2. 点击更多 或按W键（请参见第18页）。

3. 从菜单中选择关键词。 如果您只选择一个单词，它将自动保存在 “ 内容” 选项卡上。 如果保存单词组合，
则关键字窗口将打开。 如上所述在第4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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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选择文本

选择文本

1. 点击文字选择工具  : 

2. 一旦选择了文本，图标工具栏将显示所有可用选项。 将鼠标放在各种图标上方可查看有关每个选项的信
息（工具提示）。 然后，选择要使用的选项：

有时候这不快捷方便。 如果是这种情况，请按照下面的提示操作。

提示1: 在一个文本选择中组合多个文本段落 

问题：如果您要继续引用在另一页面上的文字。 在 PDF 格式中，不可能在分页符之间进行选

择，不包括选择中显示的页脚，标题和页码。

或者，您可能希望从包含相关子的语句，破折号的文本或括号中的注释中保存单个语句。

解决方法：选择文字段落后，按住 Ctrl 键。 然后，您可以向选择中添加其他文字。 大多数文

字处理器是允许您以这种方式添加文本到选择。

提示 2: 从文本选择中删除段落的部分 

问题：你不小心选择了太多的文字。

解决方案：按住 Shift 键，同时将鼠标拖动到要从选择中删除的文本上并单击取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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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或更正链接 

自动链接

突出显示的文字段落在 Citavi 中自动链接到以下位置：

• 引用，评论标签
• 知识组织者
• Citavi Word 加载项。

通过PDF显示图标  ，您可以知道该项目已链接到PDF中的特定位置。

当您单击链接时，Citavi 将在预览中打开 PDF，并突出显示相应的文本段落或图像。 这可以让您

轻松地仔细检查引用或其他知识项目的上下文。 您还可以双击 PDF 中的突出显示，以跳转到 “  
引用 ”  ，“  注释”  选项卡上的相应条目。

断开链接

缺少链接由 Broken Link 图标指定。 单击图标会显示一条消息，告诉您如何更正链接：

黄色亮点未链接

您将看到您在 PDF 中创建的所有注释的链接，黄色亮点除外。 因此，无法在知识管理

器或Word加载项中查看黄色亮点。 但是这也是其优点（见第3页）。



目录

提示 – 17 

删除知识项目和亮点

删除知识项

1. 在“ 引用” ，“ 注释”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知识项。

2. 在菜单上选择删除引用，然后在出现的窗口中单击确定。 PDF 中的知识项目及其相应的突出显

示被删除。

3. 要删除任务，请单击 “ 任务和位置 ” 选项卡，右键单击该任务，然后选择 “ 删除任务 ” 。

删除并更改高亮显示

除了突出显示，保留其链接的知识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除非您的 PDF 文件中的高亮位置在错误

的位置。 要纠正它，您首先需要删除不正确的高亮。

1. 单击文本高亮显示。 亮点显得更暗。 或者，单击边距高亮显示相应的文本突出显示。

2. 右键单击文本突出显示。

3.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 “ 删除” 。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两个选项之一：

