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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是什么？

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的信息 朝闻道，夕死可矣！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论语·里仁》



数 据 Data

知 识
Knowledge

智慧
Wisdom

信 息 Information

知识的层次：DIKW模型

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前瞻性

与行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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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孤立



知识的层次： RNK模型

如何将收集的资料整理成可用的知识体系？

Knowledge

知识
Note
笔记

Reference
参考资料

智慧
＝＝＝＝
行动



“知识管理”步骤

信息获取

信息处理

搜索

阅读回顾
产出与分享

知识搜集

知识存储

处理

分享利用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
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
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假舟楫（船桨）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
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荀子·劝学》



有哪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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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RSS订阅

我的信息我做主



知识管理——笔记工具

WIZ（为知笔记）

Evernote

有道云笔记

随时随地做笔记



知识管理——思维导图

理清思路，点亮智慧



RSS订阅：我的信息我做主

首都医科大学 程艾军

tsgyh2@ccmu.edu.cn



目前常规信息获取方式

逐个登陆目标网站获取最新信息
效率低；
新旧标识不明确；
容易遗漏重要信息。



•一站式信息服务

•自动推送信息

•信息管理、阅读效率高

•便于分享

•无需提供私人信息，订

阅不花分文，退订容易

基于RSS的信息获取方式



主要内容

 什么是RSS/RSS阅读器?
• 离线RSS阅读器
• 在线RSS阅读器

 如何利用RSS订阅学术资源?
• 订阅科学网站
• 订阅数据库
• 订阅专业期刊
• 订阅论坛博客



•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 RDF Site Summary
• Rich Site Summary

简易信息集合

RSS：一种信息集合方式，把你关心的信息收
集到一起，无需逐个网站浏览。

聚合性 实时性



RSS的优点

可以在一个RSS浏览器中定制多个信息源的信息；

屏蔽了各种广告的骚扰；

网页失效后，内容仍然可以保存在浏览器中；



RSS的缺点
并不是所有的网站都支持RSS的内容订阅；

(会使网站广告收入减少)

纯内容的提供不太符合现代人追求刺激的心理；



RSS订阅的两个必备条件

•RSS种子
——发布者提供

•RSS阅读器
——我们接收

常见的RSS源（地址）标识

subscribe

syndicate

feed

rss

xml

atom



RSS阅读器分类及特点

订阅工具类型 使用典型 特点

离线
新浪点点通

周博通FeedReader

安装在本机的软件

不便于共享

可设定开机启动

不能整类查看

在线
QQ、有道、feedly、

Inoreader

注册个人账号

任何机器可以使用

便于共享



如何利用RSS订阅学术资源?
一、离线阅读器（略）

新浪点点通（略）

二、在线阅读器

Feedly（暂不可用）、Inoreader(推荐）、
the Old Reader（推荐）



二、在线阅读器： FEEDLY、
INOREADER、OLD READER

阅读器网站：https://www.feedly.com

https://www.inoreader.com

https://www.innoreader.com/ （备用网址）

https://theoldreader.com/home

https://www.inoreader.com/
https://www.innoreader.com/
https://theoldreader.com/home




注
册
和
登
录



搜索功能

导航栏

设置

阅读窗口



详细阅读窗口



点击“Add Content”填入RSS
源地址，回车即可

输入订阅的RSS源

如果您已经知道要订阅RSS源的地址，只需点击Add Content，将
该地址粘贴至文本框中即可。

此外，您随时可以自行查找供稿RSS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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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FEEDLY订阅学术资
源

科学新闻订阅

文献数据库订阅

期刊杂志订阅

博客论坛订阅



1.科学新闻订阅

www.bio360.net

www.sciencenet.cn

www.sciencenews.org

www.guokr.com

songshuhui.net



RSS源地址

1

2



文献数据库

订阅学术数据库最新发布的文献信息

2. 文献数据库检索订阅



订阅步骤

1、登录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2、search

3、Create RSS

4、订阅

PUBMED数据库检索订阅



首次输出的记录条数

RSS源地址

1

2

3



订阅成功



订阅步骤

1、登录http://www.sciencedirect.com

2、在http://rss.sciencedirect.com/register页面

RSS feed输入框中输入search strategy

3、生成RSS Feed

4、给订阅命名

5、点击或拷贝RSS地址订阅

SCIENCEDIRECT数据库检索订阅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rss.sciencedirect.com/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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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步骤

