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笔记高级账户（14天）

步骤1：微信扫一扫二维码

步骤2：关注微信“我的印象笔记”公众号

步骤3：绑定个人印象笔记账号

步骤4：登录网页版，兑换印象分

兑换教程在此

https://list.yinxiang.com/xiaobaixiulian/80f21ea1-3c8d-40b1-a678-c4e18a09a87d.php


印象笔记使用进阶
运用情境与管理技巧
李显辉 shining@xmu.edu.cn



知识工作者每天处理大量的信息



资料信息分散

资料整合困难

资料不便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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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协作共享低效



我们需要更高效的知识管理工具



资料信息分散1

支持保存所有格式文件



一条典型的笔记范例

复选框

文本

附件

音频

超链接

表格

图片



收集 — 扫描纸质文件



收集 — 保存名片，集中管理
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3MjE3ODc2.html?spm=a2hzp.8253869.0.0


收集 — 课程或会议的录音



复选框与提醒功能—快速创建待办事项清单与时间管理

1. 工作、学习与生活当中的灵活运用
2. 可结合笔记的闹钟提醒功能，变身为时间管理利器



强大的圈点功能—标注图片与PDF文档

1. 印象笔记·圈点可以在图片或PDF上最直观地表达想法。在手机上使用印象笔
记·圈点，快速凸显重点，添加想法，轻松分享

2. 你可以添加文字、箭头、方框、图章和各种图形，还可以打马赛克、裁剪和用荧光
笔涂鸦



强大的笔记模板功能上线！

1. 将模板库内置于笔记编辑器中，新建笔记即可一键进入模板库，随时调取常用模板
编辑使用。

2. 全新模板库：包括工作效率、生活出行、团队协作、学生必备、GTD 5大分类，针
对各种用户使用情境

3. 简介

https://www.yinxiang.com/blog/blog/2019/03/06/introducing_templates/


支持新建Markdown笔记！

1. Markdown 是一种轻量级且易使用的标记语言，通过对标题、正文、加粗、链接等
主要文本格式的预设编码，帮用户在写作中有效避免频繁的格式调整，沉浸于写作
本身。

2. 前提：掌握Markdown轻量级的编辑语法。



支持新建Markdown笔记！



运用情境一：建立个人知识库——自主学习的开始

1. 根据学习主题创建不同笔记本
2. 收集资料存入主题笔记本
3. 添加相关笔记、截图、文字笔记、各类附件文件
4. 定期回顾，归纳整理，添加标签，重新组织



运用情境二：个人记录课堂笔记

1. 上课时通过拍照、手机录音方式创建课堂笔记

2. 下课后整理拍照手写笔记

3. 保存课程相关资料和课件

4. 整理笔记，提炼要点，添加标签

5. 康奈尔笔记法



运用情境三：备战考研，目标清晰可规划

1. 创建考研笔记本组，每门科
目单独创建笔记本

2. 创建与考研信息相关笔记

本，保存如何报名、考试信

息等

3. 记录收集的相关知识点，再
整理到对应笔记本

4. 制作复习清单，重点要点一
目了然

5. 每天设置时间提醒，坚持每
天打卡



运用情境四：管理文献

1. 笔记标题命名成规范引用格式
2. 笔记打上研究方向、主题、作者等标签
3. 整理保存重要文献的PDF，不仅可以实时预览，高级账号还可以搜索PDF全文
4. 轻松快捷地保存在线PDF文档（现场演示）
5. 读文献时用圈点做笔记
6. 边读边整理记录摘要、启发、问题
7. 通过不同方式搜索找到相关文献



运用情境五：策划旅游
1.查询旅游路线、收集旅游攻略

2.制作旅行物品清单

3.重要证件做拍照备忘

4.临行检查核对备忘录

5.离线保存笔记本

6.随手整理旅行日记



资料零散整合困难2

海量第三方应用支持保存到印象笔记



收集 — 保存网页内容【剪藏】



收集 — 保存微信内容@我的印象笔记



收集 — 电子书阅读器Kindle的读书笔记

1.方法一，推荐第三方神器Clippings.io
2.方法二，发送标注的内容到印象笔记私有邮箱



收集 — iPad上多看APP的读书笔记

摘录图书片段信息，一键发送到印象笔记



收集 — Xmind制作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软件Xmind在传统的使用功能上又添加了连接印象笔记功能，可以
将导图以不同的形式保存到其中，更是显得人性化



