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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这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本想着解决所有网页摘录、BookxNote 阅读、Supermemo 联动的
题以后直接发一个教程的，不过等写完可能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先发出来分享一下思路。动
可能存在不少问题，联动的逻辑也没有经过长期使用修改完善，不太建议直接用。</p>
<p>　　这次主要分享 BookxNote、Supermemo 联动的尝试和思路。之前就尝试过 BookxNote、
upermemo、思源的联动（<a href="https://ld246.com/article/1641054269232">关于思源、Su
ermemo、BookxNote 联动的尝试 - 链滴</a>），不过效果不好。最近重新做了几个动作。希望可
解决三个软件的联动问题。类似的方案知乎上也有：<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
=https%3A%2F%2Fzhuanlan.zhihu.com%2Fp%2F390375194"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gc">SuperMemo【同时阅读成百上千本书】的方案——【时间块】方案</a></p>
<p>　　尝试解决以下三个问题：</p>
<ol>
<li>BookxNote 阅读后的间隔重复（就是添加到 SM 里，没啥好吹的……）</li>
<li>读书笔记可视化整理（就是用用 BookxNote 脑图，也没啥好吹的……）</li>
<li>Supermemo 的图片 PDF 阅读（就是用 BookxNote 读 PDF，也没啥好吹的……）</li>
</ol>
<p>　　Quicker 动作如下：<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
ttps%2F%2Fgetquicker.net%2FSharedaction%3Fcode%3Dafd15137-97f9-4063-1a4e-08da299
fbbc"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摘录 + 补充信息</a>、<a href="https://link.ld246.
om/forward?goto=https%3A%2F%2Fhttps%2F%2Fgetquicker.net%2FSharedaction%3Fcode%
D36ab4edf-3433-4364-5b98-08da34faf1d5"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提取 Bookx
ote 层级</a>、<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https%2F%2
getquicker.net%2FSharedaction%3Fcode%3De3f5f7b5-b85f-419c-e811-08da2c86b7bd" targe
="_blank" rel="nofollow ugc">更新 BookxNote 摘录</a>、<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
ward?goto=https%3A%2F%2Fhttps%2F%2Fgetquicker.net%2FSharedaction%3Fcode%3D1fe
8688-2389-4599-e27b-08da36e2ef90"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思源笔记导入 Boo
xNote</a>、<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getquicker.ne
%2FSharedaction%3Fcode%3Dce7dff82-e740-429f-b753-08d9e81e226b" target="_blank" rel
"nofollow ugc">QuickAdd - 动作信息 - Quicker</a></p>
<h3 id="Supermemo阅读中碰到的问题">Supermemo 阅读中碰到的问题</h3>
<ul>
<li>图片 PDF 阅读困难：
<ul>
<li>虽然在入坑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多 BookxNote 摘录到其他软件的动作了，自己也做了一个 Bookx
ote 摘录到 SM 的动作。但是对阅读图片 PDF 还是有抵触。总想着找到更好的工具，找到更好的办
才开始学习……</li>
</ul>
</li>
<li>刚接触的时候直接导入大量书籍，导致的问题：
<ol>
<li>不能多本顺序阅读。虽然可以同时看很多本书，但是都是乱序的。（<a href="https://link.ld246
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zhuanlan.zhihu.com%2Fp%2F390375194%23%3A%7E