1、登录http://link.springer.com/

2、Search

3、点击 订阅

SPRINGER数据库检索订阅





点击订阅

RSS源地址

1

2



3. 期刊订阅

期刊杂志

订阅学术期刊最新发布的文献信息



 直接订阅期刊
直接到杂志社网站查找RSS源

 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
在数据库中搜索期刊RSS源

期刊订阅的两种策略

3. 期刊订阅



订阅步骤

1、登录http://www.nature.com

2、点击RSS

3、拷贝RSS地址订阅

3. 期刊订阅

http://www.nature.com/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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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步骤

1、登录http://www.sciencemag.org/journals

2、点击 订阅

3. 期刊订阅





1



2



3.期刊订阅：文献数据库收录期刊
文献数据库中的期刊订阅同新浪阅读器

见P33-39

也可以利用阅读器提供的按关键词查找订阅
源的功能查找期刊



利用RSS阅读器关键词查找功能订阅期刊

1

2



3



•李开复的博客订阅

李开复在腾讯、网易和新浪的博客

如果不知道百度或google搜索一下

4. 博客论坛订阅



搜索“李开复博客”





不明确网站是否支持RSS订阅——搜索

1

2



利用RSS阅读器通过关键词查找订阅源

feedly inoreader



添加订阅

1
2

3



订阅管理：编辑属性&退订



多终端同步
在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安装Feedly或者
FeeddlerRSS等支持Feedly订阅的应用APP，即可通过
帐号登录实现同一用户在多种终端设备上的同步订阅和
阅读，充分利用用户的碎片化时间获取新的资讯，并保
证用户订阅和阅读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APP CENTER

https://feedly.com/apps.html#popular



IOS版本下架了……



OPML文件导入/导出

导出：将订阅信息导出为OPML文件，以便在其他阅读器中使用

导入：用 OPML 文件来导入其他 RSS 阅读器的订阅源



Feedly

1 2



Inoreader1

2

3



订阅吧！

把分布在各个平台上的核心期刊都订阅上吧

关注的新闻、网站

博客

……

自己组织自己的信息

不在网页中迷失，不再被信息淹没



检索式提醒

•都在检索结果页面

•提供这种服务的数据库
•ISI Web of Knowledge
•Science Direct
•Proquest
•SAGE journals online
•Wiley online Library……
•Springer
•基本上，也都有（限于英文数据库）



