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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知识管理是什么

个人知识管理个人知识管理

PKMPKM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个人知识管理

•• 一种理念一种理念

•• 一种方法一种方法

•• 一种能力一种能力

•• 一组工具一组工具

–集中体现为对各类信息的检索、评估、收集、分析、整合、应用、分
享等能力。

–选择合适的知识管理工具，建立个人知识库，搭建并完善个性化知识
系统架构，将收集到的数据有效储存，需要时可快速索取/调用。 



为什么需要PKM工具

•• 古老的知识管理工具古老的知识管理工具
–大脑

–纸和笔

•• 现在呢？现在呢？
–知识爆炸、信息碎片化的时代

–无所不在的信息焦虑

–丰富的信息获取途径和多样的信息形式

–不停切换的终端

–无论学习、生活、研究、工作都需要积累、处理大量资料

–整理强迫症

–……



信息爆炸信息碎片化信息过载信息强迫信息焦虑



信息过滤与知识管理工具

•• 帮我们筛选、个性化、保存、整理、记忆、同步知识和资源帮我们筛选、个性化、保存、整理、记忆、同步知识和资源

•• 构思构思//整理整理//提纲过程：提纲过程：思维导图工具思维导图工具

•• 资料广泛搜集积累资料广泛搜集积累过程过程：：云笔记软件云笔记软件/RSS/RSS聚合聚合//文献管理软件文献管理软件

•• 阅读：阅读：纸书纸书//电子书电子书/RSS/RSS阅读器阅读器//阅读类阅读类AppApp

•• 文献检索过程：文献检索过程：检索工具检索工具//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数据库数据库

•• 文献整理过程：文献整理过程：文献管理软件文献管理软件//笔记软件笔记软件//文件管理工具文件管理工具//数据分析数据分析
工具工具

•• 写作：写作：文献管理软件的写作工具文献管理软件的写作工具//英文写作辅助工具英文写作辅助工具//数据可视化工数据可视化工
具具

•• 云服务：云服务：同步工具同步工具//在线软件在线软件//网盘网盘



信息过滤

•• 精英过滤（规范信息精英过滤（规范信息//文献）文献）
– SCI/SSCI/CSSCI、人大复印资料

•• 友邻过滤（碎片信息）友邻过滤（碎片信息）
–微博、微信、Twitter、Facebook、Google+

•• 个性化定制个性化定制-RSS-RSS
–关键词、主题定制

–信息源定制



RSS-杀手级应用

•• RSS(Really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Simple Syndication，简易信息聚合，简易信息聚合) ) 是基于是基于XMLXML技术的因技术的因
特网内容发布和集成技术。特网内容发布和集成技术。RSSRSS服务能直接将最新的信息即时主动服务能直接将最新的信息即时主动
推送到用户端。推送到用户端。

•• 对用户来说，对用户来说，RSSRSS是一种订阅机制，就像订报纸、杂志。可以通过是一种订阅机制，就像订报纸、杂志。可以通过
这种机制，订阅喜欢的内容，例如：新闻、这种机制，订阅喜欢的内容，例如：新闻、BlogBlog、论坛帖子等。、论坛帖子等。



