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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自文档由“资源管理器增强功能”、“AB 面浏览器”和“慧自文档

新增的文档类型”三个部分组成。目前慧自文档新增的文档类型有“慧

自树状表格文档、慧自 Excel 表单”两种文档类型。 

 



1 界面 

从上到下由：标题栏、窗格栏和底栏 三部分构成 

从左到右由：文件夹窗格、慧自列表窗格和 AB 面浏览器窗格 三部分构成 

 

 

1.1 标题栏 

 

 



 

1.2 文件夹窗格 

 

文件夹窗格中显示的内容，和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显示的一样， 

操作方法也一样。 



1.3 慧自列表窗格 

 

 

*慧自列表，限制显示 5 万个左右的文件和文件夹。 

所以要在左侧的资源管理器中，选择包含文件数较小的文件夹。 

1.4 AB 面浏览器窗格 

 



AB 面状态时，点 A 面的链接在 B 面显示。随时可以关闭 B 面。 

1.5 底栏 

 

 

2 资源管理器增强功能 

2.1 树状文件夹文件列表 

简称：慧自列表 

2.1.1 具有过滤式快捷搜索功能 

 

 



2.1.2 能缓存近 30 个文件夹的显示、搜索状态 

相当于同时打开 30 个*资源管理器的画面。 

*免费版可以缓存 5 个。 

2.2 快捷方式 按钮 

将常用的文件夹，放在此列表，按钮可以快速定位到并打开！ 

2.2.1 一键打开文件夹快捷方式列表 

 



2.2.2 文件夹快捷方式，存储在哪个文件夹中？ 

 

 

 

 

2.3 文档模板 按钮 

将常用的文档模板放在一起，一键快速定位，并用向导快速帮助新建。 

2.3.1 模板文件夹在慧自列表的双击行为，被定义为新建 

 



2.3.2 快速指定要存储的文件夹 

指定要存储的文件夹，应该是很麻烦、很浪费时间的事。 

慧自文档作了非常大的优化（应该没有其它方式可以更快了） 

 

 

2.4 文件上下显示顺序 

 

可以在慧自列表中，变更文件或文件夹的上下顺序显示。 

 



快捷键： 

 

 

2.5 文件自动备份 

 

可以设置多个要备份的文件夹，设置备份周期、单向同步备份存储文件夹、只增不删备

份存储文件夹、备份时机和快照周期等。 

 

进入自动备份参数设置： 

 

 

自动备份参数设置： 



 

 

备份参数设置好之后，点“立即执行备份”，则立即进行备份。 



更多的帮助信息，可以看“备份参数设置”画面： 

 



 

2.6 文件命名规范化 

选择要规范化命名的文件，按右键菜单，如下图： 

 

 

 

 

要新建文件命名规则，点“新建文件命名规则”，按提示进行新增。 

要修改当前的文件命名规则，则选择相应的规则后，直接修改即可。 



 

2.7 文件定期访问 

 

在慧自列表中选择文件后按右键菜单： 

 

每日访问： 

在慧自列表中，双击打开文件夹“定期访问\每日访问”中对应的文件，表示一次访问， 

会自己从慧自列表中隐藏，需要等到第二天才会再次显示。 

每周访问，则是双击打开一次，要等一周后，才会再次显示。 

其它类推。 

遗忘曲线则按遗忘曲线的日期才会再次显示，一般用于对知识性的文档的复习。 

 

2.8 快速创建文件链接（相当于多维分类） 

 

选择要进行多维分类的文件，按右键菜单，如下图： 

将就可以将此文件链接到其它文件夹，即其它文件夹也可以看到此文件的链接，可以打

开这个文件。 



 

 

如果选择的是文件夹，会可以选择将文件链接放到此文件夹中。 

2.9 快速移动到其它文件夹 

2.9.1 慧自列表中的文件 

在慧自列表中选择文件，按右键菜单，如下图： 

快速在：可以通过搜索文件名、文件夹名找到要放的文件夹。 

 

 



 

 

2.9.2 将剪贴板中的文件  

  移到其它文件夹（快速指定要移到哪个文件夹） 

快捷键： Ctrl+Shift+J 或 Ctrl+Shift+M 或 Ctrl+Shift+L 

a. 先选文件后  

b.按 Ctrl+C 复制到剪贴板  

c.按上述快捷键 

 

2.10 分类颜色 

 

选择一行或多行，按右键菜单，选择“颜色”，如下图： 



 

 



 

要修改颜色和名称，点右下角的“允许编辑”进行编辑即可。 

 

