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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on 是一款「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无缝整合的协作平台」。



The  background of Notion

数字笔记新可能

市面上的笔记应用早已不是雨后春笋，而是一片山林了。印象笔记、OneNote、有道云

笔记、为知笔记，以及 Bear 这样的后起之秀，几乎已经定义了数字笔记应有的样子。

可是你真的用着顺手吗?它们真的能成为你的「第二大脑」吗?

印象笔记: 仅有 2 层目录，难用的编辑功能，麻烦的分享；

OneNote: 复杂的格式（兼容 Word 等 Office 套件的格式），缓慢的同步，过度自由

的排版（对齐要靠感觉）；

Bear: 轻量但是功能又不够强大，对 Win、Android 支持的匮乏（笔记应用对多平台支

持还是蛮重要的）……



The  background of Notion

Notion概览

Notion 官网对它的定义是:

A unified & collaborative workspace for your

notes, wikis, and tasks.

一个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无缝整合的协作平台



Notion 是一款「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无缝整合的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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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otion.so/mobile https://www.notion.so/desktop



Notion 是一款「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无缝整合的协作平台」。



https://www.ypppt.com/

Personal Pro Plan对学生和教育者是免费的。只需注册你的学校电子邮件地址，你就
会立即获得这些功能。



Notion 是一款「将笔记、知识库和任务管理无缝整合的协作平台」。



强大的根基：类型丰富的 Block

Notion 的笔记内容是由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内容块（Block）组成的，文

字、列表、图片就是几种 Block。Block 是 Notion 中最基本的单位，

它实际上就是一块可以拖拽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有很多种类型（目前共

有 63 种），不同类型的 Block 有不同的功能和表现形式。正是这些丰

富的 Block 奠定了它强大的基础。

https://www.ypppt.com/



Page（笔记）

在 Notion 中，笔记被称为「Page」。右边那张大图就是一个 Page。

Notion 中的 Page 很灵活，可以在 Page 中的任意位置（如某个列表的

条目下）添加子 Page，子 Page 中还可再添加 Page，可以无限层级地

添加下去，所以 Page 其实也是文件夹。Notion 中没有「文件夹」或

「笔记本」的概念，Page 既扮演了笔记的角色，又扮演了文件夹的角色。

https://www.ypppt.com/



多种List

Notion中目前有四种列表:

无序列表（Bulleted List）:每个条目前是小圆点

数字列表（Numbered List）:每个条目前是数字

待办列表（To-do List）:每个条目前是可以打钩的方框

可收起展开的列表（Toggle List）:每个条目前是个小三角形

所有的列表都有层级关系，也就是说，任意一个列表项都可以有子项，

而且也是无限层级。

https://www.ypppt.com/



嵌入单元

文档: 使用 Embed 这种 Block，可以在 Page 中嵌入文档（PDF / Word 

/ Excel 等均可），并且文档可以直接在当前 Page 中查看，而不需要

另外打开一个窗口或者用别的软件查看。

文件: 使用 File Block，可以把文件上传到 Page 中，任意格式的文件

均可。

网页: 同样使用 Embed Block，可以在该 Page 中直接查看网页的内容，

就像放入了一个无边框的浏览器一样。

书签: 使用Web Bookmark Block，向该 Block 提供一个网页链接后，

Notion 会去帮你爬取到网页的标题、摘要和题图，以一个区块的方式呈

现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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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有权访问该 Page 的其它用户（权限由 Page 的所有者设