3Atext%3D%25E7%25AC%25AC%25E4%25B8%2580%25E7%25A7%258D%25E6%2596%25B
%25E6%25A1%2588%25E6%2598%25AF%25E3%2580%2590%25E6%258C%2589%25E7%258
%25A7%2C%25E9%2583%25BD%25E7%259C%258B%25E4%25B8%258D%25E6%2587%258
%25EF%25BC%258C%25E5%25A2%259E%25E5%258A%25A0%25E7%2584%25A6%25E8%25
9%2591"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WebURL</a>）</li>
<li>卡片过长，难以阅读。即使按章节拆分，每次刷到的卡片也都是长长的四五段内容，看的很痛苦
</li>
<li>推送的材料是盲盒，根本不知道推给你的可能是什么东西，看到材料都是陌生的。相比之下，如
是自己选择性摘录，看到卡片之前有个模糊的印象：“哦，我 xxx 时候看过这个”</li>
<li>缺少前置信息。没有前置信息，根本不知道前面说了什么，为什么这张卡可以得出这种结论。并
，没有前置信息作为基础也很难将材料和其他内容联系起来。</li>
<li>长期阅读相同内容。很没劲啊……（<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
%2F%2Fzhuanlan.zhihu.com%2Fp%2F417555450%23%3A%7E%3Atext%3D%25E7%25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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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E8%2580%258C%25E4%25BD%25BF%25E7%2594%25A8%25E8%2580%2585%25E8%2
A6%2581%25E6%2598%25AF%25E4%25B8%2580%25E6%25AE%25B5%25E6%2597%25B6%
5E9%2597%25B4%2C%25E5%25B0%25B1%25E6%2584%259F%25E8%25A7%2589%25E6%25
7%25A0%25E8%2581%258A%25E4%25BA%2586%25E3%2580%2582" target="_blank" rel="
ofollow ugc">WebURL</a>）</li>
<li>书籍分割过细。分割到章节后继续拆分，分割过细，在后续渐进的时候缺少上下文。需要频繁按 C
rl + ↑，查看上下文。</li>
</ol>
</li>
</ul>
<h4 id="怎么解决在Supermemo中碰到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在 Supermemo 中碰到的这些问题
</h4>
<h5 id="思源书斋-摘录-补充信息">思源书斋：摘录 + 补充信息</h5>
<ul>
<li>使用流程：
<ul>
<li>在 BookxNote 阅读的过程中，根据按键判定动作行为（摘录、暂停、结束）</li>
<li>文字 PDF 或 Epub，选中多处，觉得讲的是一个东西，合并为一条笔记。</li>
<li>大纲脑图初步整理，将理解的内容摘录 SM 制卡。</li>
</ul>
</li>
<li>动作配置：
<ul>
<li>设置 SM 的 hook 参数，用于保留原新增内容位置</li>
<li>设置阅读书籍信息，对应的 SM 卡片的 ID，用于设置书籍 hook，在摘录的时候摘录在书籍目录
。</li>
<li>可以开启 BookxNote：新增笔记自动激活大纲标题输入框功能，在阅读的时候对摘录的内容进
简单概括</li>
</ul>
</li>
<li>摘录内容处理：
<ul>
<li>思源：
<ul>
<li>文本，摘录文本</li>
<li>图片，OCR 图片并保留原图，用分割线分割图片和 OCR 文本，自动设置大小为 33%（“合并
记”的图片都会发送到思源，且全部 OCR）。</li>
<li>摘录内容都会在思源对应的书籍文档下新增一个超级块用于备份。</li>
<li>思源超级块设置笔记信息（nb、book、uuid、id、smid）。用于思源书斋的其他动作搜索定位
</li>
</ul>
</li>
<li>SM：
<ul>
<li>文本，摘录文本</li>
<li>图片和 OCR 文本用分割线分隔，自动设置大小为 45%</li>
<li>在设置好的书籍 hook 下新增卡片</li>
<li>自动设置 link 信息（思源对应超级块 ID）和标题（对应 BookxNote“大纲标题”）</li>
</ul>
</li>
<li>查重：
<ul>
<li>检查摘录内容是否已经发送到思源了，如果发送过，则不重复发送</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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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ul>
</li>
<li>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ul>