RSS-信息过滤/聚合工具



RSS可以做什么？

•• 订阅订阅BlogBlog、微博、播客等、微博、播客等

•• 订阅新闻订阅新闻

•• 订阅论坛订阅论坛

•• 订阅报刊和连载订阅报刊和连载

•• 订阅感兴趣的订阅感兴趣的TagTag

•• 定制数据库检索快讯定制数据库检索快讯

•• …………



RSS可以为学术研究做什么？

•• 订阅相关学者订阅相关学者//专家专家//专题专题//门户的博客门户的博客//播客播客//微博微博

•• 订阅相关专业新闻订阅相关专业新闻

•• 订阅相关学术期刊订阅相关学术期刊

•• 订阅图书馆新书通报订阅图书馆新书通报

•• 定制相关数据库检索快讯定制相关数据库检索快讯

•• 追踪文献的引用情况追踪文献的引用情况

•• 打造一个私人知识库打造一个私人知识库



RSS阅读器/聚合器

•• 下载安装或者在线注册一个下载安装或者在线注册一个RSSRSS阅读器阅读器

•• 选择一种方式添加频道，如选择一种方式添加频道，如
–从网站提供的RSS目录列表中订阅感兴趣的频道

–鼠标右击发现的RSS图标，复制快捷方式，手动添加频道

–导入打包好的RSS源，通常是一个opml文件

•• 随时打开阅读器，畅读订阅频道的最新内容随时打开阅读器，畅读订阅频道的最新内容



RSS阅读器

•• 常用在线阅读器常用在线阅读器
–Google Reader http://www.google.com/reader （永远怀念）

–Feedly http://www.feedly.com （基本功能同GR，速度无法保证）

–抓虾 www.zhuaxia.com （曾经很厉害）

–鲜果 www.xianguo.com （支持墙外Feed，支持类GR的快捷键）

–有道 http://reader.youdao.com （依托网易，不支持墙外Feed ）

– InoReader https://www.inoreader.com/ （支持墙外Feed，速度尚可，推荐）

–豆瓣九点 http://9.douban.com/reader/ （文青的选择 ）

•• 移动端移动端
– Reader，feedly，Inoreader|鲜果联播，newsify，Zaker，Flipboard 

•• 离线阅读器离线阅读器
– FeedDemon，RSSOwl



在线阅读器使用样例-“有道”

频道列表，可按性
质建立不同文件
夹整理各种订阅。

频道列表，可按性
质建立不同文件
夹整理各种订阅。

条目阅读条目阅读

对任一条目均可进行收藏、添加个性
标签、分享等操作。

对任一条目均可进行收藏、添加个性
标签、分享等操作。



在线阅读器使用样例-Feedly



手机阅读apps



苏大图书馆RSS推送

•• 新闻公告新闻公告

•• 数据库更新数据库更新

•• 新书通报新书通报

•• 主题定制主题定制

•• 读者信息定制读者信息定制（（登录登录‘‘我的图书馆我的图书馆’’））
–超期提醒

–预约到书提醒

–即将到期提醒



订阅图书馆新闻公告

点击即可复制地址，
然后添加到阅读器

点击即可复制地址，
然后添加到阅读器



订阅馆藏书目新书通报-OPAC

选择关注的学科、文献类型等选择关注的学科、文献类型等

右键点击该图标，复制快捷方
式或链接，添加到阅读器

右键点击该图标，复制快捷方
式或链接，添加到阅读器



订阅馆藏书目新书通报-OPAC

查看订阅的专题新书查看订阅的专题新书

点此进入OPAC点此进入OPAC



主题定制



定制RSS学术信息

•• 订阅学术博客订阅学术博客//学术论坛学术论坛

•• 定制专题新闻资讯定制专题新闻资讯
– 百度新闻定制 http://www.baidu.com/search/rss.html 
– Google快讯（邮箱定制） 

– IFTTT https://ifttt.com 

•• 利用各数据库提供的个性化定制利用各数据库提供的个性化定制
– 订阅期刊

– 定制检索快讯

– 追踪文献引用情况

– ……



订阅学术博客-样例



订阅国内外电子期刊

•• 中文数据库中文数据库
– CNKI（中国期刊网）

–万方数据资源中心（中心网站）

•• 外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
– SCI/Ebsco/Elsevier/EI/OVID online

– PQDD文摘库/Wiley/Springer



订阅国内期刊举例-CNKI

http://epub.cnki.net/kns/oldnavi/n_list.aspx?NaviID=1&Field=cykm$%

中国知网中心网站--期刊大全

右键点击“RSS订阅”，
复制快捷方式或链接



订阅国外期刊举例-Elsevier

点击定制点击定制



定制检索快讯举例-Elsevier

任一检索结果页面均提供
该检索式的RSS定制

任一检索结果页面均提供
该检索式的RSS定制



追踪文献引用举例 -万方中心网站

找到要追踪的文献，点击详
细信息页面“引证文献”右

侧的RSS图标

找到要追踪的文献，点击详
细信息页面“引证文献”右

侧的RSS图标



各种订阅



如何让RSS阅读器成为个人知识库

•• 保存一切订阅的内容保存一切订阅的内容

•• 充分利用文件夹分类充分利用文件夹分类管理信息源管理信息源

•• 将每日必读频道单独分类将每日必读频道单独分类

•• 利用星标（收藏利用星标（收藏/Favorite/Favorite）、标签（）、标签（TagTag）管理每一条有价值的资）管理每一条有价值的资
料料

•• 利用利用PocketPocket等稍后阅读工具同步较长文章，充分利用碎片时间阅读等稍后阅读工具同步较长文章，充分利用碎片时间阅读

•• 定期整理定期整理//清理信息源清理信息源

•• 更多请参考：更多请参考：利用利用RSSRSS定制学术信息定制学术信息
http://202.195.136.28/app_cust/rss/Rss%20in%20scholar.pdfhttp://202.195.136.28/app_cust/rss/Rss%20in%20scholar.pdf  



