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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介  

XMind 8 是一款专业、跨平台的桌面端思维导图软件，帮助用户在工作和生活中整理思路、激发

灵感、管理项目等。XMind 8 目前有免费版和专业版（XMind 8 Pro），且支持在 Windows，Mac，

Linux 操作系统上使用。 

 

二、开始使用 XMind 8 

1. 如何下载安装 XMind 8 ？ 

Windows 版本 

1) 访问 XMind 8 下载地址：https://www.xmind.cn/download/xmind8 ； 

2) 点击 下载 Windows 版 即可下载 XMind 8 安装包（.exe）； 

3) 下载完成以后，双击运行 .exe 文件； 

 

4) 根据安装指引进行操作，点击 下一步； 

5) 阅读《XMind 许可授权协议》，点击 我同意协议 > 下一步，同意协议进入下一步； 

 

  

https://www.xmind.cn/download/xmin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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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 浏览 选择安装位置，点击 下一步；

 

7) 等待安装完成，点击 完成，即可启动 XMind 8 客户端。 

Mac 版本 

1) 访问 XMind 8 下载地址：https://www.xmind.cn/download/xmind8； 

2) 点击 下载 Mac 版； 

3) 开始下载； 

4) 双击运行下载的 .dmg 文件； 

https://www.xmind.cn/download/xmin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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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拖拽左侧的 XMind 到右侧 Applications 文件夹；

 

6) 安装完毕，点击访达，在 应用程序 中找到 XMind 图标双击启动。

 

 

 



                                                                                        
深圳市爱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4 
深圳市海信南方大厦 31 楼 

www.xmind.cn 

 

2. 如何激活 XMind 8 Pro 序列号？ 

成功获取序列号以后，您可以参照以下步骤激活序列号。 

1) 启动 XMind 8 客户端； 

2) 点击 帮助 > 序列号 打开激活页面；

 

3) 点击右下角 输入序列号；

 



                                                                                        
深圳市爱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5 
深圳市海信南方大厦 31 楼 

www.xmind.cn 

 

4) 将邮箱和序列号复制粘贴至对应的框内，然后点击 验证，即可激活序列号。

 

 

3. 如何修改 XMind 8的软件语言？ 

XMind 8 支持 11 种语言包，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丹麦语、韩语、日语、斯洛文尼亚

语、意大利语、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当您下载 XMind 8 的时候，会自动根据您的系统操作语言

自动选择 XMind 8 的安装语言。如果您使用的语言是 XMind 不支持的，软件语言默认使用英语。 

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中的 编辑 > 首选项（Mac： XMind > 偏好设置）打开首选项页面； 

2) 在 语言 选项中，选择您需要的语言，然后点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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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现在重启 即可立即修改 XMind 语言。

 

 

 

三、思维导图（Mind Map） 

1. 新建思维导图（Map） 

创建空白思维导图 

用户可创建一张空白的思维导图，自行设计思维导图的风格、结构、样式。 

使用方法： 

1) 启动 XMi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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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页面中间的 新建空白图（菜单栏 文件 > 新建空白图），即可创建一个空白的思维导

图。 

快捷键：Ctrl+Shift+N/Cmd+Shift+N

 

 

在新建中创建 

用户可选择现有的结构及风格，在此基础上新建思维导图。 

使用方法： 

1) 启动 XMind 8； 

2)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新建（Ctrl+N/Cm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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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需要的结构及主题风格，点击 新建 即可新建思维导图。

 

从模板中新建 

用户可从现有的模板库中，选择任意模板，新建思维导图。 

使用方法： 

1) 启动 XMi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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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新建； 

3) 选择任意模板，即可新建思维导图，然后在模板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思维导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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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思维导图（.xmind） 

打开 .xmind 文件 

1) 用户可以直接双击 .xmind 格式启动 XMind 8 打开文件，或者 右键 > 打开方式 中选择 

XMind 8 来打开。

 

2) 启动 XMind 8 客户端，点击文件 > 打开，选择目标文件直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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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最近打开过该文件，也可以在 文件 > 最近打开的 中打开近期编辑过的文件。

 

 

导入其他格式文件  

目前 XMind 8 支持导入 XMind 2008 工作簿、Microsoft Word、Mindjet MindManager、

FreeMind、OPML、Lighten、NovaMind 等多种文件形式。如果您的同事或朋友发给您以上格式

的文件， XMind 8 都支持导入。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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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导入; 

 

2) 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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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项需要导入的文件，点击 打开； 

4) 选择导入 当前工作簿的新图 或者 新工作簿 ，点击 完成。 

 

 

3. 格式（Format） 

思维导图结构 

XMind 有 8 款 16 种不同的结构供您选择使用。它们是：思维导图、平衡图（向下、顺时针、逆

时针平衡图）、组织结构图（向上和向下结构图）、树状图（向左和向右树状图）、逻辑图（向

右和向左逻辑图）、时间轴（水平和垂直时间轴）、鱼骨图（向右和向左鱼骨图）以及矩阵图

（行和列矩阵图）。不仅可以改变整个思维导图结构，还可以仅仅改变其中的一个分支。 

使用方法： 

更改整个思维导图结构： 

1) 选中中心主题； 

2) 点击菜单栏 窗口 > 属性，打开属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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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结构列表中选择您需要的结构。 

 

更改某个分支的结构： 

1) 选中需要修改结构的主题； 

2) 打开“格式”侧边栏； 

3) 在结构列表中选择需要的结构。 

注意： 

• 您可以在一张思维导图中使用多个结构，例如整张图是一个矩阵图，而一个分支为鱼骨图，另

一个是逻辑图等等。 

• 某个分支的根主题可以是分支主题，子主题或者某个分支主题。 

 

画布背景 

制作思维导图的时候，不同的内容加上不同的背景风格，可以更加深入体现出专业性，给人很好

印象。 

添加背景色： 

1) 新建/打开思维导图； 

2) 点击画布空白处，打开“格式”侧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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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 背景颜色 旁的小方块，选择自己想要的背景颜色即可完成背景色的添加。 

 

添加墙纸 

墙纸是一种背景图片，在 XMind 8 中可以用来表达某些特别含义或者让思维导图更具观赏性，可

以选择已有墙纸或者导入本地图片，墙纸的添加、更换、修改以及删除十分方便。 

使用方法： 

1) 新建/打开思维导图； 

2) 点击画布空白处，打开“格式”侧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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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选择墙纸…，然后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合适的墙纸即可为画布添加墙纸，或者点击 选

择本地图片…，在弹出的选择框中选取本地图片并完成添加。

 

 

 

调节墙纸透明度 

通过调节透明度可以将导图背景的图案调节的不那么浓烈或更加鲜明，透明度百分比越低则表示

背景越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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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者删除墙纸  

1) 点击画布空白处，打开“格式”侧边栏； 

2) 点击 选择墙纸… 右侧的“垃圾桶”图标，即可删除当前思维导图的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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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分支 

