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始之旅

Citavi 可以帮助您完成所有研究项目，

从搜索来源到知识组织和任务规划，最终创建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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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

 安装 下载之后, 双击 Citavi6Setup.exe 开始安装. Word 插件

和 Citavi Pickers (用于 Firefox、Chrome、Internet Explorer

和 Adobe Acrobat DC 和 Reader DC )会随 Citavi 自动安

装。Citavi Pickers 让您轻松地从 Web 和 PDF文档复制信息。

 功能 您可以在项目中保存的引文数量取决于您是否使用了授权许可

版本。Citavi 免费让您可以为每个项目多达100个参考资料，而付费许

可版本允许您每项项目节省多达10万个引文。

 获取许可证 在我们的在线商店 https://www.softhead-

citavi.com/store 上可以获得许可。当您获得许可证时，将会为您自

动创建一个 Citavi 帐户。Citavi 帐户存储许可证数据和云项目。

 登录 打开 Citavi 开始页面并登录到您的帐户。登录按钮将始终显示

在欢迎屏幕上，您不需要手动输入许可证密钥。

 创建新项目 在开始页面, 点击 新项目。

在创建本地项目或云项目之间进行选择，默认情况下，Citavi 将本地

项目保存在此文件夹中

文档\Citavi 6\Projects. 

如果您决定使用 Citavi 云存储空间，则您的项目信息将保存在微软在

德国运营的数据中心。您可以随时在本地和云存储之间切换。 

 提示: 创建备份 Citavi 会自动立即保存您对项目所做的更改。

每当您关闭本地项目时，Citavi-将其备份保存在\文档\Citavi6\ 
Backup下。要增加备份数量并更改备份副本的文件夹，请单击-->工

具-->选项-->文件夹

如果需要从备份还原项目，只需双击该文件即可。

请务必定期往外部驱动器上备份 Documents \ Citavi 6的文件

夹。

所有云存储文件都将自动备份。 如果要在特定阶段保存进度, 点击 文

件 > 此项目> 存档项目。

2 云协作

Citavi 6 具有许多新功能，其中一些功能使得在团队或多台PC上工作

变得更加容易。

 保存云项目 将您的项目保存在云端，并可以 Citavi 安装的所有电脑

上编辑。 您也可以离线工作，您的更改将在下次 Citavi 在线时自动上

传被使用。

 团队协作 邀请尽可能多的同事根据需要在项目中进行协作，并在团

队中分配只读和编辑权限。

 项目交流 云项目可以让您看到目前正在从事项目的人员，从而通

过聊天进行协作。

 快速搜索全文文件 Citavi 6现在支持云项目中附件的完整和自动索

引。 将搜索所有附件中的条款。

3 添加与浏览

Citavi 由三个工作区组成：参考编辑器，知识管理器和任务计划器。

Citavi 提供35种参考类型以便您来正确处理所有的参考。

 添加文献 单击工具栏上的 “ 引用” ，并选择适当的引用类型。

 提示: 文献类型 参考文献中出现的参考资料取决于所使用的参考类

型。 点击您感兴趣的参考类型来阅读它们的描述。 将您最常用的参考

类型拖到左边的收藏夹。

 输入信息 单击右侧的快速帮助，以显示有用的描述，告诉您如何最

好地使用 Citavi。 某些字段也有可点击的标签（如果是蓝色的，您可

以点击它）。 如果您单击作者，例如，您将获得一个可以处理复杂名

称的作者编辑器：

直接输入简单的名称（注意作者之间的分号）：Miller, Peter

M.; Smith, Jane  

“

内容”  选项卡可以保存摘要，目录，评级和评估。

提示: 通过 ISBN 或其他标识符检索 只要您的互联网连接可用，请

快速添加具有 ISBN号，DOI 名称或 PubMed，PMC 或 arXiv ID 的引

用。单击           并输入标识符，然后单击添加。 Citavi 将为您

自动下载书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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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avi.com/shop
http://www.citavi.com/sitelicenses
http://www.citavi.com/sitelicenses