 

2.11 全文搜索和搜索文件名 

提供类似百度搜索的全文搜索，同时为 文档大师 个人知识库管理专业软件

（http://pinpkm.com） 提供 桌面搜索服务，替换很久没有更新的 Goolge 桌面搜索。 

 

这里的搜索文件名，是指能进行全文搜索的文件格式的文件，可以在这里通过搜索文件

名搜索到。 



2.11.1 全文搜索 

 

 

输入关键字按回车，进行全文搜索；按回车之前，按下 Shift，进行文件名搜索。 

 

2.11.2 搜索文件名 

 

搜索结果，可以进行二次过滤搜索。 

 

 



2.11.3 配置全文搜索 

 

 

 

配置画面自带详细的说明，请仔细阅读。 

默认情况下，能搜索本地硬盘下的盘符（系统盘除外）和“我的文档”和“我的文档”， 

默认配置不能搜索移动硬盘、网络共享文件夹，这些需要手工通过配置加入。 

 

 



2.12 工具 

 

 

2.12.1 复制文件夹结构 

可以指定子文件夹的范围。 



 

 

2.12.2 录制屏幕（手机视频）助手  

 

由两部分组成，包括移动应用画面的助手 和 画板。 

通过画板的矩形框，可以锚定手机画面的录制位置。 

 



 

 

 

画板为透明性的窗口，移到它的上部，可以移动到其它位置。 

 

 



2.12.3 PPT 图文写作助手 

 

需要搭配 微软 PPT 软件使用。 

最终可以将 PPT 作为图片、输入的文字作为文字，导出为网页进行发布。 

 

 

 

3 AB 面浏览器 

3.1 网址收藏 

3.1.1 非常方便的收藏网址 

当你的网址超过 2000 个后，你还会觉得它非常快。 



 

 

3.1.2 为什么要将网址存储在文件夹中？ 

a. 方便你管理非常多的网址，网址再多也方便管理了！ 

用管理普通文件的方式，管理网址。 

b. 用搜索关键字的方式，再次找到网址，减少记忆等 

 

 



3.2 AB 面 

例：A 面显示搜索结果，B 面显示搜索结果条目 

 

 

要改变网页的缩放大小，要通过右上角的数字框修改数字进行绽放，如下图： 

 

 

 

3.3 一键切换七个互联网搜索引擎 

这样可以对同一个搜索关键字，快速进行相关的搜索。 

目前支持百度、谷歌、微信公众号搜索、知乎、微博、淘宝、抖音的搜索。 

 



4 慧自文档新增的文档类型 

4.1 慧自树状表格文档 

4.1.1 如何新建？ 

在慧自文档中点“模板”按钮，双击“慧自树状表格文档模板”进行新建 

4.1.2 使用帮助 

点“帮助手册“，然后打开下图所示的帮助。 

此帮助用它自身的格式、方式制作。 

 

 

 



 

 

4.2 慧自 Excel 表单文档 

4.2.1 如何新建？ 

在慧自文档中点“模板”按钮，双击“慧自 Excel 表单文档模板”进行新建 

4.2.2 使用帮助 

4.2.2.1 数据存储 

表单输入组件中，文本框、文件链接、网址链接这三个组件的数据存储到配置文件中； 

选择框、下拉框等数据存储在 Excel 的显示位置的左上角的第一个单元格中，方便在

Excel 公式中使用。 

例：下图中单选选项组显示在“B7:D7”中，数据将存在 B7 这个“显示位置的左上角

的第一个单元格” 

 

另外，组件显示的背景色、字体，也是取置于这个单元格 



4.2.2.2 注意事项 

当一个组件要显示在多个单元格中，请不要合并它们，要保持不合并的状态！ 

否则显示的组件的宽度和高度将异常。 

4.2.2.3 表单输入组件 

4.2.2.3.1 文件链接 

 

 

 

 

4.3 慧自动态网址文档 

 

动态生成网址，方便对网站进行深入探究！ 

 

具体帮助查看右上角菜单中的“帮助手册”： 

慧自文档三大功能\慧自自定义格式文档\慧自白板文档\慧自动态网址文档_帮助手

册.purl 

 



 

 

 

 

4.4 慧自白板文档 

 

将文件、网页、树状表格、Excel、富文本(Word)、流程图等可以随时编辑的元素，在

一块很大的白板上，自由组合它们！ 



 

具体帮助查看右上角菜单中的“帮助手册”： 

慧自文档三大功能\慧自自定义格式文档\慧自白板文档\慧自白板文档入门帮助.kmap 

 