在 XMind 中，用户不仅可以逐一对每个主题的线条设置形状及颜色属性，还能够通过画布为所有

的的线条设置彩虹色，是您的思维导图更加美观。 

使用方法： 

1) 新建/打开思维导图； 

2) 点击画布空白处，打开“格式”侧边栏； 

3) 勾选彩虹色，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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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ind 信息卡 

信息卡可以更好的显示详细信息，在信息卡上，可以选择展示或者隐藏： 

• 标签 

• 备注 

• 超链接 

• 任务信息 

使用方法： 

1) 新建/打开思维导图； 

2) 点击画布空白处，打开“格式”侧边栏； 

3) 在 信息卡 中勾选需要显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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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纲视图（Outline） 

大纲视图是一个涵盖工作簿所有内容的树状视图，让您可以很快的了解当前图的大致内容，并且

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你的思维导图的逻辑。 

显示工作簿或当前画布 

在大纲中，可以选择显示整个工作簿或显示当前画布。 

• 显示工作簿：在大纲中显示当前工作簿的所有画布。 

• 显示当前画布：在大纲中仅显示当前画布的内容。

 

 

编辑大纲内容 

在大纲视图中，您可以从大纲视图中将任一主题拖至当前图中，该主题将被复制到当前导图中，

您也可以双击大纲中的主题可以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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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大纲 

在 XMind 8 中，您可以将导图大纲导出到 Text/PDF/Microsoft Word 格式。 

使用方法： 

1) 新建/打开思维导图； 

2) 打开“大纲”侧边栏，从大纲视图右侧下拉菜单选择 导出大纲；

 

3) 在对话框中选择导出内容 当前思维图 或 整个工作簿 及导出到 纯文本/PDF/Microsoft 

Word 格式； 

4) 点击 浏览 ，选择保存路径即可完成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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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导出之后可以选择打开导出的文件，或者在文件夹中显示或关闭文件。 

 

打印大纲 

1) 从大纲视图右侧下拉菜单选择 打印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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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页面设置 对话框中进行相应设置，点击 下一步;

 

3) 选择打印机，点击 打印。 

5. XMind模板（Template） 

XMind 8 自带了 26 种模板，您可以借鉴模版进行自己的思维导图创作。XMind 8 还允许并鼓励用

户创建属于自己的的思维导图模板。 

使用 XMind 8自带的模板 

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新建； 

2) 然后在模版选择框中，双击相应的模板，即可以该模板创建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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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己的思维导图模板 

用户可以将自己当前自己制作的思维导图保存为模板，以便下次直接应用。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制作一张思维导图； 

2) 完成思维导图以后，点击菜单栏选择 文件 > 另存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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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新模板命名，输入名字，点击 确定 ，即可保存模板。

 

* 保存后的模板将在 文件 > 新建 > 模板 > 用户 分类下。

 

 

导入模版到 XMind: 

XMind 8 Pro 支持导入及导出 XMind 资源包，用户可以与朋友、同事共享 XMind 思维导图模板。 

使用方法： 

1) 点击模板页面右上角的导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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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需要导入的模板（.xmt 文件），点击打开，即可导入思维导图模板。

 

3) 导入后的模板可以在 文件 > 新建 > 模板 > “用户”分类 下找到。 

 

管理模板 

用户可自行对模板库中的模板进行管理，如重命名、复制、删除。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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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模板”页面； 

2) 选中添加的模板，右键可以对模板进行重命名/复制/删除。 

* 注意：自带模板不能删除。

 

 

6. XMind画布（Sheet） 

每一个 XMind 文件都是一个工作簿，每个工作簿中可以有多张相互独立的画布，即独立的思维导

图，可以十分方便的创建及修改多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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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空白画布  

目前有三种新建空白画布的方法： 

方法 1：使用快捷键 Ctrl+T（Mac：Cmd+T）。 

方法 2：右击底部画布名称，选择新画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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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使用菜单命令 插入 > 新画布。 

 

从模板创建画布  

有两种方式可以从模板创建新画布： 

方法 1：在画布栏中选中任意画布，右键 > 从模板创建新画布 。 

:  

方法 2：点击菜单栏 插入 > 从模板创建新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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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主题创建新画布  

有多种方式可以创建新画布： 

方法 1：选中主题，使用快捷键 Ctrl+Alt+T（Mac：Cmd+Alt+T）。 

方法 2：选中主题，点击 插入 > 从主题创建新画布。 

 

方法 3：选中主题，右键 > 从主题创建新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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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用户可以通过生成的“C”、“M”图标，自由切换连接的画布。 

画布转工作簿 

一个工作簿包含多个画布，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只需要将其中的单个画布分享出去怎么办？

在 XMind 中，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将特需的单个画布剥离出来，保存为单独的一个工作

簿，再进行发送。 

使用方法： 

1) 打开目标画布所在的 XMind 文件； 

2) 切换至目标画布，鼠标右击软件下方的画布名称； 

3) 单击另存为，即可保存该画布为一个新的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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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画布  

1) 右键点击画布列表； 

2) 从上下文菜单，能够进行下列修改：  

• 重命名画布 

• 拷贝画布 

• 复制画布 

• 删除画布 

• 删除其他画布 

• 另存为… 

• 新画布 

• 从模板创建新画布 

• 彩色标签 

 

* 注意：工作簿中每张图都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各自设定不同的结构、属性、风格等。 每张图的

默认名称都是中心主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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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XMind 下钻和上钻 

XMind 上钻和下钻功能设计更加便利地专注于思维导图的某一个分支。当选择一个主题，并且下

钻时，这个主题及其子主题会出现在一个以其为中心主题的新图中，但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状

态。您可以通过上钻返回到原图，也可以将此状态的图另存为一个新的文件。 

下钻 

1) 选中一个主题； 

2) 使用以下方法进行下钻： 

a) 点击菜单栏 查看 > 下钻。 

  

b) 使用快捷键“F6”。 

c) 右键 > 下钻。  

 

* 点击下钻以后，会出现一个新页面，以所选的主题为中心主题，可以在这里进行所有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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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以导图“销售会议”为例，当对“示范”进行下钻操作后，该主题以及其子主题将暂时在一个新

页面中显示，屏蔽其他所有分支内容。 

 

下钻后的图 ： 

 

• 我们在下钻页面中进行的操作，将会同步到原图中，不影响使用，但是，在下钻页面中新

建的自由主题不会同步到原图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隐藏其他主题内容，聚焦在当前主题

分支。 

• 可以不断对主题内容进行下钻操作，一层层深入。 

• 当设计结束后，可以通过点击导图中的上钻按钮或者菜单栏中的 查看 > 上钻 返回至原导

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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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下钻状态下，点击“文件另存”为可以将下钻新图保存为独立的新文件。 

