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模式 + 标注系统 + 稍后读，简悦
2-0 想成为你的知识管理解决⽅案

如果说简悦 1.0 解决了你在阅读上的痛点，那么我希望，简悦 2.0 能解决

你在知识整理上的痛点。

写在前⾯

⾃从 简悦 1.1.4  发布以来，简悦真正意义上的 1.0 版本终于显露出来了。因为开发时间和

开发精⼒的缘故，这个版本仅是我脑海中的 1.0 版本。趁着前阵⼦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简

悦 2.0 的计划也随着提上了⽇程。

简悦 2.0

我之前在 少数派的采访  中曾经讨论过，简悦最初的定位不是⼀款单纯的阅读模式类⼯具，

⽽是⼀个基于知识管理需求的产品。

所以，简悦除了拥有阅读模式外，还包含了⼏乎最全⾯的导出到⽣产⼒⼯具的功能，⽽这些

功能都围绕着知识管理这件事情。

简悦 2.0 在上述功能基础上更进⼀步，希望可以成为你的知识管理⼯具。基于此，简悦 2.0

在阅读模式 + 导出到⽣产⼒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标注系统和稍后读 。

简悦的标注系统

标注是物理世界的 Mark 笔，在阅读模式中你可以通过⿏标按下拖拽⾼亮的⽅式实现⼀条标

注。

http://kenshin.wang/blog/#/posts/17
https://sspai.com/post/52492


这个⽅式跟其它标注产品并⽆⼆致，但简悦有它⾃⼰的特点，即：标注样式，物理世界有着

丰富多彩的标注形式，我把它们也带到了虚拟世界，看下图：

这个功能应该是简悦独有功能（未来会上线更多标注样式）。

同时⿏标按下拖拽⾼亮这个动作类似 Mark 笔的拔盖并画线的动作，为了更⽅便地操作，简

悦⽀持连续标注，即：只要出现这个动作后，⾃动⽣成标记。



同样，你可以关闭这个功能，以免出现误触（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开启即可）。

解决了标注的问题，再说下简悦在检索这个场景中的探索。

⽆限层级标签和备注

当标注过多，虽然可以通过搜索来定位到你需要的内容，但这仅仅只是⼀维场景，更⾼效的

办法是：使⽤标签系统。

但标签系统也是⼀维系统，⼀旦标签过多就⽆法管理和分类，因此很多产品选择了标签 + ⽂

件夹 / 分类的⽅式，但这种⽅案也存在弊端，即操作上太复杂：你需要先建⽴⽂件夹，然后

再选择将当前标注放置到哪个⽂件夹下，再添加标签；这还仅仅只是⼀层⽂件夹，如果是多

层结构呢？

所以，简悦采⽤了⼀种更⾼效 / 便捷的⽅案：层级嵌套标签系统 ，例如你可以像下图⼀样建

⽴⼀个层级为 aa/bb/cc/dd  的标签：

这个操作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同时简悦会⾃动⽣成如下图的层级结构：

⼀切皆可标签化



为了更具象化标注，简悦的每条标注均可添加嵌套层级标签系统。这⼜是简悦的⼀⼤特点，

基于此，让标注与稍后读具有相同的地位，标注不再依附于稍后读。

你可以基于这个特点来实现⾃⼰的知识体系的连通。同样，简悦的每条标注均⽀持备注功

能，⽽备注 / 标签功能均可以⽀持检索。

除了上述简悦独有功能以外，简悦 2.0 还包含以下便捷辅助功能。

浮动⼯具栏

为了⽅便的对标注进⾏颜⾊ / 样式 / 标签 / 备注的修改，简悦使⽤了浮动⼯具栏辅助操

作，同时也针对不同的标注场景，⾃动显⽰浮动⼯具栏，包括：

当出现上述场景时，会出现浮动⼯具栏，并⽀持⾃动备注，甚⾄代码段也⽀持⾼亮显⽰，同

样此功能也算是简悦独有功能。

⿏标按下拖拽⾼亮

⿏标悬停到图⽚

代码段



标注侧栏

⼀旦页⾯的标注越来越多，就出现了管理的问题，简悦的做法是使⽤标注侧栏来统⼀管理当