 特殊情况：编辑书籍等 首先，添加编辑的书（或会议记录等）并输

入其信息。 然后点击添加贡献。 创建出版物时，Citavi 会自动从每个

引用中提取正确的信息。

 导航  点击这个箭头    浏  浏览你的文献

单击返回   返回之前查看的引用。

 表示图 要查看所有的参考资料，请点击 。您可

以选择要显示和排序的列。

4 搜索资源

从 Citavi 搜索超过4600个图书馆目录，书目数据库和更多的权

利。

 添加目录 确保您有网络连接，单击在线搜索，然后单击添加数据库

或目录。

（注意：如果您看到“ 在线可用：0” ，则互联网连接不能正常工作。）

在“ 名称” 字段中，输入关键词，例如“ London” ，以在伦敦查找目录。 选

择所需的目录，然后单击添加。 继续输入搜索字词，直到添加了所需的

所有目录，然后单击关闭完成。

 进行搜索 选择您要搜索的目录。 您可以一次选择多个目录。 如果您

输入多个搜索字词，Citavi 将搜索包含所有搜索字词的结果。 注意快

速帮助文本：它们为您提供建立搜索的提示。

 添加搜索结果 Citavi 将搜索结果列为列表。 如果搜索没有找到您想

要的，请尝试使用不同的搜索字词。 选择要添加的引用，然后单击添加

到项目。

取消选择 您添加到项目中的引用将自动应用为选择（您的参考的一

部分），因此其他隐藏。 这使得更容易使用新的引用，例如查看和创

建它们的任务（参见第6节）。 要查看所有引用，请单击状态栏中的

取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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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查看搜索结果 在“ 导入组” 列中单击自动添加的条目，查看在给

定时间导入的一组搜索结果。

当您使用在线搜索，Citavi Pickers 或 ISBN，DOI 和其他ID功能添

加参考信息时，请务必通过将其添加到原始来源来检查添加到项目中的

信息。

 检查参考类型 您的参考文献如何出现在参考书目中取决于引文风格

和参考类型。 导入参考信息后，请仔细检查参考类型是否正确。 要更

改参考类型，请单击蓝色标签。

 正确的名字 许多数据库以大写字母或错误的顺序输出作者姓名。

右键单击该名称，然后选择“ 编辑” 选项进行更改。

5 使用 Citavi Pickers

Citavi Pickers 是 Mozilla Firefox，Google Chrome，Internet 

Explorer 和 Adobe Acrobat 以及 Adobe Reader 的扩展程序。 

Citavi Pickers 可以轻松地将网页文档添加到您的项目中。

 添加网页 确保 Citavi 正在运行。要向 Citavi 中添加网页，请加载

该页面，然后右键单击浏览器窗口中的任意位置。 点击 Citavi Picker

> 添加网页作为参考文献。 Citavi 将其作为互联网文档添加到当前项目

中，并复制书目信息（如果可用）。（如有必要，请自行输入。）

 提示: 将网页保存为PDF文件 网页经常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就会消

失。 为确保您始终拥有文本的副本，您可以保存页面的PDF。 在预览

中，加载该页面，然后单击另存为 PDF。 

 添加PDF文档 Adobe Picker 不仅添加 PDF 文档作为参考，还可

以保存 PDF文件。 Citavi 将 PDF 作为期刊文章类型添加，从 PDF

中提取书目图形信息，然后将 PDF 文件链接为本地文件。

看看最近对项目做了什么，谁做出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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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文件和摘录 在预览中阅读网页，电子书和 PDF 文件。 PDF文

档可以注释，您可以将网页和电子书转换为 PDF。 只需点击另存为

PDF。

要得到 PDF 版的电子书，只需点击另存为 PDF。 

将文字段落和图像作为引用。 如果没有自动出现，请确保输入页码。 

创建个别段落的任务，如检查和评估或讨论。

单击鼠标后，您可以从 Citavi 或 Word 加载项中的 PDF 文件中跳

转到注释。 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www.citavi.com/pdf-guide。