• 在甘特图中使用下钻功能时，甘特图仅会显示下钻部分的任务信息。

 

上钻 

方法 1：在菜单栏选择 查看 > 上钻。 

方法 2：点击中心主题上的上钻按钮 。  

 

• 当我们在下钻图中新建的自由主题时，返回原图后该主题上会显示“下钻”图标；若没有新

建自由主题则不会显示“下钻”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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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使用键盘快捷键 Shift+F6。 

 

* 面包屑 

下钻到子主题后，工具栏会显示面包屑导航，导航将显示现在所在位置，也可以通过点击导航上

的主题轻松返回中心主题。 

 

8. 合并思维导图 

合并图功能可以用来帮助您更快捷地管理信息，计划等等。 

使用方法（举例）： 

1) 打开 A 图和 B 图，并选中 A 图； 

 

2) 在菜单栏选择 工具 > 合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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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打开的合并图对话框中选择 B 图并点击 确定； 

 

4) 点击 确定 结束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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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效果： 

 

图合并基本原则 

• A 图和 B 图都必须已经打开，且在不同的工作簿。 

• 如果 A 和 B 同时存在一个主题具有下列属性：同一层级、名称一致、有同样的父主题，那

么这两个主题合并时将会被认为是一个主题。合并之后，A 中这个主题的子主题将会被 B

中的这个主题的子主题所替代。  

• 如果主题有不同的文本内容将被视为不同的主题，如果 Map B 上的主题在 Map A 上不存

在，将被拷贝到 Map A 相应父主题下。 

• 使用 Ctrl/Cmd+Z 可以直接撤销此次合并。 

 

9. 文件保护 

缩减文件大小 

当您的 XMind 文件太大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删除编辑历史或预览图，以缩减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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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缩减文件大小； 

2) 选择勾选 删除编辑历史 或 删除预览图； 

3) 点击 删减并保存。 

 

密码保护 

文件安全始终是最重要的。XMind 允许你为你的 XMind 文件设置密码。没有密码，任何人都没办

法打开你的文件（请注意保管密码，忘记密码将无法找回）。 

设置密码： 

1)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密码保护； 

2) 在 密码 中输入密码，在 确认 中再次输入密码； 

3) 点击 设置，即可为文件设置密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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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删除密码： 

1) 打开已设置密码的 XMind 文件； 

2) 点击菜单栏 文件 > 密码保护； 

3) 在 旧密码 中输入旧密码，在 新密码 中输入新密码； 

4) 点击 设置，即可修改密码。（不输入新密码，即为删除密码。） 

 

 

黑匣子 

XMind 8 会自动备份已保存到本地的文件，当出现文件无法打开或文件丢失的情况，用户可以使

用黑匣子功能找回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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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启动 XMind 8，新建空白思维导图； 

2) 点击菜单栏 窗口 > 黑匣子； 

3) 点击文件左侧箭头展开该文件的所有备份版本； 

4) 选择需要的版本，点击 打开此版本，或直接双击需要打开的版本，即可恢复该备份文

件。 

 

10. 查看与显示 

搜索 

XMind 8 Pro 支持在所有打开的 XMind 文件中，通过搜索关键字，查找并导航到目标信息。 



                                                                                        
深圳市爱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42 
深圳市海信南方大厦 31 楼 

www.xmind.cn 

 

 

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 窗口 > 搜索； 

2) 在搜索栏中输入关键字并勾选需要的选项； 

3) 点击 查找 ，即可搜索到相关目标信息； 

4) 双击目标信息，即可跳转到目标信息相应位置。 

 

高级过滤 

XMind 8 Pro 的高级过滤功能，通过从大项目中过滤图标或标签，思维导图的其余部分会变暗，

以便于你可专注于最重要的任务，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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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 窗口 > 高级过滤； 

2) 勾选相应属性，即可自动过滤出目标信息。 

 

11. 智能截图 

XMind 提供智能截图功能，让你与其他人分享整个思维导图或者导图的其中一部分。不管你的思

维导图有多大，你都可以轻松截取自己想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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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 工具 > 智能截图（F7）； 

2)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截图区； 

3) 被选中的区域会在屏幕上高亮显示，拖动截图区的边角选择点改变截图区域大小； 

4) 双击选择的区域，即可自动复制此区域并保存至指定保存路径（或点击截图区域右下角 

保存）。（保存的截图为 PNG 文件） 

 

 

四、主题（Topic） 

1. 主题类型 

XMind 8 中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题型式，分别是中心主题、分支主题、子主题和自由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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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心主题：中心主题是这张导图的核心，也是画布的中心，每一张思维导图有且仅有一个中

心主题。 

* 保存导图时，文件会默认以中心主题命名。新建导图即自动创建，不能被删去。 

2）分支主题：中心主题发散出来的第一级主题为分支主题，分支主题被用来记录与中心主题息

息相关的信息。 

3）子主题：分支主题发散出来的下一级主题为子主题，子主题可以有自己的子主题。 

4）自由主题：自由主题是独立存在的主题，可以作导图结构外的补充。自由主题拥有极大的自

由度和可玩性，可以用来创建花式导图。XMind 中，自由主题也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自由中心主

题和自由分支主题，便于用户根据需要选用。 

 

2. 编辑主题 

添加主题 

* 添加主题之前必须选中任意一个主题。 

方法 1：点击菜单栏 插入 > … 

• 主题 来添加分支主题或者与当前主题同级的主题。 

• 子主题 来添加当前主题的子主题。 

• 主题（之前）添加一个与当前主题同级但位置在其之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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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主题 来为当前主题添加一个父主题。 

• 自由中心主题 来创建一个与中心主题具有相同属性的自由主题。 

• 自由主题 来创建一个与分支主题具有相同属性的自由主题。 

 

方法 2：点击工具栏添加相对应的主题 

 

方法 3：使用快捷键的方式：  

• Enter：添加当前主题的同级主题。 

• Tab/Insert：添加当前主题的子主题。 

• Shift+Enter：添加一个与当前主题同级但位置在其之前的主题。 

• Ctrl+Enter：添加一个当前主题的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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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4：利用鼠标/触控板：  

选中主题，右键 > 插入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相应的主题。 

（双击导图的空白处可以添加自由主题。） 

 

 

编辑主题 

1) 编辑文字 

方法 1：点击主题，在菜单栏选择 修改 > 标题。 

方法 2：双击主题。 

方法 3：点击"F2"。 

方法 4：点击"空格键"。 

2) 删除主题 

方法 1：选中主题，在菜单选择编辑 > 删除。 

方法 2：右击主题，选择删除。 

方法 3：使用键盘 Delete 键。 

3) 设置主题的宽度 

a）双击主题，进入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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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拖动编辑框右侧的滑动条可以更改 XMind 主题的宽度。 

 

备注：主题宽度会根据文字的多少自动调整，但是如果想手动调整宽度，可以使用上述方

法。 

 