网易云阅读：打通RSS订阅和微信号订阅

•• http://yuedu.163.com/http://yuedu.163.com/

•• 其其““资讯资讯””频道可以导入之前频道可以导入之前““有道阅读有道阅读””的订阅，可以添加的订阅，可以添加RSSRSS
源，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公开课等等，条目可以分享源，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公开课等等，条目可以分享
、收藏、加入云笔记、评论，但是没有、收藏、加入云笔记、评论，但是没有tagtag功能。功能。



网易云阅读：打通RSS订阅和微信号订阅



云笔记软件—碎片信息、即时灵感收集大杀器

•• 随时随地记录、自动汇集一处；随时随地记录、自动汇集一处；

•• 跨平台多设备云同步；跨平台多设备云同步；

•• 支持录音、照片、文字、涂鸦、网址、网页、邮件、各种格式文支持录音、照片、文字、涂鸦、网址、网页、邮件、各种格式文
件件…………

•• 支持共享、协同工作支持共享、协同工作

•• 优秀的笔记软件优秀的笔记软件
– Evernote/印象笔记 https://www.evernote.com 
– Wiz为知笔记 http://www.wiz.cn 



情景举例-课堂笔记

•• 时间安排时间安排//日历日历

•• 灵感、散碎笔记灵感、散碎笔记

•• 讲课录音讲课录音

•• 板书板书//幻灯片拍照幻灯片拍照

•• 涂鸦涂鸦

•• 课后作业课后作业//附件附件

•• …………



情景举例-笔记同步



笔记软件-无所不记

“写笔记时只管记，用笔记时只须搜”

•• EvernoteEvernote可收集：可收集：
–各种笔记

–各种文章和各种格式资料

–每天日记、任务、行程安排、地图、旅行资料、邮件、名片、微博、
微信

–照片、图片（高级账号可自动识别、搜索照片中的文字）

–录音。手机上Evernote 的录音功能非常方便，做会议记录或语音日记
很赞。

–……



笔记软件-无所不记

印象笔记中的任意一条笔记，都可以放入多种不同的类型的文件。



笔记软件-网页保存-浏览器右键菜单



网页内容保存：
印象笔记“剪藏”插件用法
网页内容保存：
印象笔记“剪藏”插件用法



笔记软件-充分利用笔记本和标签进行分类管理



笔记软件-搜索增强

•• ChromeChrome中，关联账号之后，在中，关联账号之后，在GoogleGoogle中搜索时，会同时显示你的中搜索时，会同时显示你的EvernoteEvernote
笔记中的相关内容。笔记中的相关内容。



笔记软件-微信助手

微博中可利用 @我的印象笔记 收藏一条微博

关注“我的印象笔记”微信号，关联账户

点击即可收藏
微信文章



笔记软件-共享

•• 我的共享笔记本（一些参考资料）：我的共享笔记本（一些参考资料）：
https://www.evernote.com/pub/greyrosy/greyrosysharehttps://www.evernote.com/pub/greyrosy/greyrosyshare  

•• 善用佳软共享笔记本：善用佳软共享笔记本：https://www.evernote.com/pub/xbeta/pub1https://www.evernote.com/pub/xbeta/pub1  

•• 强悍的兔子共享笔记本：（强悍的兔子共享笔记本：（Evernote Evernote 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https://www.evernote.com/pub/muhongwei/evernoteusehttps://www.evernote.com/pub/muhongwei/evernoteuse  



笔记软件-共享笔记本



如何利用笔记软件进行个人知识管理

•• 选定一款云笔记软件（以印象笔记为例）选定一款云笔记软件（以印象笔记为例）
– 在常用各个平台上安装印象笔记，比如电脑(PC或者笔记本）、网页浏览器插
件（如Chrome）、手机App、微信等。记住你的印象笔记私有邮箱，重要邮件
统统可以发到这里，可以直接保存到印象笔记。

– 印象笔记官方网站的入门指南 http://www.yinxiang.com/contact/support/ 

•• 原始积累越方便越好原始积累越方便越好
– 明确目标，养成收集习惯，掌握软件在各个平台使用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快捷
方式）