提示: 删除换行符 10 号 PDF的文字段落包括硬换行。 要获取流动

的文字，双击 Citavi 中的引文等，将其打开，然后按 Ctrl + Shift 

+ 空格。

6 任务规划

复印，验证书目信息和阅读只是您可以分配给参考的几个任务。

 将任务分配给参考文献 在“ 参考编辑器” 中的“ 任务和位置” 选项卡

上，单击“ 任务” 。 云项目中的其他任务可以被删除。

 打印任务列表 要获取所有任务的概述，请在“ 任务计划” 中单击“ 任

务” 列表。 可打印的任务列表则被创建。

 提示: 创建项目任务 在任务计划器中，您还可以创建不适用于特定参
考资料的项目任务。 这对于主要截止日期，可交付日期等都是有好处
的。

7 创建大纲

可以轻松地用 Citavi 为一份论文创建一个大纲目录类别。 将类别分

配给您收集的引文和想法，以更好地构建您的论文。 这在后来写得很

有帮助。

 创建一个类别系统 在知识管理器中，单击新建类别或新子类别：

为类别命名，并继续添加新的类别和子类别以匹配您的论文的结构。

 分配类别 您可以为每个参考，引用和思考分配一个或多个类别。 这

样，您可以稍后在撰写论文时查看与特定部分相关的项目。 在“ 参考编

辑器” 中的“ 上下文” 选项卡上指定类别。 要将类别分配给引文或思考，

请双击它，然后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类别。

 修改您的类别系统 在过程中，您可能需要重新修改和更改轮廓，这

是正常的。 选择目录条目，并使用控件将其移动到系统中的新位置。

（或者，拖动类别以移动它。）更改将自动应用于分配给该类别的项目

中的所有项目。

8 组织知识

根据需要，在 Citavi 中节省许多知识项目 - 文字和图像引用，思想和

评论。 知识管理器可帮助您管理收集的知识。

 添加文本引用 您可以按照第5节所述从预览中保存引文。当然，如果

您的计算机上没有源文件，也可以手动添加引用。 选择正确的引号：直

接引用逐字引用，复制单词; 以你自己的话语间接引用作者的想法; 用你

自己的话汇总一个浓缩的版本; 图像或视听媒体的图像或文件引用; 评论

您的意见和笔记关于作者的状态。

在 “ 参考编辑器 ”  中的 “ 引用 ”  ，“ 注释”  选项卡上，单击 “ 新

建”  ，然后选择引用类型。 输入页面范围。 点击核心声明，输入一

个简明扼要的重要提示。

 添加图像引文 图像和文件引用的工作方式与文本引用相同。 输入

说明和标题。 将图像引用插入到文档中，标题将显示在其下面。

 添加想法 在 Citavi 中找到灯泡    符号。 随时使用它来记下想

法。 如果您有手写笔记，请扫描或拍照，然后保存为图像。 

 创建关联 为知识项目分配类别（请参阅第7节），关键字和组。 为

您的论文中的部分和关键字使用类别来创建基于内容的关联。 团体可

以用于以与其内容无关的方式组织知识项目。

 获取概述 在类别树中，单击类别以查看分配给它的知识项。 您可以

通过选择多张引文并查看“ 预览” 中的引文内容来比较不同作者所说的内

容。

 排序知识项目 您可以按照逻辑顺序安排知识项目，以构建计划纸张

中的想法流程，并使其更容易编写。 选择知识项，并使用箭头上下移

动。

当您有很多知识项目时，您可以使用子标题来细分类别。



9 与 Word 协作

使用 Citavi 的 Word 插件，您可以在您的文档中输入参考和引用格

式，完全符合您的引用方式。 参考书目被更新以匹配。

你在使用 TeX 编辑器吗？ 请参阅我们的用户手册：https://

www.softhead-citavi.com/blog/2328

 将项目分配给您的文档 在 Word 中打开文件。 在 Citavi 功能区

上，单击 Citavi 窗格。 选择要分配给文档的 Citavi 项目。

 选择引文风格 在 Citavi 功能区上，单击“ 引文” 样式下拉菜单。 单

击添加引用样式。 您可以通过名称或引文系统搜索样式。

在开始撰写之前，请确定您是否要使用脚注样式或文本引用样式。 虽

然您可以使用转换>更改引文系统稍后切换样式类型，但这是一个不

完美的解决方法，因为脚注中的任何手动输入的信息都不会被移动。

 用 Citavi 写作 您的出版物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来使用您的分类引

文和想法：

 添加您的大纲，然后添加项目 右键单击一个菜单，然后选择“ 插入类

