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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功能的思维导图&
头脑风暴效率工具
Xmind 是一款全功能的思维导图&头脑风暴软件，是全
平台都好用的思维工具。从头脑风暴发散想法到整理想
法梳理框架，再到一键演示你的思维脉络，Xmind 为你
提供从未有过的高效脑图体验。

适配 Mac、Windows、iOS、 Android、Linux 主流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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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充分运用了左右脑的机能，利用记忆、
阅读、思维的规律，让思维清晰可见，有效提升工
作和生活效率。 不管是捕捉灵感或是激发创意，
不管是理清难题或是提升效率，Xmind 都是「绝
佳的思考工具」。

应用于头脑风暴、激发创意、高效整理、问题解
决、项目管理、高效沟通等多种场景，不仅让思维
更清晰、想问题和做事情更有条理，更能释放大
脑的无限潜能。

人人都可用的
思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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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工作流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组织结构

头脑风暴

思维脉络

知识框架

结构化想法，让思维逻辑
更清晰

激发更多灵感，
让创意更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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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策划 视频脚本

梳理关键要点，让沟通
更高效

汇报展示

商业计划 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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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零散信息，项目尽在掌握

辅助深度思考，厘清
关键难题

项目管理

业务流程 SOP流程

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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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SWOT分析 鱼骨图分析

一键展示思维，解放
生产力

汇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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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授课 演讲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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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打磨

Xmind Ltd. 创业于 2006 年，十六年来专注于
研发思维导图和头脑风暴工具软件，致力提供
极致优秀的用户体验。现已成为上亿用户喜爱的
效率工具。

做思维导图，我们
是专业的

2009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0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Xmind v3.1 版本发布

Xmind 2012 发布

Xmind 2013 发布

Xmind v3.2 版本发布

Xmind 6 发布

Xmind 7 发布

十年经典产品 Xmind 8 发布

Xmind iOS 版发布

XMind: ZEN 和 Xmind 安卓版正式发布

Xmind 2020 和 Web 端正式发布

Xmind (2021) 发布，演说模式上线

Xmind（2022）发布

2008 年
Xmind 3 专业版发布

2007 年
Xmind 第一个正式版本 Xmind 2007 发布

Xmind 成立，开始研发 Xmind 软件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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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思维导图，我们是
优秀的
Xmind 集极简设计、流畅体验、强大功能于一身。 Xmind 
代表 Xmind 团队对思维导图的理解，代表我们十六年如
一日的坚持和打磨。

多种思维结构 丰富强大的插入功能

提供 9 种不同的导图结构，包括思维导图、逻辑

图、括号图、树形图、组织结构图、时间轴、鱼骨

图、树型表格、矩阵图，适用于工作中需要逻辑

思考的各个场景。在一张导图中更可以混用不同

的结构来呈现复杂的思维或项目，这是 Xmind 

独有。

支持在主题中插入本地图片、语音备注、附件、方

程、标签、链接（网页、本地文件）、插画、手绘等丰

富的主题元素。快速梳理零散信息，让高效在组

织间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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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即可开启演说模式

导图也可如此缤纷有趣

演说模式可自动生成转场动画和布局，一键将你

的思维导图以幻灯片形式呈现。从头脑风暴到思

维展示，在 Xmind 中即可完成工作流闭环。告别

复杂 ppt，一键解放生产力。

智能算法和色彩美学的巧妙碰撞，轻松选择即把

导图的颜值拉满。设计师精心设计的插画和贴

纸，有趣的手绘风格，分分钟让导图大放异彩。

多种导入导出格式，分享不受限制

轻松上手，毫不费劲

支持导入 MindManager、 FreeMind、Lighten、

MindNode、Markdown、OPML、TextBundle 和

Word (仅限DOCX)格式的文件。导出 PDF、PNG、

SVG、Markdown、Word、Excel、PowerPoint、

OPML 和 TextBundle 格式的文件。

极简的界面设计，友好的用户体验，Xmind 将思

维导图体验做到了极致，打开软件即可轻松上

手。更有多种实用模板和主题风格，分分钟即可

将效率拉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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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口碑爆棚，
好评如潮
专注思维导图领域十余年，随着产品的更迭和
发展，逐渐在全球收获优秀的口碑，获得海内外
知名奖项，并常年排名 Mac/iOS App Store 
效率榜单前列，多次获得苹果公司的推荐。