通过RSS也能实现定题服务

Science Direct

Proquest

Springer

……

在检索结果页面



小结

1. RSS阅读器和种子
2. 基本添加种子的步骤
3. 四种订阅源

• 订阅科学网站
• 订阅数据库
• 订阅专业期刊
• 订阅论坛博客

4. 离线阅读器新浪点点通
5. 在线阅读器FEEDLY和INOREADER

6. 搜索订阅源



你知道吗？IE自带RSS阅读器



















思维导图：理清思路，点亮智慧





1.思维导图的由来

最初是20世纪60年代英

国人东尼·博赞（Tony 

Buzan）创造的一种笔

记方法。

纽约小姑娘的故事:我的

笔记记得越来越好。



传统笔记的不足



思维导图的优势



使用思维导图记笔记的优势

与传统笔记相比，思维导图对我们的记忆和学习可产生

巨大的作用：

1.只记忆相关的词可以节省时间：50％到95％；

2.只读相关的词可节省时间：90％多；

3.复习思维导图笔记可节省时间：90％多；

4.不必在不需要的词汇中寻找关键词可省时间：90％；

5.集中精力于真正的问题；



使用思维导图记笔记的优势

6.重要的关键词更为显眼；

7.关键词并列在时空之中，可灵活组合，改善创造力

和记忆力；

8.易于在关键词之间产生清晰合适的联想；

9.做思维导图的时候，人会处在不断有新发现和新关

系的边缘，鼓励思想不间断和无穷尽地流动；

10.大脑不断地利用其皮层技巧，起来越清醒，越来越

愿意接受新事物。



2. 思维导图的原理

思维导图是英国的托尼巴赞先生在７０年代，受到文艺

复兴时代的著名画家达芬奇的笔记的影响和启发，根据人的

大脑的记忆模式和结合人的大脑神经细胞进行信息存储的方

式研制和开发的，它充分的调动了人的左脑和右脑积极性和

创造性,极大的开发了人的大脑潜能。

它的放射状的思维架构和大脑信息存储模式非常巧妙的

吻合在一起。因此它是目前最接近人的大脑的学习模式和思

考方式的工具和技术。



神经元：放射性思维的对应结构



3. 思维导图的用途



思维导图用于计划



思维导图用于四象限分析



思维导图用于二八原则（第四代时间管理）



4. 思维导图的制作规则





5.练习：从零开始学做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软件

•Mindjet MindManager

•Xmind

•Edraw Mind Map

•其他思维导图软件工具



• FreeMind ：开源导图软件

• MindMapper：除思维导图外，
还集合了概念图，流程图，鱼骨图，
甘特图等等功能。MindMapper可
以与微软Office软件相互支持。

• Xmind：跨平台的导图软件，支
持多国语言，可以运行在
Windows，Mac和Linux三大操作
系统上



• Mindmanager：目前使用人
数最多的导图软件

• PersonalBrain：动态导图呈
现，支持中文、英文等

• DropMind：可同时多人协作导图
软件。



XMIND简介

XMind是一款开源且跨平台的思维导图软件。
从2008年10月起，XMind 推出 开源版本，并
荣获 sourceforge 社区 2009 最佳学术应用奖。
它采用Java语言开发，基于Eclipse RCP体系结
构，可以运行于Windows/Mac/Linux平台
通过XMind可以随时开展头脑风暴，帮助人们
快速理清思路，XMind可绘制以结构化的方式
来展示具体的内容。



为什么使用XMIND？
商务演示。在XMIND中进行演示，它始终为用户提
供纵向深入和横向扩展两个维度的选择，这样用户
在进行演示的时候，可以根据听众和现场的反馈及
时的调整演示的内容，对于听众感兴趣的话题，可
以纵向深入进行讲解和挖掘，对于听众不太关心的
问题可以快速的跳转到下一个话题。

思维管理。XMIND 在企业和教育领域都有很广泛
的应用。在企业中它可以用来进行会议管理、项目
管理、信息管理、计划和时间管理、企业决策分析
等；在教育领域，它通常被用于教师备课、课程规
划、头脑风暴等。

与办公软件协同工作。XMIND 的文件可以导出成
Microsoft Word、Microsoft PowerPoint、PDF、
图片（包括PNG、JPG、GIF、BMP 等）、RTF、
TXT等格式，可以方便的将XMIND绘制的成果与朋
友和同事共享。

http://baike.baidu.com/view/7235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96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8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7235.htm