更多第三方应用

支持同步保存到印象笔记



还有关联神器——ifttt
https://ifttt.com/evernote



保存项目资料在一处



文件夹云盘

编辑 需要第三方编辑器打开编辑 全平台实时编辑

搜索 文件名文字

全局搜索
（文字，图片，PDF，Word, Excel,

PPT）

收集 图片，附件，视频，录音

图片，附件，视频，录音
文字，名片，邮件，网页，微信

第三方应用



资料不便查找3

支持图片OCR，附件搜索，及智能相关推荐



图片OCR

搜索图片内文字
印刷体，手写



附件搜索

搜索附件内文字
Word，Excel
PDF，PPT



印象笔记高级搜索语法

1. 印象笔记的搜索功能非常强大。它看起来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搜索区

域，但它的高级搜索语法允许你通过笔记的创建日期、所含媒体类型（音

频、图片等）、甚至它们被创建的地点来搜索它们。

2. 详细搜索语法指南

https://help.yinxiang.com/hc/zh-cn/articles/208313828-%E5%A6%82%E4%BD%95%E4%BD%BF%E7%94%A8%E5%8D%B0%E8%B1%A1%E7%AC%94%E8%AE%B0%E9%AB%98%E7%BA%A7%E6%90%9C%E7%B4%A2%E8%AF%AD%E6%B3%95


Google Baidu 搜索，显示相关笔记



随时随地使用4

手机电脑全平台编辑同步



随时随地编辑



唯一几乎全平台的同步写作





协作共享低效5

共享笔记及笔记本，发布到团队知识库



【工作群聊】共享笔记和笔记本



企业动态摘要



企业主页联系人



演示模式：团队协作如虎添翼

1. 演示模式能够以简单而精美的模式展示你的想法，将所需资料收集为一条或多条笔记，一键即

可开启精美的演示模式

2. 目前适用于Windows桌面版、Mac、iPhone、iPad 和iPod Touch



运用情境六：实验室团队协作

1.团队笔记本 （内部知识库和信息公告板）
2.实验室物品清单
3.操作规范
4.实验进度汇报单
5.团队资料互通共享
6.成功案例：剑桥大学塞恩斯伯里实验室



运用情境七：管理社团资料
大学社团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更新换代较快导致的传承不力，以及资料的混乱

1.创建团队管理笔记本，共享笔记本给核心社团成员

2.社团管理者制定工作计划，分配工作任务

3.社团成员定期记录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心得

4.分享各自发现的好资料，不断积淀社团核心知识库

5.新进成员可以通过对相关笔记内容阅读快速融入



运用情境八：策划活动，协调行动

活动资料收集、整合；策划方案共享；进度同步行动协作；资料沉淀与存储



运用情境九：高效会议

1.整理相关议题共享给参会者
2.会议笔记命名：时间-地点-会议主题
3.会议过程录音
4.会议内容记录：主要观点、讨论、结论
5.整理会议纪要分享
6.在线会议：工作群聊
7.利用会议记录模板

https://list.yinxiang.com/moban/17f0bcc3-b296-4a10-8421-2105e40e575e.php

https://list.yinxiang.com/moban/17f0bcc3-b296-4a10-8421-2105e40e575e.php


资料信息安全6

本地存储与云同步加上历史版本恢复
防止数据丢失、个人数据隐私安全



安全—本地备份与云同步两手抓

安装PC端移动设备客户端或APP



安全—历史版本访问与恢复（仅限高级用户）



安全—开启账号两步验证

1. 两步验证为你的帐户增加一层额外保护。无论何时登录到任何印象笔记应用，都需要输
入你的帐户密码和验证码。你将通过移动设备获取验证码，目的在于增强账户安全性

2. 如何开启印象笔记两步验证功能
3. 路径：网页版-账户设置（右上角）-基本设置-开启两步验证

https://help.evernote.com/hc/sr-me/articles/213420077--%E5%A6%82%E4%BD%95%E5%BC%80%E5%90%AF%E5%8D%B0%E8%B1%A1%E7%AC%94%E8%AE%B0%E7%99%BB%E5%BD%95%E4%B8%A4%E6%AD%A5%E9%AA%8C%E8%AF%81-


安全—加密笔记内容

印象笔记可以在电脑客户端加密笔记中的文字信息，在手机客户端和网页版目前只可
以解密查看

PC端
★第一步，打开需要加密文本的笔记，右键选择【加密所选文本...】
★第二步，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密码。务必记住这个密码，如果忘记了密码，加密
内容将永远无法打开。印象笔记不会为您存储加密文本的密码。建议在下面的提示框
内设置密码提示口令