自由移动主题 

XMind 默认的主题按顺时针新建分支主题。 通过下列方式用户可自行调整主题的位置： 

1) 在新位置复制所选主题：按住 Ctrl 键（Mac：Alt），同时鼠标长按拖动主题； 

2) 移动所选主题至任意位置（不改变其他任何属性）：按住 Alt 键（Mac：Cmd)，同时鼠标

长按拖动主题； 

3) 移动所选主题至任何位置成为自由主题：按住 Shift 键，同时鼠标长按移动拖动主题。 

 

3. 主题属性 

1) 选中主题； 

2) 打开“格式”侧边栏； 

3) 在主题格式中，修改结构、我的样式、文字、外形边框、线条、编号等属性设置。 

结构 

该属性可以更改主题的视图结构，增长方向，包括树状图、鱼骨图、时间轴等。子主题可以结合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为其他的“结构”，即可以多个导图结构组合使用。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

的结构，所选结构会应用于当前主题及其子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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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样式 

其中现有的主题样式，用户可以直接点击使用。如果它的颜色，线宽不满意，您可以在“外形边

框”、“线条”这两个属性中再做修改。也点击“添加/编辑样式”，自己新建一个满意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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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您可以调整主题内文字的大小、字体、颜色、加粗、倾斜等属性格式。 

 

外形＆边框 

您可以更改主题框的形状以及填充颜色；选择主题边框的线条粗细。上面提到的主题样式，就可

以在这里再做调整。 

 

线条 

你可以调整主题间连接线的样式、粗细、颜色。至于线条渐细及渐变色效果要在画布格式视图中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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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编号 

可以给主题间添加上编号，理清主题的顺序，是个实用的小功能。点击三角键，在下拉框中选择

你想要的编号形式，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等。你也可以添加多级编号，将多级编号勾选上即

可。同时，您还可以设置分隔符，添加前后缀等。 

 

* 注意：选中的主题可以是除了中心主题外的任一主题，在中心主题属性中，是没有编号选项

的。 

 

4. 主题排列 

使用 XMind 8 可以对思维导图中中心主题以外的所有主题进行排列。 

使用方法： 

1) 选中需要进行排列的主题；  

2) 选择合适的排序方式： 

点击菜单栏 修改 > 排列自由主题 >左对齐/垂直居中/右对齐 或 上端对齐/水平居中/下端

对齐。 

点击菜单栏 修改 > 允许主题重叠，允许主题框进行排列。  

点击菜单栏 修改 > 平铺，让主题按照平铺方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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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栏 修改> 重新安排位置，主题框按照默认方式排列。  

 

命令含义如下：  

左对齐：所有选中的主题居左对齐。  

垂直居中：所有选中主题垂直居中对齐。 

右对齐：所有选中的主题居右对齐。  

上端对齐：所有选中主题上端对齐。  

水平居中：所有选中主题水平居中对齐。  

下端对齐：所有选中主题下端对齐。  

允许主题重叠：所有选中主题在移动过程中可以相互重叠。  

平铺：平铺当前图中所有重叠主题。  

重新安排位置：当前思维导图中的分支主题均回到默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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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题排序 

XMind 的主题排序功能够根据某个属性将所属同一层级的主题自动进行排序，帮助我们快速地找

到某个主题或某些主题。XMind 主题排序可以按照主题内容、优先级、修改时间来进行排序。 

 

使用方法： 

1) 选中任意主题，要对齐所有分支主题进行排序； 

2) 点击 修改 > 主题排序 > 按主题内容/按优先级/按修改时间，或右键 > 主题排序 > 按主题

内容/按优先级/按修改时间。 

 

6. 主题元素 

联系 

联系是思维导图上任意两个主题之间用于显示特殊关系的自定义连接线。你可以使用不同的形

状，颜色来表达特定的意思，或者直接在联系线上添加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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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画布工具栏中联系线图标 “ ”（Ctrl+L/Cmd+L），选中另一

个主题，即可插入联系线。 

2) 编辑：双击联系线即可在联系线上输入文字。 

3) 调整：选中联系线，拖动控制杆即可调节联系线方向。 

4) 样式：选中联系线，打开 格式侧边栏 “ ”（右键 > 格式），即可修改联系线样式。 

5) 删除：选中联系线，右键 > 删除（ 或使用键盘 Delete）。 

 

概要 

在思维导图中，概要用于为选中主题添加概要摘要。像其它主题一样，概要主题可以更改样式，

并添加自己的子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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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需要概括的主题，点击画布工具栏中概要图标“ ”（Ctrl+]/Cmd+]）。 

2) 编辑：双击概要即可输入文字。 

3) 调整：选中概要，上下拉动，即可调整概要范围。 

4) 样式：选中概要，打开 格式侧边栏  “ ”（右键 > 格式），即可修改概要样式。 

5) 删除：选中概要，右键 > 删除（ Delete）。 

 

外框 

外框是围绕主题的封闭区域。当你想强调某些内容，或告诉读者某些特殊概念，外框可以将这些

主题框在一起。我们也为外框提供多种样式。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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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插入：选中需框选的主题，点击画布工具栏中外框图标“ ”（Ctrl+B/Cmd+B）。 

2) 编辑：双击外框即可输入文字。 

3) 调整：选中外框，上下拉动，即可调整外框范围。 

4) 样式：选中外框，打开 格式侧边栏 “ ”（右键 > 格式），即可修改外框样式。 

5) 删除：选中外框，右键 > 删除（ Delete） 

 

标注 

标注是插入附加文本的好方法。在 XMind 中，标注不仅仅是一个形状，而且还是主题的一个附属

部分。你也可以给标注添加子主题。 

 

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标注（Alt+Enter/Option+Enter）。 

2) 编辑：双击标注，即可输入文字；选中标注，按 Tab 键，即可添加子主题。 

3) 样式：选中标注，打开 格式侧边栏  “ ”（右键 > 格式），即可修改标注样式。 

4) 删除：选中标注，右键 > 删除（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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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你可以在 XMind 文件中发送你的灵感给同事或朋友，问询他们的意见。在 XMind 中他们可以添加

评论，而无需直接进行直接的内容修改。 

 

 

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批注。 

2) 编辑：在文本框内输入批注内容，点击 保存，即可添加批注；右键点击已有的批注，即可

编辑、删除、替代该批注。 

3) 预览：将鼠标放在主题中的批注图标上，即可预览所有批注内容。 

4) 删除：选中批注，右键 > 删除，即可删除该主题的所有批注。 

*所有批注将显示在 “批注” 侧边栏 中。 

 

标签 

标签是附加在主题上的纯文本标签，通常用于简单的注释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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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标签，输入标签内容，点击画布空白处或 Enter 

键，即可插入标签。 

2) 编辑：点击“标签”图标，即可重新修改标签内容。 

3) 删除：右键 “标签”图标，选择 删除（或清除标签内容）。 

 