定），可以在 Page 的任意位置、为任何 Block 发表评论，

这对于团队协作是很方便的。

https://www.ypppt.com/



Notion支持laTeX格式公式

Notion支持laTeX格式公式，对于理科生，可以很方便地插

入行间公式

https://www.ypppt.com/



灵便的布局和重组：随意拖拽 自由排列

在 Notion 中，每一个 Block 都是可以拖拽的，鼠标抓住 Block 左上

方的那个加号 + 即可拖拽 Block；或者选中多个 Block 以后一起拖。

还可以将当前 Page 下的 Block 拖拽到目录里的任意 Page 中，或者把

目录中的某个 Page 拖到当前 Page 中成为一个子 Page。

Notion 的布局很灵活，Block 不但可以上下排列，还可以左右并排，可

以通过拖拽两个 Block 之前的中隔线调整他们的比例。但是又不像 One 

Note 那种完全随意的摆放，Block 必须放在另一个上/下/左/右中的一

个位置。这其实是栅格布局，在保证灵活性的同时，又不至于太乱。

https://www.ypppt.com/



灵便的布局和重组：随意拖拽 自由排列

在 Notion 中，每一个 Block 都是可以拖拽的，鼠标抓住

Block 左上方的那个加号 + 即可拖拽 Block；或者选中多

个 Block 以后一起拖。

还可以将当前 Page 下的 Block 拖拽到目录里的任意 Page 

中，或者把目录中的某个 Page 拖到当前 Page 中成为一个

子 Page。

Notion 的布局很灵活，Block 不但可以上下排列，还可以

左右并排，可以通过拖拽两个 Block 之前的中隔线调整他

们的比例。但是又不像 One Note 那种完全随意的摆放，

Block 必须放在另一个上/下/左/右中的一个位置。这其实

是栅格布局，在保证灵活性的同时，又不至于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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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能的数据库

https://www.ypppt.com/

Notion的数据库是他与其他笔记的最大区别之一

除了默认的表格视图，日历视图以及时间线视图都可以

派上用场。



https://www.ypppt.com/

Notion没有保存键你再也不需要每隔十分钟就按一次

Ctrl/Command+S，因为对于Notion来说，用户的每一次操

作都很重要。

云端实时同步



用notion重新管理你的人生



兴趣爱好杂，
需要并行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
要管理？

因为做事方向不定，在很多
领域不能深入

解决一些常见问题没有固定
方案，一直在重复造轮子

由于想法太多，经常躺下后
思维依然活跃，长期失眠

随着年龄增长，需要承担的责
任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多



人生待办

https://www.ypppt.com/

要想从时间维度实现「人生 - 年 - 季 - 月 - 日」的

上下贯通，在 Notion 里就必须统一源头。所以首先创

建了一个「人生待办」数据库。



人生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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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时间维度实现「人生 - 年 - 季 - 月 - 日」的

上下贯通，在 Notion 里就必须统一源头。所以首先创

建了一个「人生待办」数据库。



人生待办

https://www.ypppt.com/

对于一个待办事项，首先有一些基础字段：

类型 - 目标：需要拆分为多个计划才能实现，是相对抽象笼统的事情。- 计划：可拆分到的最小单元，描述必须是某个具体可执行的

动作，比如「梳理征文灵感」「列出征文大纲」。

八大方面 每件事总可以被划分到具体的某一类。

优先级 以前做事存在一个矛盾点：又想做这件事，又没有分配给它时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究其原因，还是事情太多，互相冲突，

时间被挤占。因此具体到某个分类下还得横向比较继续划分，在这里按照「紧急 > 重要 > 一般」顺序进行分级，并用颜色视觉化。

完成状态 在一件事的完整周期里，从开始到结束分别对应着「待处理」「进行中」「已暂停」「已完成」「未完成」等不同状态。

时段 支撑一件事完成的两个客观资源就是时间和精力，精力难以被量化，但是时间可以，通过梳理自己的作息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 日常：指睡眠、健身、玩手机之类的日常起居活动

- 工作日：周一至周五白天和晚上的整块时间，主要用来完成工作事业

- 周六、周日：周末两天用来进行社交娱乐、卫生清洁、兴趣爱好、整理归档等比较放松的任务

计划年、季、月、周

一般情况下，一件待办事项产生时同时伴随着计划时间，依次从上至下进行选择。



人生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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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有大有小，「目标」和「计划」之间就有父子关系。

在下方的内容部分放了一张「人生待办」数据库自身的

连接数据库（Linked Database），新建「父任务」关联

字段，并使用过滤器（Filter）关联到当前任务。这样，

通过模板新建一个「目标」类型的待办事项，就会自动

关联出当前任务下的子任务表——每增加一个事项都是

当前目标的子任务。当然，下面的子任务类型除了是最

小单元的「计划」也可以是「目标」，以此类推，向下

层层拆分。



人生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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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进，「人生待办」里的数据会越来越多。