移动客户端
可以使用密码锁功能，印象笔记不会为您存储该密码，请您务必牢记该密码

iOS：设置>通用设置>密码锁定

Android: 设置>帐户信息>设置密码锁定



安全—开启密码锁

密码锁是为了更好的保证笔记安全，可以在印象笔记客户端的选项-密码锁中设置开
启。在满足一定的条件后将客户端锁上，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解开客户端继续使用。



资料的分类与管理



首要问题 —摆脱传统的主题分类旧思维！

为什么？

1. 分得太细、藏得太深，还不利于搜索

2. 很多笔记在属性上无法满足主题分类需要，特别是跨主题的资料

【 案例 】：剪藏一篇关于互联网商业模式演进历程的精彩文章，该放到

“历史”、“经济”还是“互联网”笔记本？



如何有效分类与管理？

个人建议

1. 淡化层级管理：尽量减少笔记本数量，淡化笔记本概念，用标签串起整

个知识结构，或结合标签来做主题分类管理

2. 用强大的搜索代替整理，最好的整理是不整理

3. 笔记本的设置要有行动的意义！采取行动趋向





纵向：放弃主题分类，采取行动趋向

简单而言，就是之所以建立某个笔记本（文件夹），是因为这个分类可以指引我的行动

★思路：規劃出「素材」－「行动」－「封存」三個流程
笔记本一展开，呈现的是我的行动内容，可以指引我、提示我该怎么做



横向：高效运用标签

标签（Tag）是一种多维度的分类方法（从内容到形式），具有平面化、个性化的特征

【 案例 】以咖啡为例，我会把收集到的关于咖啡的笔记统一打上“coffee”的标

签，然后放在资料存储的文件夹里，当我需要调出所有关于咖啡的内容时，只需在搜

索框打上“tag:coffee”即可，这和传统的点击多次二级或三级目录寻找到关于

coffee的笔记哪个效率更高呢？



关于标签的几个建议

如果你选择使用标签来管理笔记，个人提几个建议：

1. 能不用标签的时候坚决不用，记住，优化笔记标题的关键字有时候比标签更好用！

2. 不建议每个笔记都加标签，当标签越来越多的时候，要学会使用搜索功能结合起来

用

切忌为了标签而标签！



关于标签的几个建议

尝试做到以下四点：

1. 建立自己的一套标签规则，前缀最好有“#、@、!、=”这样的符号，当你对某条

笔记记加标签时，敲入上述符号时，笔记工具都会有一定的联想功能，便于对笔记做

标记

2.学会删除无用的标签，这个年代，会删除的人往往活得比较幸福，你懂了吗？



关于标签的几个建议

3. 尽量不用标签，对笔记搜索进行SEO优化

• 标题优化，标题上体现出笔记的核心要义

• 内容优化， 一个#号简单的把关键词圈出来

当一条笔记在标题和内容上有了适当的关键词，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加上标签呢？

标签要精炼而有体系！



巧用笔记内链

利用内链功能，形成笔记内的某种“内环”，将笔记内容串联起来

• 在笔记列表中右键点击笔记，并选择复制笔记内部链接。链接将复制到剪贴板中，你

可以粘贴到另一条笔记里

• 该功能网页端与客户端均可用





总结

用一句话做个总结：最好的整理就是“不整理”

• 无论哪款笔记工具，你需要的只是在需要时候随时能找到它们

• 笔记本定义了笔记的位置，标签定下了笔记的基调和主题，而搜索，则打通这一切，

实现信息与你之间的最大匹配





推荐关注

•印象笔记官方博客

•印象笔记帮助文档

•印象笔记微信公众号：yxbj100

•印象笔记官方微博：印象笔记

•印象笔记清单：https://list.yinxiang.com/qingdan

•印象笔记模板：https://list.yinxiang.com/moban

•知乎“Evernote&印象笔记” 专题：

•https://www.zhihu.com/topic/19557303

•https://www.zhihu.com/topic/19703613

http://blog.yinxiang.com/
https://help.yinxiang.com/hc/zh-cn/?
https://list.yinxiang.com/qingdan/
https://list.yinxiang.com/moban
https://www.zhihu.com/topic/19557303
https://www.zhihu.com/topic/19703613


Thank  you！

李显辉 shining@xmu.edu.cn



意见反馈

• 请扫描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