备注 

备注是用于注释主题的富文本。你可以轻松创建新备注和格式化现有备注。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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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备注（F4），输入备注内容。 

2) 编辑：点击“备注”图标，即可在“备注”侧边栏中修改备注内容。备注中支持修改文本样式

（字体、大小、颜色、加粗、斜体、下划线、删除线）、对齐方式、缩进方式、插入图片

及超链接。 

3) 删除：右键“备注”图标，选择 删除（或清除备注内容）。 

*所有备注将显示在 “备注” 侧边栏 中。 

 

图标 

图标广泛用于思维导图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用于表达特殊含义，如优先级，项目进度，风

险，感觉等。 

 

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图标”侧边栏，点击任意图标即可插入。 

（“任务优先级”图标快捷键：Ctrl/Cmd+1,2,3,……,6） 

2) 修改：点击相应图标，即可修改为同一分类中的其他图标。 

3) 移除：点击相应图标，点击 删除，即可移除该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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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在“图标”侧边栏中，点击右上角菜单 “ ”，即可选择 管理图标、导入图标、导出

图标。 

5) 显示图例：点击画布空白处，在“格式”侧边栏中，勾选 显示图例，将图例移动至画布任意

位置，双击图例中的任意图标，即可修改图标名称。 

 

剪贴画  

为了可视化你的想法，我们在 XMind 8 Pro 中加入了 109 个新设计以及分组的剪贴画。通过使用我

们全新的剪贴画，你可以做出更直观的思维导图。 

 

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打开“图片”侧边栏 > 剪贴画 ，点击任意剪贴画即可插入主题中。 

2) 调整：选中插入主题中的剪贴画，右键 > 格式，即可调整剪贴画大小。 

3) 管理：在“剪贴画”侧边栏中，点击右上角菜单 “ ”，即可选择 管理剪贴画、导入剪贴

画、导出剪贴画。 

4) 删除：选中插入主题中的剪贴画，右键 > 删除（或 Delete），即可删除剪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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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finder 

你也可以直接从 Iconfinder —— 世界上最大的图标库，搜索和拖动各种风格的超过 60,000 个图标

到思维导图。 

 

使用方法： 

1) 点击 “剪贴画”侧边栏 > Iconfinder， 在搜索框中用英文输入元素名称，如“phone”，点击“搜

索”图标（或 Enter）开始搜索（目前仅支持英文关键字搜索）； 

2) 选中图标，长按拖动至任意主题中，即可将图标插入主题中。 

3) 右键 > 删除（或 Delete），即可删除图标。 

 

超链接 

XMind 8 支持插入网页链接、文件链接及主题链接，点击即可直接跳转至相应的内容，便于在各

个画布、文件、网页之间快速跳转。 

 

网页链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超链接 > 网络（Ctrl+H/Cmd+H），填入或粘贴网站

地址，点击 确定，即可插入网页链接。（删除：右键超链接图标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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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链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超链接 > 文件，勾选 绝对路径/相对链接 > 选择文

件（文件夹）> 选择文件 > 确定，即可插入文件链接。（删除：右键超链接图标 >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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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路径：链接的文件路径绝对，任意一方更改位置则链接失效。 

* 相对链接：XMind 文件与链接文件的位置保持相对不便，任意一方更改位置则链接失效（例

如：XMind 文件与链接文件一开始同时保存在桌面，后将两个文件同时移动至 D 盘的 A 文件夹，

此情况下相对位置未发生变化，相对链接依旧有效；若只更改其中一个文件的位置，则链接失

效）。 

 

主题链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超链接 > 主题，选中同一画布或其他画布的任意一

个主题，点击 确定，即可插入主题链接。（删除：右键超链接图标 > 删除） 

* 注意：添加了主题链接的主题会显示“C/M/F”图标。（C: 中心主题，M: 分支主题，F: 自由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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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思维导图中可随意为主题添加附件，用于对该主题的内容的附加补充说明资料。 

 

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点击菜单栏 插入 > 附件 > 选择文件 > 打开，即可插入附件。 

2) 打开：点击附件图标，即可打开附件；右键点击附件图标，即可选择 附件另存为。 

3) 删除：右键点击附件图标 > 删除，即可删除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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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 

帮助你在会议，头脑风暴会议或其他活动中录音，以便于你无需打字就可以注释主题。 

 

使用方法： 

1) 插入：选中任意主题 > 插入 > 录音，开始录音，点击 停止 即可完成录音。 

2) 播放：点击录音图标“ ”，即可播放录音；右键录音图标“ ” > 录音另存为，即可保存录

音文件。 

3) 删除：右键录音图标“ ” > 删除录音，即可删除录音。 

 

五、高阶功能 

1. XMind 资源库 

我的样式 

样式是一个思维导图对象各种属性集合，可以被提取、保存及多次重复使用，我们可以应用及创

建主题、外框、联系和思维导图的样式。 

应用样式： 

1) 选择任一对象（主题、外框、联系或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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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 “格式”侧边栏  > 我的样式； 

3) 打开下拉栏，点击选择合适的样式即可应用至所选对象上。

 

编辑样式： 

1) 选择任一对象（主题、外框、联系或思维导图）； 

2) 打开 “格式”侧边栏“ > 我的样式 > 添加/编辑样式； 

3) 在左侧选中需编辑的样式，即可在右侧 属性 一栏中编辑该样式。 

4) 编辑完成以后，点击右下角 保存 ，即可保存样式。 

添加样式： 

1) 选择任一对象（主题、外框、联系或思维导图）； 

2) 打开 “格式”侧边栏“ > 我的样式 > 添加/编辑样式； 

3) 在左侧中点击「✚」即可新建自定义样式。 

删除/重命名样式： 

1) 选择任一对象（主题、外框、联系或思维导图）； 

2) 打开 “格式”侧边栏“ > 我的样式 > 添加/编辑样式； 

3) 选中需删除/重命名的样式，右键 > 删除/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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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样式： 

1) 在当前图中设计您自己（主题/外框/联系/思维导图）样式，例如主题颜色、形状、线条、

背景色等； 

2) 选中该主题，点击菜单栏 工具 > 提取样式； 

3) 即可自动提取该主题的样式并保存至“我的样式”，下次可直接应用该样式。 

拷贝/粘贴/重置样式： 

1) 选中主题，右键 > 拷贝样式； 

2) 选中另一个主题，右键 > 粘贴样式，即可将所拷贝的主题样式直接应用于其他主题。 

选中主题，右键 > 重置样式，即可将主题样式恢复至初始状态。 

 

思维导图风格 

在 XMind 中，风格涵盖了我们对一个思维导图的各种属性的设置，例如颜色、形状、线条类型和

其他协调性图形属性，可以很轻松的通过更改一个风格来改变其整个导图的样式，也可以自定义

风格，并保存下来后期使用，XMind 本身也提供了数十种设计精良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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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风格： 