•• 知识管理的核心在于不断地整理知识管理的核心在于不断地整理
– 通过目录+标签，定期整理，建议每天或每周花上一定时间把当天收集的内容
进行一步整理：
1、调整到合适的分类和标签；建立笔记之间的链接
2、“自底向上”地分类，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个人分类树

•• 定期把某一个类型的资料进行汇总，最好写成文章，可通过共享笔记、博定期把某一个类型的资料进行汇总，最好写成文章，可通过共享笔记、博
客、豆瓣、知乎、简书等发表或分享客、豆瓣、知乎、简书等发表或分享



举个栗子-网友印象笔记应用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232993 



再举个栗子-网友Wiz笔记应用

Via @jiashuai85Via @jiashuai85

知识整理

工作总结



参考文献管理

各种文献



文献管理软件：科研论文助手

•• 能直接连接数据库、网络进行检索，并从数据库中将数据下载到本地并建立个人数能直接连接数据库、网络进行检索，并从数据库中将数据下载到本地并建立个人数
据库，可自动去重据库，可自动去重

•• 可以按课题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做笔记，并对笔记进行整理可以按课题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做笔记，并对笔记进行整理

•• 可以非常方便地管理文献信息，包括文摘、全文、笔记、以及其它的附件材料等，可以非常方便地管理文献信息，包括文摘、全文、笔记、以及其它的附件材料等，
检索功能大大方便我们查找所需要文献、图片、表格，多数软件还具备一定的分析检索功能大大方便我们查找所需要文献、图片、表格，多数软件还具备一定的分析
功能功能

•• 可将不同课题的数据库与工作小组成员共享可将不同课题的数据库与工作小组成员共享

•• 撰写论文时，可以撰写论文时，可以““边写边引用边写边引用””，随时通过，随时通过WordWord插件调阅、检索相关文献，并插件调阅、检索相关文献，并
将引用的文献自动按照期刊要求的格式插入参考文献处将引用的文献自动按照期刊要求的格式插入参考文献处

•• 可按拟投稿期刊要求自动调整引文格式可按拟投稿期刊要求自动调整引文格式



文献管理软件：文献导出



常用文献管理软件

•• EndNote EndNote （汤森路透旗下（汤森路透旗下，，收费收费  ））
–校园网内有Web of Knowlege带的Web版可用，管理外文文献最佳

•• NoteExpress NoteExpress （国产，收费，教育网半价（国产，收费，教育网半价））
–老牌，精品，技术支持做得很好

•• NoteFirst NoteFirst （国产，收费）（国产，收费）
–倡导协作、共享，基本功能免费，高级功能需购买

•• JabRef JabRef （开源，免费）（开源，免费）
–跨平台，使用 BibTeX 格式

•• Mendeley Mendeley （免费，最近人气很高）（免费，最近人气很高）
–云端1GB，跨平台，对PDF支持很好

•• CNKI E-learningCNKI E-learning（中国知网学习工具，不妨一试）（中国知网学习工具，不妨一试）



常用文献管理软件-EndNote Web



常用文献管理软件-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Mendely

在Word中边写边引用 支持PDF文件中做笔记、标注



文献管理软件-Mendely-手机端



    

E-learning学习软件（CNKI工具，免费使用，与CNKI资源整合度好）



    

•• 系统通过将文献库中的学习资料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理清知识脉络；系统通过将文献库中的学习资料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理清知识脉络；

•• 多种途径导入文献，多种途径导入文献，  EndNoteEndNote、、NoteExpressNoteExpress、、  CAJCAJ、、PDFPDF

•• 互联网文献收藏互联网文献收藏

E-learningE-learning学习软件学习软件

特点一：一站式阅读和管理



    
2015-5-212015-5-21

11、新建学习单元，分类管理、新建学习单元，分类管理

文献文献
22、添加本地计算机、添加本地计算机CAJCAJ、、
PDFPDF、、docdoc等文件等文件

33、从、从CNKICNKI中心网站及中心网站及
EndNoteEndNote、、NoteExpressNoteExpress等等
文献管理器导入题录。文献管理器导入题录。

E-learningE-learning学习软件学习软件



    
2015-5-212015-5-21

互联网文献收藏互联网文献收藏

E-learningE-learning学习软件学习软件



    