少数派（sspai.com）编辑推荐：「强大与简洁的思维导图工具」

安卓版荣获「豌豆荚设计奖」

知乎上讨论热度最高的思维导图软件，10 万用户关注，获多位
大 V 推荐

知名效率类媒体 Topbook (topbook.cc) 推荐

多 次 入 选 苹 果 官 方「 主 打 推 荐」、「 小 众 精 选」、「 新 鲜
App」、「生活解决方案推荐」等首页及专题推荐

2014 年 在国外知名网站 Lifehack 上被评选为最好的头脑风暴
和思维导图软件

2013 年 Xmind 获得 2013 年 Red Herring 亚洲 100 强

2010 年 Xmind 入选 PCWorld 2010 年 100 强，在最优秀的
生产力工具中名列第 6 名

2009 年 Xmind 获得 Sourceforge 社区选择奖的最佳学术项目

2008 年 Xmind 获得 Eclipse 社区 2008 年最佳商业 RCP 应用

2007 年 Xmind 入选 PCWorld 中国 2007 年 100 款最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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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企业首选
从初创小团队，到世界 500 强大企业，Xmind 都
是提高团队效率的首选。高效工作的方式和缜密
的逻辑是一种习惯，养成并非一朝一夕。在使用 
Xmind 的优秀企业里，思维导图已成为组织高效
流转的一部分，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完善项目逻
辑，开拓发散思维，清晰会议纪要，节省更多时间
成本，从而收获更多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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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用户喜爱
每天东西南北各个半球的人会在不同时区不约而
同地打开 Xmind，用它来解决问题，提升效率。
每天我们都能在 各个渠道(邮件、社交媒体、应用
内反馈)收到无数来自用户的反馈和好评。无数用
户自发地将 Xmind 推荐给同学和朋友，并在社
交媒体上疯狂点赞，超过 15 万用户在 App Store 
打出 4.8 的高分。

不管用户来自什么领域、从事什么职业，不管用户
在人生 的什么阶段，用户的好评和赞美都真实地
验证了 Xmind 带来的效率提升，助力学习、工作
和个人成长。

健行者

时成

咚巴拉拉

李建利

陈清发

宇光星色

我 是 一 名 引 导 式 体 验 培 训 师， 自 从 自 己 购 买 了 正 版 的
Xmind，一边学习，一边练习自己的思维导图。发现思维
导图给我的收益最大就是 : 可以让自己重新建构设计的情
境模拟沙盘课程；也为自己的创新思维提供了很好的训练。

我是一位保险代理人，在跟客户接触面谈和展示保障方案
的过程中，通过 Xmind 很容易就能和客户一起梳理出家
庭保障需求和保障方案，思路非常清晰，一目了然。

前些天用它把我们公司人力资源岗位的所有工作梳理了一
遍，包括所有流程、顺序和需要注意的方面都写的清清楚
楚。现在不管是谁拿到这张图都可以马上上手工作。今后
会在这张图的基础上继续更新。感谢开发团队，让我们工
作效率提升了好多，也更加专业。

Xmind 让每天都高效管理，高效工作，是作为管理整理
思维，规划实施的得力干将 !

超级喜欢用 Xmind, 做总结时让自己的思绪和逻辑更清楚，
随时记录随时增加，让工作都条理清晰。

最好用的思维导图，没有之一。

自从入坑 XMind Zen 之后，脑中混乱的思绪都可以被完
整呈现出，并且与同事交流公事的逻辑性与完整度都以前
好太多了，强烈 推荐使用 Xmind，对人生有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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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官网：www.xmind.cn
微信公众号：Xmind 思维导图

如需购买，请联系 sales@xmind.net 了解产品功能及价格。
最终解释权由 Xmind(China) Ltd. 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