由于每条数据都有多个属性字段，分类维度也很多，不

可能每次都进来这里进行管理。还记得之前的十四板块

吗？以「开发」板块为例。在「开发」板块的页面中，

建立一个「人生待办」的连接数据库（Linked 

Database）。使用过滤器（Filter）将开发有关的事项

筛选出来，同时也对状态字段进行「待处理」筛选。这

样，每次想到一个开发相关的待办事项，直接在这里自

动新增为「开发」方面下的一个待办项。同时还可以再

次追加视图，调整过滤器，直接展开查看所有开发相关

事项。



年度计划

https://www.ypppt.com/

我们可以按照年度计划对自己该年度的安排进行提前规

划，随后在月度计划以及周度计划进行细分



年度计划

https://www.ypppt.com/

我们可以按照年度计划对自己该年度的安排进行提前规

划，随后在月度计划以及周度计划进行细分



My Reading Workflow



我把我的阅读工作流，分为了五步
信息源->稍后阅读->划线批注->临时笔记->永久笔记（知识库）



文章

文章是我日常读的最多的阅读材料，我会从新闻网站、公众号、blogger 或是朋友推荐的文章中筛选出我感兴趣的文章

进行阅读。

书籍

书籍相较于文章，内容更加系统。想要系统地学习一个领域，离不开阅读书籍。

阅读非虚构类的书籍时，我追求的是高效阅读和记录，会优先选择电子书，便于记笔记和存档

动态

除了文章与书籍，即刻/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上，还有许多 KOC/KOL 的动态也值得一读。

动态的篇幅或许非常短，却是作者思想的浓缩，且实时性更高。关注认可的社交媒体账号，可以了解到他们正在关注的

领域，思考的问题。





真正开始阅读之后，大多数人面临的困境都不是应该读哪些书，而是想读的东西太多了，怎么也读不

完，文章和动态亦是如此。

我们的注意力和时间有限，想读的又太多，永远也无法读完。因此，将发现内容和消费内容两个步骤

分开，非常重要。也就是「稍后阅读」(read it later)。在看到想读的内容时，先收藏起来，稍后

在阅读。

收藏夹谬误

但稍后阅读非常容易陷入「收藏家谬误」（收藏=我读过了），Read It Later 就变成了 Read It

Never。

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看看你的微信收藏夹和浮窗里，有多少收藏了但还没读的文章呢？

很多人在收藏时，并不是真的想读。往往是因为内容字数太多，自己当下无法处理完。所以先收藏起

来。此时，收藏的动作其实是一种逃避，而不是真正的收藏。

克服收藏家谬误，我总结出来的方法是只收藏真正有用的内容。



利用cubox作为稍后阅读的中转站





利用cubox作为稍后阅读的中转站。他的主要功能是

「收藏」，快速地收藏链接、文字、图片、文件等。

相较于国外的 Pocket、Instapaper、Raindrop.io

等服务，Cubox 胜在本土化，更加符合我们的使用习

惯。

例如 Cubox 的微信收藏助手服务，在微信中查看公

众号消息时，看到一篇曹政老师的文章，只需要转发

到 Cubox 微信收藏助手，在转发时加上「#元宇宙」

就可以自动将文章收藏到 Cubox 中，标签功能也满

足了我对内容进行标记的需求。



在阅读的过程中，批注是很自然的事，

从学生时代用荧光笔划考试重点开始，

在阅读的过程中划线和批注，已经成为

一种习惯。阅读时，我会在重点以及有

力量的句子下划线；自己的见解、共鸣、

不解和想法批注在书本的内容上。

Hypothesis 可以对几乎所有的网页和

pdf 文件进行划线与批注，并且支持

API 导出，可以和其他的软件完美适配，

是我工作流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04 临时笔记

我在阅读时会记录临时笔记，在

阅读完一篇文章或是书的一个篇

章后，用自己的话将作者论述的

过程记录下来，简单描述论据，

把知识写进一张知识卡片里。

工具：flomo



永久笔记

「我们的大脑擅长思考，却并不擅

长记忆。而知识库擅长的便是存储

和记忆。」

创造一个知识库，其实是大脑的延

伸。让大脑和知识库都做自己更擅

长的事，大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用

于思考，知识库帮助大脑更好地存

储和记忆，使用知识库帮助你更好

地学习。





如果你听到了这里，一定会有不少质疑，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搞这么复杂，不累么？

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把 Notion 用复杂，而是生活本身就很复杂，人只要活着就很累。那些一辈

子只做一件事的工匠，也得处理复杂的资料和关系，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罢了。如果只停留于

表面简单所带来的惰性满足，不用思考和行动去探究其本质，可能任何事都无法深入。Notion 

里的复杂是为了让现实世界不再复杂。

而复杂与简单，可能从来不是一对反义词。简单的外表下往往有着复杂的设计和体系；而复杂

的体系由简单的理念所驱动。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大道至简。



联系方式：sparklingdeng@wh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