由思维导图介绍的思维导图



• 空白的纸张

• 彩色水笔和铅笔

• 你的大脑

• 你的想象

绘制思维导图有什么方式？

• 一台电脑

• 一个思维导图软件

• 你的大脑

• 你的想象

方式
一

方式
二



关键点：1. 有明确的主题、配图。
2. 分支要清晰。
3. 涂颜色。

涂色要注意：
（1）必须便于联想。
（2）要和情感联系起来。

如何绘制思维导图？



几个常用操作
1、Enter 回车键

a. 选中中心节点，按回车，直接生成一个二级节点

b. 选中中心节点外的节点，按回车，生成一个同级节点

c. 输入节点文字，按回车，确定输入的内容

2、Insert 插入键

a. 插入当前节点的下一级节点

3、Delete 删除键

选中某节点，按删除键删除该节点及其子节点内容

4、鼠标拖拽

选中某节点，拖拽至任一节点后，成为该节点的子节点内容

5、粘贴

选中某节点状态下，粘贴的内容将成为该节点的若干个子节点项目



由最简单的开始

打开软件，点击新建，建立新的思维导图主题



空白图模板



模版：商业、教育、个人





按回车键或按插入键，插入一级分支
相同方法插入另一个一级分支



 按插入键Insert生成二级分支，继续插入可生成下一级分支



在选中某个节点的情况下，可通过工具栏选项实现相同效果



选中节点后，右键菜单——插入——标注可对某个节点内容进行标注



附注效果



对节点进行关联



选择关联后，将鼠标移到该子主题，拖住左键至目的子主题，
松开，完成节点关联



点击并拖拽关联线条辅助线的端点，可改变线条形状

可点击并拖
拽



选中某个节点后，选外框，可将该节点及其子节点内容用边
框圈起来



外框效果



选中某个节点后，从工具栏里选择“概要”，可将该
节点的最末级处用大括号括起



由菜单——工具下可选择“提取风格”，进行当前导图的风格变换



选中风格后双击即可



鼠标选中此两
个节点

拖拽至该节点，成为该节点
的子节点

除中心节点外，其他节点可任意拖拽至其他节点，成为其他节点的子节点



拖拽至其他节点后效果图



子节点可以通过点击“+”“-”图标进行展开或隐藏
点击节一级节点连接处的圆点，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设置该
节点的位置

点击可展开子节点

点击可隐藏子节点



拖拽节点后效果



1 菜单—文件—新建

从模版建立思维导图



从模版建立思维导图

2 双击选中模板



3

成功建立与模板相同的导图样式



添加或更换图标



添加或更换图标后效果



更改文字或形状

点选某个节点，直接输入文字
1

选择某个节点后，右键菜单 “格式”

下，通过主题形状，可直接或用图
库中的图形改变节点形状

2



点选某个节点，选择主题形状改变节点
形状；选择填充颜色改变节点颜色

更改节点形状及颜色



对某节点可通过右键菜单“图标”
项的“任务优先级”设置优先级序
号图标

必要时可设置优先级标识



完成效果



将脑图生成图片格式

1.菜单栏选“文件”
项

2.选择“导出”—

—图片

3.选择保存位置及
保存格式

4.完成

1



2



3



4



对某节点添加附件，可通过附件
图标直接打开附件





对某节点添加超链接，可直接通
过图标打开链接











备
注

批
注



利用XMIND 2分钟管理个人知识

以今天课程讲义资料夹来举例，在这个“思维导图示例
文件夹”中有三个子文件夹。



利用XMIND 2分钟管理个人知识

1. Ctrl+A选中全部三个文件夹，用Ctrl+C复制一下。



利用XMIND 2分钟管理个人知识

2.打开Xmind，这是刚打开时的画面，点击“新建空白图”。



利用XMIND 2分钟管理个人知识

3.选取正中的主题，或使用快捷键F2，给主题起个名
字“知识管理工具”。



利用XMIND 2分钟管理个人知识

4.鼠标点击《知识管理工具》主题框，刚才我们用Ctrl+C
复制了三个子文件夹，现在我们把它们用Ctrl+V粘贴在主
题框上，看是什么效果？请看下图。



TIPS—使用技巧

一
个
中
心
点
，
发
散
性
思
考
；

可
视
化
结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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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脑
协
调
。

编
排
讲
逻
辑
，
图
像
记
得
牢
；

激
发
兴
趣
点
，
内
容
跑
不
了
。



OTHERS-项目筹备



OTHERS-会议记录



OTHERS-组织架构



OTHERS-项目进度安排



OTHERS-项目细节



OTHERS-项目管理



OTHERS-项目进度管理



OTHERS-项目汇报



OTHERS-反馈意见收集



思维导图在阅读中的应用：



思维导图用于制作考试计划



思维导图用于论文写作计划



思维导图用于记单词



WHO-谁使用思维导图？

个人

公司

科研和教育机构

政府

非盈利组织



各种软件相互配合

对于科研用户来说，将思维导图与RSS、
Endnote等软件相结合可以：

全网式的领域调研;
科研论文的全程跟踪;
科研任务的管理跟踪;

http://actsmind.com/blog/downloads/mind-map-tutor-handbook_tw.pdf
http://actsmind.com/blog/downloads/mind-map-tutor-handbook_tw.pdf




笔记工具：随时随地做笔记



如何保存实体信息？

实体的信息需要一定的工具来整理和保存

我们一般如何保存网页上的图片、文字信息？



下载图片？保存成word文档？转发到自己的博
客和社交网站上？

有文章没有条件看，必须想办法保存下来另外
换个时间看，怎么办？

时间长了，这些东西会给你造成巨大的负担。
难以整理，难以搜索！



如何保存实体信息？

解决方案：笔记工具



笔记工具

利用笔记工具，我们可以：

记录灵感

管理知识

规划任务



常用笔记工具



Evernote/印象笔记

网址： https://www.evernote.com

为知笔记

网址：http://www.wiz.cn

有道笔记

网址：http://note.youdao.com

https://www.evernote.com/
http://www.wiz.cn/
http://note.youdao.com/


1. 印象笔记——EVERNOTE
网址：https://www.evernote.com

理念：“成为第二个大脑”