别和知识项”  >取消选中包含知识项旁边的框。 所有链接引文现在将显

示在“ 章” 选项卡上，并可以插入到文档中。

 一次添加一切，然后修改。 将所有类别，引文和想法一次性插入到

文档中，然后根据需要删除项目或修改项目。

 插入参考 在“ 引用” 或“ 章

节” 选项卡上，选择要使用的

引用。单击插入或双击引用。

 插入引文或想法 在“ 知

识 ” 或“ 章节” 选项卡上，单

击“ 插入” 或双击引用或思考。

 更改格式 对于使用作者和

年份格式的本文引用样式，您

可以轻松地更改引用的格式。

选项包括

选项包括（Doe 2013），Doe（2013），Doe 2013，仅 Doe 或
仅 2013。要选择备用表单，请选择参考，然后单击提前进度。或者，

您可以右键单击已插入的引用。 在快捷菜单上，选择要使用的格式。 

 输入页码 如果您从项目中插入引号，Citavi 将自动插入页码。 从

本质上讲，您可以插入参考，然后添加页码。 在“  引用”  选项卡

上，选择一个引用。 要么开始输入页码，要么单击“ 插入高级” ，

并在“  页面范围”  字段中输入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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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添加前缀或后缀，如第 12-14 页。 您的引用风格将为您做到这

一点

 输入和编辑多个引用 在文档中插入第一个引用。然后，将插入点

放在刚刚插入的引用中。插入额外的引用。根据引文风格，你最终会

得到一个看起来像( Doe 2013,Miller 2013,and Smith 2010 )或者

[14 - 16]的引文。

在文本中选择多个引用。单

击 “  引用 ”  选项卡。在面板的

底部，你可以通过点击箭头

或者改变引用顺序一些引用样式来删除不想要的引用。

可能需要多个引用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排序。如果您正在使用其中一种样

式，那么您将无法在一个多重的引用中更改引用的顺序。

创建一个分组参考书目 团体参考书目功能允许你在参考书目中列出

参考书目以获得更好的组织。从我们的服务器下载分组定义，或者创建

您自己的。 

10 项目文献目录 
有时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参考列表。

打印项目文献目录 在“  文件”  菜单上，指向“  打印”  或“  保存 ”  项目

参考书目，然后选择“  打印”  格式。这将生成当前引用样式中显示的引

用列表。 

选择引文 如果您想要一个项目中所有引用的列表，请继续下一步。

如果您只需要在参考书目中出现少量的引用，则使用 Ctrl 键对它们进

行扫描。然后，右键单击一个文献条目并选择完成作为选择。您可以使

用过滤器   或搜索功能来创建更大的选择。 

改变排序顺序 在默认情况下，Citavi 按字母顺序排列所有的引用，

然后按年份排序。通过单击引用列表中的列表更改排序顺序，然后    

设置所需的排序顺序。 

更换引文样式 在“  引用”  菜单上，单击“  顺式”  样式，然后单击“  浏
览引用样式”  。然后单击查找并添加样式。 

选择你的书目应该包括什么 如果您使用的是分组定义，那么它将应

用于您的支持的参考书目。如果没有选择分组，请创建按特定标准分组

的引用列表，按下分组或保存分组。要创建引用的引用列表、摘要、评

估等，单击打印注释或保存注释。 

? 更多信息与帮助

下载地址: 

账户登录: 

使用手则: 

技术支持: 

https://www.softhead-citavi.com/download
citaviweb.citavi.com/account 

https://www.softhead-citavi.com/blog/2328
https://www.softhead-citavi.com/contact-us

CITAVI 中国用户服务官方认证 QQ群: 25567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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