2015-5-212015-5-21

特点二：文献检索和批量下载



    
2015-5-212015-5-21

特点三：深入研读

支持对学习过程中的划词检索和标注，支持对学习过程中的划词检索和标注，
包括检索工具书、检索文献、词组翻译包括检索工具书、检索文献、词组翻译
、检索定义、、检索定义、Google ScholarGoogle Scholar检索等检索等
；支持将两篇文献在同一个窗口内进行；支持将两篇文献在同一个窗口内进行
对比研读对比研读



    
2015-5-212015-5-21

特点四：笔记管理



    
2015-5-212015-5-21

导出所有笔记导出所有笔记



    

2015-5-212015-5-21

安装安装E-LearningE-Learning程序后，程序后，wordword会自动安装引文加载项，会自动安装引文加载项，在撰写论文时，可以通过加载项自动生成参考文献。在撰写论文时，可以通过加载项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特点五：文献写作和排版



    
6666

提供期刊写作模板提供期刊写作模板
不断追加投稿模板，让写文章有规范可循不断追加投稿模板，让写文章有规范可循



    
2015-5-21201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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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六：在线投稿（谨慎使用）



思维管理：思维导图工具

•• Mind MapMind Map，思维导图，又称心智图、脑图等，是英国托尼，思维导图，又称心智图、脑图等，是英国托尼··博赞博赞
19701970年代提出的一种辅助思考工具年代提出的一种辅助思考工具

•• 一种利用图像式思考辅助工具来表达思维的工具一种利用图像式思考辅助工具来表达思维的工具

•• 一张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的语义网络或认知体系图像一张集中了所有相关信息的语义网络或认知体系图像

•• 用于思考、记忆、脑力激荡、发散思维用于思考、记忆、脑力激荡、发散思维



思维导图示例



思维导图示例



思维导图软件

•• 帮助我们将想法和灵感以清晰的思维导图形式呈现和记录下来帮助我们将想法和灵感以清晰的思维导图形式呈现和记录下来

•• 好用的思维导图软件好用的思维导图软件
– FreeMind/FreePlane 免费，简便，跨平台

– XMind  开源，免费 http://www.xmind.net/  

– Mindjet MindManager 付费，功能强大 http://www.mindmapper.com/  

– imindmap 手绘是特色



数据备份：云存储&云同步



备份的重要性



数据备份/同步：利用网盘

•• DropboxDropbox（我在用，私人文档同步用，高大上，安全性好，（我在用，私人文档同步用，高大上，安全性好，butbut部分功能被墙）部分功能被墙）
www.dropbox.comwww.dropbox.com  

– 跨平台客户端同步；Web版访问；文件历史；协同工作；…

•• 金山快盘（我在用，工作文档同步用，速度尚可）金山快盘（我在用，工作文档同步用，速度尚可）www.kuaipan.cnwww.kuaipan.cn  
– 跨平台客户端同步；Web版访问；文件共享；…

•• 百度云网盘（我在用，分享大型文件专用）百度云网盘（我在用，分享大型文件专用）  pan.baidu.compan.baidu.com
– 容量够大；跨平台客户端同步；无限外链；…

•• Google DriveGoogle Drive（我在用，与（我在用，与GmailGmail、、GoogleDocGoogleDoc配合，很好很强大，可能被墙）配合，很好很强大，可能被墙）

•• iCloud iCloud （我在用，苹果云，苹果设备同步用）（我在用，苹果云，苹果设备同步用）

•• 其他：其他：360360云盘云盘//腾讯微云腾讯微云//纳米盘纳米盘/115/115网盘网盘…………

•• 网盘搜索工具：网盘搜索工具：
– 网盘快搜http://www.kuaisou.me/|PanSou盘搜http://www.pansou.com/|找文件

http://www.zhaofile.com/ ……



数据可视化

•• Data VisualizationData Visualization：给数据穿上美丽的外衣：给数据穿上美丽的外衣

•• 数据可视化的方向数据可视化的方向
– 信息展示：将丰富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从中提炼出最具意义的信息，以
多样的、有趣的形式展现，供人们参考，引发思考

– 数据挖掘：从庞大的数据中，通过计算机图形学进行可视化的分析，从中得
出某种联系，提炼出重要信息

•• 可视化工具可视化工具
– Creately （http://creately.com/ ) 