1) 打开“风格”侧边栏（窗口 > 风格）； 

2) 选择合适的风格，双击即可应用该风格。 

设置默认风格：新建空白思维导图时，会自动应用默认风格。 

1) 打开“风格”侧边栏（窗口 > 风格）； 

2) 选择合适的风格，右键 > 设置为默认。 

提取风格：如果您希望保存当前思维导图的风格以便下次应用，可以使用提取风格的功能。 

1) 在当前画布中设计您的风格：颜色、形状、线条、背景色等等； 

2) 点击菜单栏 工具 > 提取风格； 

3) 在 属性栏 继续修改相应属性； 

4) 点击 保存 即可保存当前风格，下次创建画布可直接应用该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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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ind 资源管理器 

XMind 8 Pro 提供资源管理器，帮助用户整理 XMind 资源库，可添加及管理自定义剪贴画、图

标、风格、样式、模板。 

 

使用方法（以添加剪贴画为例）： 

1) 打开空白思维导图； 

2) 点击菜单栏 工具 > 资源管理器 > 剪贴画； 

3) 点击 添加组[Pro]； 

4) 为添加的组命名； 

5) 点击组名旁边的 Add [Pro]； 

6) 选择图片（JPG/JPEG/PNG/BMP/GIF），点击 打开 ，即可将图片添加至剪贴画。 

 

导入/导出 XMind 资源包 

我们可以将自定义的风格、模板、剪贴画及图标打包导出到 XRB 文件，并分享给其他人，或者在

不同的设备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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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XMind 资源包： 

1) 点击菜单栏 工具 > 导出 XMind 资源包； 

2) 勾选需要导出的自定义素材，如风格、模板、剪贴画、图标； 

3) 点击 下一步 > 浏览 > 选择导出路径 > 保存 > 完成。 

 

导入 XMind 资源包： 

1) 点击菜单栏 工具 > 导入 XMind 资源包； 

2) 点击 浏览 > 选择.xrb 文件 > 打开 >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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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被广泛应用于工作和生活中，常常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萌发一个创

意（Idea），是集中一组人同时思考某件事的一种方式。XMind Pro 依据头脑风暴的原则和步骤

设计了头脑风暴模式（Brainstorming Mode）这个功能。 

进入头脑风暴模式 

新建空白图或打开原有导图之后，可以通过下面的 3 种方法进入头脑风暴模式。头脑风暴模式是

一个全屏的编辑器，没有菜单和工具栏，以便减少干扰。 

使用方法： 

1) 点击菜单栏上的黄色灯泡图标 ； 

2) 使用快捷键 F8； 

3) 点击 查看 > 开始头脑风暴。 

 



                                                                                        
深圳市爱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72 
深圳市海信南方大厦 31 楼 

www.xmind.cn 

 

头脑风暴功能 

进入头脑风暴模式后，用户可以看到左侧的创意工厂窗口以及右上角的几个选项。下面会详细说

明。 

 

 

1）计时器（Timer） 

• 点击右上角的定时器设置，即可为会议设置时长。

 

• 点击“开始”后，计时器会开始倒计时并显示在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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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勾选了定时器设置窗口的左下角“嘀嗒”，软件会伴随有嘀嗒的提示音。 

* 鼠标移到倒计时器上，可以选择“取消/启用嘀嗒”，“开始/暂停”，“重置计时器”以及“关闭计时

器”。 

 

 

2）创意工厂（Idea Factory） 

创意工厂帮助用户快速输入迸发的灵感和创意，输入完成后可直接通过拖拽形成一张思维导图。 

• 进入头脑风暴模式时创意工厂会在左侧打开，视图可随意移动以及拖拽右侧边栏放大。 

• 点击右上角的灯泡图标，可随意打开或者关闭创意工厂。 

• 在输入栏可快速输入创意和点子，输入完成后按 Enter 键后会显示在创意工厂。 

• 右键输入后的创意，可选择“删除”。

 

 

• 为了更清晰的分类，用户可以给输入的创意分类，直接点击创意工厂右上角的“添加分组”

图标即可。双击组名可直接输入修改组名；右键组名或者点击组名右侧的倒三角形可以选

择删除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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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输入完成后可直接从创意工厂拖拽到右侧的导图。

 

 

3）白天/黑夜模式（Day/Night Mode） 

点击右上角的太阳/月亮图标可切换白天/黑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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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缩放比例 

拖动右上角的进度条图标可调整导图的显示比例。 

 

5）退出头脑风暴模式 

退出头脑风暴模式有中方法： 

方法 1：点击右上角的退出（X）图标； 

方法 2：使用快捷键 Esc 键退出.  

 

3. 任务信息 

XMind 8 Pro 支持任务信息以及甘特图的功能，方便用户可以管理项目。 

打开任务信息视图 

1) 点击右侧侧边栏最下端的任务信息图标； 

2) 在菜单了点击 窗口 > 任务信息。 

 

添加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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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主题后，用户可以在右侧的侧边栏给主题添加任务，包括任务负责人、任务优先级、开始/截

止日期、输入进程、设置检验点以及设置关联对象。 

 

* 想要删除所选主题的任务信息时，点击清除任务信息，当前主题下已编辑的任务信息内容即可

删除。 

 

显示任务信息 

若用户想要显示任务信息在主题下面，可以点击导图空白处后打开画布格式面板，在信息卡下面

勾选“显示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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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下方的背景颜色还可以修改任务信息显示的背景色。 

 

关联对象 

点击关联对象右侧的“加号”（+）按钮，可以为所选任务添加关联对象以及关联关系。给任务 A 添

加关联对象 B 时有 4 种关联关系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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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日期-至-开始日期，表明只有当任务 B 结束了任务 A 才能开始。 

• 开始日期-至-截止日期，表明只有当任务 B 开始了任务 A 才能结束。 

• 开始日期-至-开始日期，表明只有当任务 B 开始了任务 A 才能开始。 

• 截止日期-至-截止日期，表明只有当任务 B 结束了任务 A 才能结束。 

 

 

4. 甘特图 

任务信息功能通常是和甘特图功能搭配使用的。给主题添加任务信息后，任务信息会显示在甘特

图中。在甘特图里面也可以直接为主题添加任务信息。 

打开甘特图视图 

1) 点击菜单栏上的甘特图图标 可以快速打开甘特图视图； 

2) 点击任务信息视图下方的“显示甘特图”按钮打开甘特图视图； 

3) 在菜单栏点击 窗口 > 甘特图。 

 

添加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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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特图左侧可单击直接添加/编辑任务开始/截止日期，负责人，优先级以及进度。

 

 

• 甘特图左侧视图可点击左上角的倒三角形选择显示主题或者仅显示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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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后甘特图右侧会直接显示任务条。点击右下角的时间轴可以选择按小时、天、星期