前页⾯的全部标注。



标注侧栏也⽀持⼀些常见的操作，如：

隐藏 / 显⽰侧栏

开启 / 关闭连续标注

缩进 / 展开全部标注卡

删除当前全部标注

导出时选择是否仅导出标注内容

最⼩化标注栏



为了更⽅便地整理标注，标注侧栏也⽀持拖拽⽅式对标注进⾏排序。

导出到⽣产⼒⼯具

借助简悦 1.0 强⼤的导出功能，简悦 2.0 可以实现仅将标注发送到简悦⽀持的各种⽣产⼒⼯

具，以下图导出到印象笔记为例：

点击不同的标记卡，可跳转到对应的标注。



简悦的稍后读功能

简悦启⽤了全新的稍后读 2.0， 相⽐较之前的版本，此版本的稍后读功能算是⼀个真正意义

上的稍后读。新版本采⽤经典的三栏布局，包含：导航栏、列表栏、展⽰栏。



导航栏

在标注系统采⽤的⽆限层级标签系统，在稍后读则显⽰为树状的层级结构：

智能标签，内置了⼀些常⽤查询分类：



列表栏

根据导航栏（第⼀栏）点击后会形成列表栏（第⼆栏），在其中展⽰了由导航栏过滤得到的

列表。每条稍后读均包含⼀些必要的信息，并具有常⽤的操作，如删除、归档、选择等。



搜索功能，检索内容⽀持检索标签和检索描述 / 备注。

展⽰栏

选择了某个具体的稍后读后，会出现展⽰栏，展⽰了当前稍后读的全部细节，如：标题 / 描

述 / 标签 / 每个标注的颜⾊ / 备注 / 标签等全部信息。



除了展⽰当前稍后读（标注）外，在顶栏还能够进⾏⼀些常⽤操作、并⽀持在底栏进⾏上⼀

页 / 下⼀页翻页，如下图所⽰：

内置阅读模式



这也是简悦独有的功能，内置了简悦的阅读模式解析，在此界⾯下可以直接查看包含标注及

标注侧栏的阅读模式页⾯，并包含了⼤部分的标注功能。

多种主题

简悦 2.0 ⽀持三种浅⾊主题、三种深⾊主题，更可以随着系统的深⾊模式状态进⾏⾃动切

换。

合辑

正如简悦 1.0 解决了传统阅读模式的痛点⼀样，如果你的稍后读变为了「稍后不读」的话，

合辑正是解决这个痛点的「银弹」。

这是简悦 2.0 最重要的功能，通过此功能可以让真正意义上的「稍后读 → 不再读」变为

「稍后读 → 知识整理 → 知识吸纳」，此功能专门针对有知识整理诉求的⽤户。



简单地说，这项功能会帮你将分散在不同位置的稍后读 / 标注，整理并合并为⼀个新的稍后

读内容。

合辑具有与稍后读类似的结构，如：标题、描述、备注、标签等。除此以外，加⼊到合辑中

的内容还包含如下信息：



因此合辑 也可以理解为「稍后读的集合」。

分享页

你可以将任何稍后读 / 合辑，以外链的⽅式分享出去。分享出去的页⾯包含当前页⾯的标注

以及内置包含标注⾼亮 的阅读模式解析。

以下为分享页功能的 2 项⽰例：

⾄此，简悦 2.0 包含有⽀持标注功能的稍后读，完成了对于信息（知识）的归纳；合辑则补

充了对信息（知识）的整理。因此，物理世界缺失的最后两个环节，被简悦 2.0 补齐了。

与同类⼯具的对⽐

稍后读⽣成的分享页

合辑⽣成的分享页

https://simp.red/s/simpread
https://simp.red/s/z2Axt6i1


标注和稍后读功能并不是简悦创造的，你在其它产品也能找到，所以我横向⽐较了⼏个典型

的产品，可以通过下图中看到简悦在这⼏个产品中的优势：

补充：这⾥并没有⽐较 PDF 标注功能，因为我认为 PDF 标注功能有着更棒的⼯具可以选

择，并且也背离了简悦的初衷。

⾼级帐户

为了更好且长远地服务简悦⽤户，简悦从 2.0 版本开始启⽤了全新的⾼级账户功能。功能⽅

⾯，简悦⾼级帐户包含了以下功能：

标注



稍后读

以上仅仅只是简悦 2.0 ⾼级帐户初版的功能，我们会持续发布更多⾼级帐户专享功能。

对于收费策略的思考

使⽤过简悦的朋友都了解，简悦虽然暂时只是浏览器扩展，但它有 插件中⼼，因此需要每

年消耗⼀定的费⽤。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官⽅适配源、消息中⼼等需要后端消耗的地⽅。