4.5 慧自流程图文档 

 

专为泳道的流程图的快速编辑所设计，因为方便使用，你爱上创建流程图的可能性变大，

进而让发挥流程图的可视化思维成为可能。 

 

4.6 慧自交互式网页文档 

 

  类似慧自 Excel 表单文档，可以在文档加入方便选择内容的交互式组件，且可以像

Word 那样编辑内容。两者可以根据情况选用，应该优先选用慧自 Excel 表单文档。 

 

5 软件升级和注册 

5.1 软件升级 

软件永久免费升级，不管是否有注册。 

5.2 为什么需要注册？ 

全部功能，均可以在免费版中使用，一般仅仅是次数或容量的限制！ 

注册为 VIP 会员后，不受次数和容量等限制。 



并且，文档中已经有的内容，总是能看到和编辑，一般仅对新增行功能作限制。 

 

慧自文档的理念是： 

个人时间和注意力是宝贵的！  

不会通过植入广告的方式简接收费，而是采用直接收费的方式。 

 

5.3 从注册状态恢复到免费版状态会怎样？ 

慧自树状表格文档已经新建的行，可以正常查看和编辑，仅新增行功能受行数限制。 

即慧自文档的原则，总是保证可以使用、可以查看，仅在次数、容量方面做了一些限制。 

 

5.4 免费版和 VIP 会员版对比 

 

 



 

 

 

 

6 深度研究 

为什么说慧自文档是深度研究的助手？ 

 

a. 树状方式显示文档列表，给人脑更直观的方式去管理文档 

b. 使用过滤方式显示搜索结果， 



让人脑的直觉方式增加更多的上下文，触发直觉 

c. 因为能用模板快速创建文档，慢慢的，你会养成创建大量的文档，帮助自己去收集

相关的情报、将思考的中间结果记录下来等 

d. 因为能快速的收集大量网址，大量的网址方便管理、方便通过搜索过滤的方式找到。

所以你会大量的收集，成为自己的资料库 

e. AB 面浏览器和互联网一切搜索引擎切换，会让自己更愿意、更方便去探索互联，深

入某一主题，让研究思路尽量不中断等。 

 

还有更多，需要去感受，慢慢的养成习惯中受益。 

因为不难养成习惯，所以容易养成习惯。 

不难养成的原因在于其方便使用、功能强大等。 

7 复杂决策 

为什么说慧自文档是复杂决策的助手？ 

ａ．慧自树状表格文档，让你可以方便对某一主题，深入的进行思考，不断记录中意思

考结果等 

ｂ．复杂的决策，往往由大量的文档构成情报、中间思考结果乖。而方便管理大量的文

档，文档的方便管理，必然会让自己更容易、更愿意创建文档来帮助思考与决策。进而

促进思考的深入，从而让复杂决策更好的决策、执行等，更大概率上得到期望的结果或

避免大的损失等。 

 

 



8 快捷方式列表 

 

8.1 全局快捷键 

(有可能和其它程序的全局快捷键冲突，以你电脑能用的为准) 

8.1.1 任何时候，切换到”慧自文档“的搜索框 

 Ctrl+Shift+Tab  或 Ctrl+Shift+F8 或 Ctrl+Shift+P 或 Ctrl+Shift+F12 

 

8.1.2 将剪贴板中的文件 移到其它文件夹（快速指定要移到哪个文件夹） 

   Ctrl+Shift+J 或 Ctrl+Shift+M 或 Ctrl+Shift+L 

  （a. 先选文件后 b.按 Ctrl+C 复制到剪贴板 c.按此快捷键） 

8.2 定位到搜索框 

 

1.  Ctrl+F 

 a. 当前空格为”文件夹+慧自列表“或”文件夹+慧自列表+ AB 面浏览器“时 

   定位到慧自列表的 文件名搜索框 

 

 b. 当前空格为”慧自列表+ AB 面浏览器“或”AB 面浏览器“时 

   定位到 AB 面浏览器的 互联网搜索框 

 

2. Ctrl+X 



  取消慧自列表的过滤搜索，恢复显示到搜索前的状态 

 

8.3 窗格切换 

 

1. 快捷方式                      Ctrl+1 

2. AB 面浏览器                    Ctrl+2 

3. 模板                          Ctrl+3 

4. 文件夹+慧自列表               Ctrl+4 

5. 文件夹+慧自列表+ AB 面浏览器   Ctrl+5 

6. 慧自列表+ AB 面浏览器          Ctrl+6 

7. 文件夹 + 文件夹               Ctrl+7 

8.4 AB 面浏览器   

 