几、周和月显示。

 

 

* 可直接拖动任务条修改任务起始/结束时间。 

* 拖动任务条两段端点可快速为任务添加关联对象。 

* 鼠标放在任务条上会显示任务信息。 

 

修改甘特图任务条颜色 

甘特图右侧任务条的颜色是根据主题添加的优先级图标决定的。用户可直接在甘特图左侧为主题

添加优先级即可。 

 

导出/打印甘特图 

点击甘特图右下角的导出图标 可以选择导出甘特图到以下文件格式及打印甘特图。 

• Project 

• PDF 

•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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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演示功能 

XMind Pro 支持 2 种演示模式：遍历模式和幻灯片演示。打开需要演示的思维导图后，用户可以

点击工具栏上的演示模式图标进入演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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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历模式 

点击工具栏“开始遍历模式”后，思维导图会以全屏的形式展现。选中主题会被高亮显示，且用户

可以使用鼠标/快捷键进行演示操作。 

 

 

1）开始演示 

右上角的工具栏依次是下一个、深入、调节亮度、缩放、显示/隐藏侧边栏、退出。用户可直接使

用快捷键。 

• Enter 切换到同级主题 

• Tab 切换到子主题 

• 上下左右箭头键进行主题之前的切换 

• Space 空格键按顺序切换主题 

点击右上角的第四个侧边栏图标，侧边栏会直接被打开。用户可以使用鼠标单击侧边栏选择需要

演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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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退出演示 

退出演示有以下 2 个选项。 

方法 1：点击演示模式下右上角的退出（X）图标； 

方法 2：按 Esc 键。 

 

幻灯片演示 

点击工具栏上的创建幻灯片演示后，用户可以直接创建幻灯片后演示，也可以导出创建的幻灯片

到 PPT 文件。 

1）创建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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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需要创建幻灯片演示的导图后，用户选中主题后可以点击加号（+）直接添加幻灯

片。

 

 

• 添加后的幻灯片会显示在导图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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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可以直接拖拽左侧的幻灯片调整位置。 

* 右键幻灯片可以选择删除创建的幻灯片。 

2）开始演示 

• 完成创建幻灯片后，用户可以点击“播放”按钮开始演示。

 

 

• 用户可以点击幻灯片右上角的 < 或者 > 进行幻灯片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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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Mind 同一思维导图支持创建多个演示文稿，点击幻灯片左侧的下拉箭头用户可以创建新

的演示文稿、重命名或者删除当前演示文稿。XMind 8 Pro 也支持导出幻灯片到 PPT 文件

格式。 

 

 

• 创建后的演示文稿会被保存到导图中。点击菜单栏的演示模式按钮即可快速查看已创建的

幻灯片。 

 

 

3）退出演示 

退出演示模式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方法 1：点击右上角的 退出（X）按钮； 

方法 2：按 Esc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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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件输出 

1. 保存到印象笔记 

XMind 支持保存思维导图到印象笔记。步骤如下： 

1) 打开需要保存到印象笔记的思维导图； 

2) 点击 文件 > 保存到印象笔记； 

3) 输入印象笔记账号密码登录;

 

4) 点击 授权（若有需要可以修改授权有效期）； 

5) 选择需要导出的内容以及笔记本后点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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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出 XMind文件 

XMind 推动了我们的生产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思维导图文件却不是一个通用格式。如果

与他人分享，需要将思维导图导出到其他格式，XMind 目前可以支持版支持多种文件格式的导

出，如 PDF、SVG、MS Excel/Word/PPT/Project、MindManager、HTML 等等。 

使用方法（以导出为 PDF 文件为例）： 

1) 从菜单选择 文件 > 导出 或者点击工具栏的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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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点击“导出”图标： 

 

2) 在导出对话框中选择所需要的文件类型，点击 下一步，进入导出设置对话框；

 

3) 对导出的内容进行设置，例如在预览对话框中设定选择页面大小，导出方向，是否收缩＆展

开图标等；选择导出文件的保存位置，点击 完成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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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导出为 Excel 文件）： 

1) 从菜单选择 文件 > 导出 或者点击工具栏的导出按钮； 

2) 在在导出对话框中选择 表格文件 > Microsoft Excel[Pro]，点击 下一步，进入导出设置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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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导出的内容进行设置，你可以设置 Excel 文件的布局及相关导图元素的隐藏（显示）；

 

• 合并单元格：合并单元格的布局，比较方便查看，不会显得很冗余。 

• 枢纽布局：属于一一对应的形式，如果需要逐条查阅，比较适合枢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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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纲：类似于思维导图中的大纲视图。 

• 除了这三种布局外，你还可以调整中心主题的行列位置，通过勾选中心主题位置选项；同

时，你还可以依据你的个人需求选择是否包含自由主题和任务信息。 

4) 点击 完成 即可。 

 

3. 打印思维导图 

打开创建的思维导图后，可以通过下面的步骤打印导图。 

1) 在菜单栏点击 文件 > 打印 或使用快捷键 Ctrl + P（Mac:  Cmd + P）； 

2) 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打印页面，可选择打印整个工作簿或当前思维大图； 

 

3) 点击 下一步； 

4) 点击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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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打印 

• 为了满足用户打印内容较多导图的需求，XMind 8 支持分页打印。在设置页面底部页面选

项可以选择“多页”。 

• 点击下方的“横屏”和“竖屏”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分页。预览效果会显示在打印设置页面

的左侧。调整好了分页后点击 下一步 > 打印 分页打印文件。

 

 

七、XMind快捷键 

快捷键，又称热键或组合键，指通过某些特定的按键、按键顺序或按键组合来完成一个操作。

XMind 8 设置有大量的快捷键，以提高用户在制作思维导图时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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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定义 XMind快捷键 

启动 XMind 8 之后，点击菜单栏 编辑 > 首选项 > 快捷键（macOS 系统请点击 XMind > 偏好设

置 > 快捷键，即可查看 XMind 8 的所有快捷键，在该页面下，您可以更改快捷键设置、解除快捷

键绑定，亦可以恢复默认值。 

 

 

2. XMind 8 快捷键大全 

XMind 8 的快捷键类型一共有六种，分别为：编辑 (Edit)、插入 (Insert)、文件 (File)、修改 

(Modify)、查看 (View) 以及工具 (Tool) 。下文会分别说明每种类型快捷键的功能，以及挑选在类

型中常用的快捷键进行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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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类型快捷键 

 

【编辑】类型快捷键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快捷键种类，旨在对思维导图进行基本编辑操作，其中包