新版为了更完美地实现知识管理功能，所以上线了分享页功能。同时在我的⼼⾥，有个更⼤

的计划，当前这版本的功能也仅仅是这个⼤计划的端倪⽽已。

为了稳定持续性地输出简悦的后续功能，所以对于部分功能采取了收费制，为保障简悦⽤户

的权益，2.0 版本中 90% 的功能都⽀持免费使⽤；新版遵循了 2/8 原则，希望⽤ 20% 的

核⼼功能来为简悦提供长期发展所需。

上⾯没算错，我说过当前版本仅是开端⽽已，接下来我会持续输出余下还未显露的 10% ⾼

级功能。为了不损害简悦 1.0 版本⽤户的利益，即便是有各种后端消耗的插件中⼼，也会继

续保持免费。

⾄于为什么不使⽤订阅制，我知道订阅制模式是维持独⽴开发者维护产品的最好办法，但我

们认为不是什么产品都可以使⽤订阅制模式。我⼀直认为订阅制只是能保障开发者的利益，

并不能（完全）保障⽤户的利益。所以，我们⽬前任性地采⽤了买断制，你可以⼀次性购买

获得简悦的终⾝⾼级帐户。

定价规则

标注样式

标注排序

排序

合辑

分享页

多种主题

https://simpread.ksria.cn/plugins


为了让简悦持续地良性发展下去、以及从我不想使⽤订阅制的前提下进⾏考虑，我们制定了

⼀些不⼀样的定价规则。

通过上述⽅式，我们希望给⽤户传达⼀个信息：⽆论什么时候，当前都是购买简悦的最佳时

期。

送码

简悦 1.0 在少数派获得了很多初始种⼦⽤户，所以简悦 2.0 也再此在少数派进⾏⾸发促销，

促销的规则如下：

简悦 2.0 原价为 68 元，⾸发价格为 8 元，限时 3 天 (08.20-08.22)。

🎁 特惠购买简悦 2.0

 

回馈⽼⽤户

简悦在发展初期上线了「请杯咖啡」功能，并以此获得了很多简悦⽤户的⽀持。为了回馈这

些朋友，现推出简悦的回报计划，计划如下：

为了保障已购⽤户的权益，我们不会对简悦随意进⾏降价促销。

简悦的初始定价较低，但随着功能的增加，我们会增加它的定价，涨幅不定。

简悦的价格在逐步恢复到原价后不再随意打折。

每年不超过 3 次的促销活动。

我们会不定期进⾏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抽奖活动。

只要你的捐助价格超过（含） 8 元，即可通过此 联系⽅式  获得简悦的终⾝⾼级帐户⼀

枚。

不满⾜上述条件且也请过咖啡的朋友，可以 以当前价格 50% 折扣  获得终⾝⾼级帐户⼀

枚。

https://sspai.com/item/186
https://wj.qq.com/s2/6773645/5a87/
https://wj.qq.com/s2/6773707/ddf0/


需要注意的是，捐助功能将在简悦 2.0 版发布后下线，之后请勿再使⽤捐助⽅式，即便捐助

也不会按照上述⽅案回馈。此外，简悦 1.0 版本的全部功能，将以永久免费形式供简悦⽤户

使⽤。

最后，在评论区留下你对于简悦 2.0 的意见或建议，下周三 (08.26) 抽 5 位认真评论的读

者，赠送简悦 2.0 ⾼级帐户兑换码 。

随着简悦 2.0 的发布，我们会继续围绕着 2.0 的初衷——解决你在知识整理上的痛点——开

发更多简悦独有的功能。

> 下载少数派 客户端 、关注 少数派公众号 ，发现更多实⽤ App 📱

> 实⽤、好⽤的 正版软件，少数派为你呈现 🚀

全⽂完

本⽂由 简悦 SimpRead 转码，⽤以提升阅读体验，原⽂地址

https://sspai.com/page/client
https://sspai.com/s/J71e
https://sspai.com/mall/class/28
http://ksria.com/simpread
https://sspai.com/post/6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