1. A 面切换：Alt+Q 或 Alt+A 或 Alt+Z 

2. B 面切换：Alt+W 或 Alt+S 或 Alt+X 

3. 网址收藏：Ctrl+Q 

4. 关闭当前标签页： Ctrl+W 

8.5 慧自列表 

 

选中某一行时按： 

1. Enter：如果是文件夹则展示，如果是文件则打开 



    （文件打开：可能是直接打开，也可以在 AB 面浏览器或文档预览中打开） 

     （URL 文件在 AB 面浏览器打开；处于文档预览状态时，则在文档预览是打开） 

2. →：展开文件夹 

3. ←：收缩文件夹 

4. ↑：焦点移到上一行 

5. ↓：焦点移到上一行 

6. 按住 Shfit+双击文档：任意文件夹,以该文档为模板，打开新建向导。 

                                      当当前文件夹是模板文件夹不需要按住

Shift，也会打开新建向导 

 

7. 双击能在浏览器中打开的文档类型： 

   a. 不按 Ctrl：在当前 AB 面浏览器页面打开 

   b. 按住 Ctrl：在 AB 面浏览器的新 Tab 中打开 

   条件：当窗格有显示 AB 面浏览器时。 

 

（能在浏览器中打开的文件类型：mp3、mp4、pdf、htm、html、jpg、jpeg、gif、

exif、raw、webp、bmp、png、txt、json、js、cs） 

（其它类型，仍用默认的打开方式；但.url 除外，.url 总是在 AB 面浏览器中打开） 

 

8.6 其它 

 

在新建文档和收藏网址画面： 



 定位到文件名输入框： Ctrl+N 

 定位到慧自列表的文件名搜索框  Ctrl+F 

 

8.7 慧自树状表格文档 

 

当某一行处于选中状态（注意不是文字编辑中） 

01. Enter、Ctrl+N：在其下方插入一行 

02. Shift+Enter：在其上方插入一行 

03. Insert：插入当前行的子行 

04. →：移动当前行到后一列 

05. ←：移动当前行到前一列 

06. ↑：焦点移到上一行 

07. ↓：焦点移到上一行 

08. Shift+ →：展开文件夹 

09. Shift+ ←：收缩文件夹 

10.  Ctrl+F：定位到搜索框 

11.  Ctrl+X：取消过滤搜索，恢复显示到搜索前的状态 

12.  Ctrl+↑、Ctrl+U：当前行上移（改变行的位置关系） 

13.  Ctrl+↓、Ctrl+D：当前行下移（改变行的位置关系） 

14.  Ctrl+←、Ctrl+L：当前行上升一级（改变行的位置关系） 

15.  Ctrl+→、Ctrl+R：当前行下降一级（改变行的位置关系） 

16.  Ctrl+E：进入当前行的主题列的编辑状态 



  窗格切换 

17. 树状表格                Ctrl+1 

18. 树状表格+ Excel           Ctrl+2 

19. Excel                     Ctrl+3 

20. 树状表格+备注            Ctrl+4 

 

21. Ctrl+Shift+ →：全部展开 

22. Ctrl+Shift+ ←：全部收缩 

23. Ctrl+Shift+N：批量新建 

24. Ctrl+A：选中当前行的所属父行的全部直接子行，即当前行的全部兄弟行，包括当

前行 

25. Ctrl+C：复制选中的行 

26. Ctrl+Y：剪切选中的行 

27. Ctrl+V：粘贴 到 当前行的子行中 

28. Ctrl+Shift+V：粘贴 和当前行并列 

29. Ctrl+Shift+F4：启用或禁用当前文档是否总显示在桌面（按 Windows+D 后仍可

见） 

              （如果按下之后没有反应，请点一下该文档的标题栏） 

30. Ctrl+Shift+F5：设置当前文档在慧自文档打开时自动打开 

              （如果按下之后没有反应，请点一下该文档的标题栏） 

31. Ctrl+I：设置单元格输入组件 

 



8.8 慧自 Excel 表单文档 

 

01. Ctrl+S：保存 Excel 的内容 

02. Ctrl+Shift+F4：启用或禁用当前文档是否总显示在桌面（按 Windows+D 后仍可

见） 

               如果按下之后没有反应，请点一下该文档的标题栏） 

03. Ctrl+Shift+F5：设置当前文档在慧自文档打开时自动打开 

                如果按下之后没有反应，请点一下该文档的标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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