注册使用：免费版60M/月，可升级至1G/月



印象笔记账户类别及功能



本地端与网络端双向同步



主题分类与标签结合，强大的搜索



跨平台同步使用



它可以…
记录文字

记录网页

记录图片

记录声音

记录照片

记录附件



它可以…

随时记录

保持同步

告别遗忘



它可以…
用笔记本管理信息 用标签标示信息 用搜索查找信息



笔记所在的
笔记本

标示笔记的
标签

正文



它可以…
使用浏览器的增强功能帮助我们随时记录



它可以…



使用印象笔记
（1）利用“笔记本”和“标签”分门别类地对信
息进行组织



使用印象笔记
（2）充分利用跨平台的优势随时记录，Angthing；



使用印象笔记
（3）定期对笔记进行回顾、合并、整理；实现信
息转化为知识；



2. 为知笔记

为知（wiz）：笔记资料管理工具



（1）为知（WIZ）简介

Wiz中文名为“为知个人知识管理”，是著名PKM工
具网文快捕的开发商WizBrother的又一力作，但其理念
却完全不一样，Wiz比网文快捕更加富有Web2.0的收集
和分享的特性。

Wiz，源自英文wizard，意为奇才，也是wisdom(智
慧)的读音；其中文名“为知wéizhī”，源自《论语》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为“就是知
道”；也可读作wèizhī 暗喻一种求知的态度——为知、
为己、为人。



（2）为知的功能

知识管理主要包括四个环节：知识搜集、管理（存储和
处理）和分享、利用

Wiz定位于为个人知识全过程管理提供通用性一揽子解
决方案。

作为一个实用工具，覆盖前三个环节



为知笔记账户类别及功能



（3）知识搜集

为知笔记既可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也可
以保存来源于外界的知识。配合完善的电脑端、
手机端、平板端、网页版等多种版本，能够随时
随地，在不同场合收集、整理人们的知识、灵感、
记忆。

 电脑端信息收集可以通过新建笔记、保存网页、导入其他文档、
邮箱收集、分享群组信息、导入其他笔记管理软件的功能来实
现。

 手机端信息收集可以创建不同的笔记，如录音笔记、手指画笔
记等，更为丰富多彩。

 其他文档：其他重要的文档（譬如OfficeWord、Excel、
Powerpoint）等，可以直接轻松导入到笔记里。



（4）知识管理和存储
对Wiz笔记进行管理，主要包括对信息进行保存和分

类整理，以便于日后查找、使用和记忆。
 管理：为知提供了多级文件夹目录与多级标签，以及基于时间排
序及加星标、重要内容置顶等功能，使得用户可以多层次多维度
的管理自己的知识，便于用户使用。

 查找：为知笔记拥有强大的笔记全文检索功能，方便了用户对于
知识内容的查找。

 存储：引入网络云存储和云同步功能，本地资料能够实时上传云
端，使用同一账号，用户可以在其他电脑上完成资料的同步操作
（免费版试用期满后，云同步功能关闭）

 提供私有数据空间、基于SSL的安全传输、高强度数据加密等多种
安全策略保护私有数据，确保隐私安全



（5）知识分享

Wiz支持好友分享、微博、博客分享、群组
分享、邮件分享、外链分享，能够满足用户多种
分享自己知识的需要。

微博、博客分享：为知支持将文档、笔记直接发布
到博客与微博，方便用户公开分享自己的知识。
（大于140字的笔记内容，将重点发布为长微博）

群组分享：独有的群组功能，使用户可以建立或加
入群组共享群组信息。



（6）WIZ结构图



（7） WIZ管理器

软件的核心，管理文档及资料的重要工具



（8）便签

方便收集各种零散的信息



（9）日历

用于安排日程



（10）灵感搜集器

搜集零散的观点和想法



总结

不把信息当知识

不把收藏当学习

不把阅读当思考

不把存储当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