– Gunn Map 2（http://lert.co.nz/map/ ）

– Wordle（http://www.wordle.net/ ）

– Gliffy（http://www.gliffy.com/ ）

– ……

参考：http://www.alibuybuy.com/posts/63079.html 
http://oedb.org/ilibrarian/9-data-visualization-tools-for-librarians-and-educators/ 



数据可视化工具

•• WordleWordle（（http://www.wordle.net/http://www.wordle.net/））
– 标签云/文字云/words cloud 快速生成；在线应用；免费

参考：10 Data Visualization Tools for Librarians and Educators
http://oedb.org/ilibrarian/9-data-visualization-tools-for-librarians-and-educators/ 



数据可视化工具

•• GliffyGliffy（（http://www.gliffy.com/http://www.gliffy.com/））
– 提供N多模板，快速生成专业级图表；免费5张图

参考：10 Data Visualization Tools for Librarians and Educators
http://oedb.org/ilibrarian/9-data-visualization-tools-for-librarians-and-educators/ 



数据可视化举例

•• 全球语言地图全球语言地图  http://language.media.mit.edu/visualizations/bookshttp://language.media.mit.edu/visualizations/books  



个人藏书管理工具

•• LibraryThing LibraryThing http://www.librarything.com/http://www.librarything.com/  

•• aNobi aNobi http://www.anobii.com/http://www.anobii.com/  

•• 豆瓣读书豆瓣读书



文件管理/搜索工具

•• Everything Everything http://xbeta.info/everything-search-tool.htmhttp://xbeta.info/everything-search-tool.htm  



值得注意的应用

•• IFTTTIFTTT
– 目前可以联接174种网络应用 https://ifttt.com/channels 

– 让互联网为你工作/可编程的互联网

– 例子：



小结

个人知识管理的29个原则
http://vanidea.com/blog/post/307.html 



PKM兵器谱：举个栗子

@@月光博客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列表：月光博客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列表：

http://www.williamlong.info/upload/3388_1.jpghttp://www.williamlong.info/upload/3388_1.jpg  



PKM-再举个栗子

•• 主要工具：笔记本（主要工具：笔记本（Mac AirMac Air））+ipad3+ipad3＋＋iphone5iphone5（（iosios系统）＋三星系统）＋三星Note2Note2（安卓系统）（安卓系统）

•• 规划、思考和大计划：规划、思考和大计划：MindManagerMindManager（结构化思考）（结构化思考）+Personal Brain+Personal Brain（有益于全局思考）（有益于全局思考）

•• 阅读：阅读：KindleKindle、豆瓣阅读、福昕阅读器（、豆瓣阅读、福昕阅读器（ipadipad）、网易云阅读）、网易云阅读

•• 资料收集和整理：印象笔记（盛放碎片化资料）资料收集和整理：印象笔记（盛放碎片化资料）++微云（或百度云盘）微云（或百度云盘）

•• GTDGTD：：GoogleGoogle日历日历+Chrome+Chrome浏览器插件浏览器插件ToDoListToDoList

•• 关系管理：印象笔记关系管理：印象笔记++文件夹（核心朋友单独设立文件夹）＋微信文件夹（核心朋友单独设立文件夹）＋微信

•• 邮件管理：邮件管理：Gmail+QMailGmail+QMail（个人邮件）（个人邮件）

•• 即时通讯：微信即时通讯：微信+QQ+QQ（现在用得较少）（现在用得较少）

•• 运动记录：运动记录：JawboneJawbone＋＋MovesMoves＋足迹（国外用）＋足迹（国外用）

•• 记录、总结和分享：博客记录、总结和分享：博客++新浪微博新浪微博++豆瓣＋微信公众号＋网易云阅读＋知乎专栏豆瓣＋微信公众号＋网易云阅读＋知乎专栏

•• 写作：写作：ScrivenerScrivener

•• 旅行：飞常准、百度地图（国内）、旅行：飞常准、百度地图（国内）、GoogleGoogle地图（国外）、地图（国外）、bookingbooking（订房）、印象笔记（存（订房）、印象笔记（存
放旅行资料）放旅行资料）  

————萧秋水：我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套餐萧秋水：我的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套餐  http://www.douban.com/note/353241371/http://www.douban.com/note/353241371/  



结语

莫把信息当作知识，莫把收藏当作学习。莫把信息当作知识，莫把收藏当作学习。

莫把阅读当作思考，莫把储存当作掌握。莫把阅读当作思考，莫把储存当作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