括有我们所熟知的复制、粘贴等。 

1) 复制/粘贴 

快捷键：Ctrl+C/V (Win) 、Cmd+C/V (Mac)； 

用法：选定希望复制的目标节点或者内容，按下快捷键 Ctrl /Cmd +C 对其进行复制，点击目标位

置后按下快捷键 Ctrl /Cmd+V 进行粘贴； 

说明：复制和粘贴操作大部分时候都是绑定在一起进行的，在绝大部分的软件中都有该操作快捷

键的设置，组合按键以及用法几乎都是相同的，因此记忆起来毫无压力。该快捷键的使用，能大

量节省相同/相似内容的输入时间。 

2) 撤销 

快捷键：Ctrl+Z (Win) 、Cmd+Z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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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撤销是指取消上一步的操作，还原上一步之前的编辑状态。在编辑过程中输错字、误操作

是常有的事，撤销操作能降低出错带来的损失。不断按下撤销快捷键可以连续撤销。 

3) 查找和替换 

快捷键：Ctrl+F (Win) 、 Cmd+F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说明：XMind 8 将查找和替换功能合并在一起，小伙伴在想要查找/更改导图中某一文字内容时便

可用到。按下组合键 Ctrl /Cmd+ F 弹出搜索窗口，输入希望查找的文字，也可以选择将查找的文

字全部替换为想要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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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类型快捷键 

 

插入操作是为增加思维导图指示性的重要方法。在 XMind 8 中，可插入图片、联系、概括、优先

级、图标等元素，其快捷键也是囊括了大部分的插入操作。 

1) 插入图片 

快捷键：Ctrl + I (Win) 、Cmd + I (Mac)； 

用法：鼠标点击目标节点后，按键输入； 

说明：插入图片能大大提高思维导图的可读性，XMind 能在思维导图中插入的来自电脑文件中的

图片，也能插入星星、任务进度、笑脸、月份以及日期等小图标，有效丰富思维导图的视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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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牢牢抓住读者的视觉焦点。在鼠标选择目标节点后，按下组合键即可选择插入来自本地的文

件。 

2) 插入联系 

快捷键：Ctrl + L (Win) 、Cmd + L (Mac) ； 

用法：按下组合键后，依次点击起始节点和结束节点；或者点击起始节点后，再按下组合键，再

点击结束节点； 

说明：联系是思维导图中最常用到的功能之一，可以用它为节点增加相互关联的说明。 

3) 插入超链接 

快捷键：Shift+Ctrl+H (Win) 、Shift+Cmd+H (Mac)； 

用法：选择目标节点，再按下组合键； 

说明：节点中插入的超链接，点击后能直接唤起浏览器跳转到目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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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类型快捷键 

 

文件快捷键，指的是对目前文件整体的一个操作，常见的功能有保存、关闭、打开和新建等。 

1) 保存当前思维导图 

快捷键：Ctrl + S (Win) 、 Cmd + S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说明：养成经常按下 Cmd/Ctrl + S 的习惯，能减少意外情况下内容的丢失。XMind 8 为防止这种

情况，设有自动保存的功能，点击软件界面右下角的自动保存，选择开启，即能打开 XMind 8 的

自动保存。 

2) 新建画布 

快捷键：Ctrl + T (Win) 、Cmd + T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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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画布功能可让我们在同一工作簿文件下创建的不同思维导图，例如可在一次活动策划中，

为各个活动分支分别创建一张思维导图画布，让整个活动的细节更加一目了然。 

修改类型快捷键 

 

修改类型的快捷键与编辑类似，也带有插入的部分功能，常用的快捷键有编辑标签和编辑备注。 

1) 编辑标签 

快捷键：F3 (Win) 、fn+F3 (Mac)； 

用法：选择希望插入备注的节点，再按下组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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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里的编辑有插入（为节点增加备注）和编辑（修改现有备注）两层含义。为节点增加备

注能让自己在重温思维导图时快速找回当时的思维，避免漏掉闪光的创意点。 

2) 上移节点位置 

快捷键： alt + ↑(Win) 、 option + ↑(Mac)； 

用法：选择希望更改位置的节点，再按下组合键； 

说明：在绘制思维导图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要调整节点位置的情况。如果导图节点、分支很多，

用鼠标拖动节点调整位置有点麻烦和缓慢，掌握了上移/下移快捷键，就能快速移动节点的位置

啦。 

 

查看类型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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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快捷键主要应用于对思维导图的视觉审阅上，能开启查看某一分支的下钻模式，也能让每个

节点都被聚焦演示的遍历模式，还有脑洞大开的头脑风暴模式。 

1) 放大/缩小 

快捷键：Ctrl + =/- (Win)、Cmd + =/-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说明：放大和缩小视图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功能之一。放大以查看局部，缩小以查看整体。直接

用快捷键对思维导图进行放大/缩小要比用鼠标点击软件界面右下方更方便快捷。 

2) 头脑风暴模式 

快捷键：F8 (Win) 、fn + F8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说明： XMind 8 Pro 的头脑风暴模式能让你抓住思考过程中的每一个闪光点。按下 fn + F8 / F8 唤

起头脑风暴模式，记下不断迸发的好点子，再将它们加入到你的思维导图中。 

工具类型快捷键 

 

工具类快捷键比较少，包括截屏以及快捷键列表。 

1) 截屏 

快捷键：F7 (Win) 、fn + F7 (Mac)； 

用法：直接按键输入； 

说明：XMind 8 Pro 自带的截屏功能可让截取的视图直接保存为图片格式，省去调用其他软件以

及用系统自带的截图软件的麻烦，省心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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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联系我们 

1. 如何联系 XMind? 

如果在使用 XMind 8 的过程中需要帮助，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XMind 。 

 

支持中心 

点击菜单栏 帮助 > 帮助，可以跳转 XMind 的支持中心，使用支持中心中的搜索框，查找与您的

问题最相关的帮助文章。 

 

电子邮件 

技术支持团队 xmind-8@xmind.net 

销售团队 sales@xmind.net 

 

社交媒体 

在微博（搜索 XMind 思维导图）和微信公众号（搜索 xmindofficial）上关注我们，了解案例研

究，产品最新动态或与我们进行互动。 

 

2. 如何找到 XMind 8 的错误日志文件？ 

若您在使用 XMind 8 的过程中遇到未知错误，请发送错误提示截图以及错误日志文件到 xmind-

8@xmind.net. 步骤如下 

1) 从菜单栏点击 帮助 > 关于 XMind (Mac：XMind > 关于 XMind)； 

2) 点击窗口左下角的 安装细节； 

mailto:xmind-8@xmind.net
mailto:sales@xmind.net
https://weibo.com/p/1006062623940145/home?from=page_100606&mod=TAB&is_hot=1#plac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TAyNjkwMw==&mid=2247483865&idx=2&sn=40fe5473cbc38a080dc14a073671ba04
https://support.xmind.net/hc/zh-cn/articles/xmind-8@xmind.net
https://support.xmind.net/hc/zh-cn/articles/xmind-8@xmin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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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配置，然后选择查看错误日志； 

 

4) 保存并发送此错误日志到 xmind-8@xmind.net。 

mailto:xmind-8@xmin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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