4. 如果要保存知识项但仅添加其他突出显示，请仅选择所选突出显示。 单击确定以删除突出显示。 

“  破碎的链接” 图标出现在知识项的旁边。 选择要链接的文本，然后单击图标          将其加入到

知识项 中。 对于直接引用，您应该仔细检查引用的文本是否也需要更改。

5. 对于黄色亮点，任务，摘要和内容表，过程遵循相同的模式。 



目录

 提示 – 18 

使用快捷键

有时使用快捷键而比鼠标更容易。

选择工具的捷径

E =  Text selection Text Selection 

G =  Snapshot Graphics Selection 

高亮快捷键：

Y =  Highlight  Yellow 

Q =  Highlight in red  Quick 

D =  Direct quotation  Direct Quote 

F =  Indirect quotation The F is next to the D key 

S =  Summary  Summary 

C =  Comment  Comment 

T =  Task  Task 

A =  Abstract  Abstract 

W =  Keywords  Keywords 

使用 PDF 的其他捷径：

Ctrl + Down arrow 

Ctrl + Up arrow 

Pos1 

End 

Up arrow 

Down arrow 

Left arrow  

Right arrow  

Ctrl + Mouse wheel 

Ctrl +F3 

F3  

Shift + F3 

F8  

Shift + F8 

F9  

Delete 

Esc  

下一页

上一页

转到第1页

去最后一页

向上滑动

向下滚动

向左滚动

向右滚动

放大

打开或关闭搜索字段

转到下一个搜索结果

转到上一个搜索结果

转到下一个高亮

转到上一个高亮

导出PDF注释

删除

取消



目录

团队协作阅读 PDF 文档  – 19 

了解图层 

右图：在默认情况下，Citavi 不保存 PDF 文件中的注

释。 相反，注释保存在文本的透明层中。 PDF 不会以

任何方式更改。

这有两个优点：首先，编辑和保存注释更快，特别是如

果将 PDF 保存在网络驱动器或云中。 其次，PDF 可以

由多个人使用，每个人都可以保存自己的单独注释（请

参见第23页）。

左图：当您将注释导出到 PDF 时，PDF本身才会更

改。 之后，您可以在外部PDF阅读器中查看您的亮点。

当使用时：如果要将 PDF 文件发送给另一个人（请参

见第20页），或者如果要在平板电脑或其他设备上的外

部读取器中可以随时使用它（请参见第21-22页）。

右图：外部 PDF 阅读器中的所有注释都保存在 PDF 中，但

只有高亮显示将显示在 Citavi 中，可供进一步编辑。

技术背景：如果打开在另一个 PDF 阅读器中注释的 PDF 文

件，则所有笔记，箭头，线条等将被忽略，只有高亮将被复

制到 Citavi 图层。 它们将以与外部读取器相同的颜色显

示，但将显示为下划线而不是突出显示的文本。 了解如何

继续使用第21-22页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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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注释PDF的副本分享给其他人

您注释的 PDF 文件可以轻松地与另一个人共享， 

所有您需要做的是将亮点导出到 PDF 的副本。

• 您在 Citavi 中使用的 PDF 文件保持不变。

• 只有您的亮点在PDF的副本中可见。 您为这些亮点（引

用，评论等）保存的任何文本都不会导出到 PDF 的副

本。*

导出PDF注释

1. 在预览窗格的工具菜单上，选择导出注释...

2. 在出现的窗口中，选择是否要导出显示的 PDF 文件的注释或项目中的所有 PDF 文件。

3. 重要提示：不要将亮点导出到现有文件中。 而是选择计算机或外部驱动器上的位置。 如果您认

为 Citavi 项目中的书目信息不正确，请仅清除 PDF 元数据选项中的“ 保存 Citavi ” 参考信息。

4. 单击“ 确定” 。 包含所有亮点的副本将保存为简短标题，并可发送给您的同事。

**  如果收件人也是 Citavi 用户，您可以发送您在 Citavi 中保存的所有 PDF。 只需将引用导出到一个新的项目
（文件导出）。 然后，您可以压缩项目文件夹并将其作为 Zip 文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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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部PDF阅读器查看新的PDF 

您可以使用外部 PDF 阅读器轻松浏览和突出显示新的 PDF，然后将 PDF 及其亮点导入

Citavi。 然后更多的阅读和分析应该在 Citavi 内完成。

导入 PDF 注释

1. 你远离了安有 Citavi 的电脑，但正在阅读新的 PDF

已经在另一台设备上的 Citavi 中，如平板电脑或智能

手机。

2. 你可以使用黄色的荧光笔把您感兴趣的语句划出来。 

第一次你从另一个读者导入，只能使用

黄色亮点（参见第3页和底部第19页）。

3. 将 PDF 文件复制到您的计算机。

情景 A:

该 PDF 尚未在 Citavi 中。在 Citavi 中点击

参考文献 > 导入 > PDF 文件.

情景 B:

PDF 文件已保存在您的 Citavi 项目中。 切换到 PDF 的参考。 在“  参考”  选项卡上，单击“  本地”  
文件并附加新版本的 PDF。 然后，删除其他PDF文件。

4. 在 Citavi 中，外部 PDF 阅读器的黄色亮点显示为黄色下划线，见上图。 您可以点击突出显示，

然后将其另存为知识项，如第3页以上所述。

5. 您还可以按照黄色亮点作为知识项保存黄色亮点，按照第3页的说明保存黄色下划线。 

请注意

最好在 Citavi 中使用一个新的 PDF 文件。 但是，如果您离开计算机，Citavi 不可用，

上述方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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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组的方案中使用 PDF 

用于多个项目的 PDF 存储库

大学，机构或公司的工作组可以使用 Citavi 创建保存在本地服务器或云端的 PDF 存储库。 

然后，组成员可以从存储库项目中保存 PDF 的副本，以便在自己的个人或组项目中使用。

共享带有注释的PDF共同项目

分析和注释 PDF 文章的工作通常由几个小组成员共享。 注释可以由所有组成员使用，添加

或更正。 如本指南所示，Citavi 支持许多不同的处理文本的方法。 理想情况下，组成员应

在开始项目之前决定要使用哪些注释功能，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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