<li>OCR 图片 PDF，并保存在思源本地图床，不用担心图片丢失</li>
<li>BookxNote 中阅读是顺序的，所以不会有乱序的问题。</li>
<li>BookxNote 的高亮、框选内容相对简短，下次刷到就是可读文本，而不是长长的一篇，要花力
去看。</li>
<li>图片 PDF 保留原图，及思源、BookxNote 外链，方便后续校对、溯源</li>
<li>自主选择摘录内容，后续刷到更亲切，心理上接受程度更高……</li>
<li>发送卡片都是有一定理解的，不存在缺乏前置信息（缺乏前置信息，完全看不懂的就不摘录了）<
li>
<li>有查重作为保障，不用担心忘记哪些摘录过了，可以放心保留没有看懂的笔记，等看懂了再摘录<
li>
<li>每张摘录卡片都是新增的内容，不存在几个月不新增卡片的情况（可以在书籍对应的文件夹或卡
下设置一张卡片，用于提醒该看这本书了）</li>
<li>每张摘录卡都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主题（BookxNote“大纲标题”），相比直接阅读整大段内容更
易把握内容，不会多次摘录。</li>
</ul>
</li>
</ul>
<h5 id="存在问题-为什么不等阅读完直接导入SM-">存在问题：为什么不等阅读完直接导入 SM？<
h5>
<ul>
<li>对于困难的内容，直接摘录效果奇差无比。根本没有理解，不适合放进 SM 渐进。没有理解的内
放进 SM 渐进、放进思源没有意义。这类内容，必然是需要在 BookxNote 摘录完以后，整理好，再
送到 SM 渐进、记忆的。既然还是需要依靠在 BookxNote 内阅读、整理。那么既然都整理好了，为
么不直接用 BookxNote 按大纲层级导出 SM 呢？还要多此一举？</li>
<li>当然，如果要看完整本书，怎么控制阅读的进度，以及复习已经看过的内容也是一个问题，还是
要 SM 排期。</li>
<li>目前想到的方式是：
<ul>
<li>每天看完以后，先整理一下思路，总是有看得懂的东西的。先把能看懂、能理解的东西摘录到 S
。保留不能理解的内容，就在下次再看</li>
<li>部分已经具有相当理解的书籍可以直接导出。</li>
</ul>
</li>
</ul>
<h3 id="思源记录中碰到的问题-">思源记录中碰到的问题：</h3>
<ul>
<li>记录步骤多，流程长：
<ul>
<li>之前做笔记的时候有一个痛点：每次想记录，需要好几个步骤，剪藏，打开思源，复制粘贴，再
想法，可能还要考虑格式。等完成这几个步骤可能都忘了自己想记什么。不能捕获一闪而逝的想法</l
>
<li>相比直接打开思源，用 QuickAdd 直接保存网页内容摘录会方便很多（直接把格式和内容确定好
只用记录自己的想法就可以了）</li>
</ul>
</li>
<li>频繁切换窗口打断想法和思路：
<ul>
<li>我很不喜欢频繁切换窗口，也不喜欢只打开思源一个窗口，很多东西不是在思源记录的时候想到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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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比如说在 Supermemo 阅读的时候：</li>
</ul>
</li>
<li>手机端记录极其不便
<ul>
<li>手机上想记录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保存到思源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思源的安卓端实在
些一言难尽</li>
</ul>
</li>
<li>初期大量的剪藏内容影响搜索
<ul>
<li>刚开始用的时候很喜欢把感觉“有用”的东西都剪藏到思源，觉得以后肯定会看的，肯定会整理
。但是实际上，那些剪藏内容除了干扰我搜索以外什么用的没有……</li>
<li>直接剪藏缺少第一步的预处理，和 Andy 所说的“自动导入的收集箱”没有区别（<a href="http
://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notes.andymatuschak.org%2Fz5QkRggMX
2gMna9wCyVFLoY1EhwtnFQvtJJ5%23%3A%7E%3Atext%3DIf%2520you%2520automatically%
C%2520less%2520reliable."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WebURL</a>）</li>
</ul>
</li>
</ul>
<h4 id="怎么解决记录中碰到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记录中碰到的这些问题？</h4>
<h5 id="用-QuickAdd-速记-">用 QuickAdd 速记：</h5>
<ul>
<li>能够快速记录想法并且不用切换窗口，是制作 QuickAdd 的初衷。</li>
<li>为了不和剪藏功能冲突，在新 QuickAdd 里增加了“等待剪切板变化”的延时设置，可以更快速
唤起动作</li>
</ul>
<h5 id="手机端用写拉松记录-">手机端用写拉松记录：</h5>
<ul>
<li>写拉松安卓端的卡片盒记录很方便，而且写拉松的整理功能也很不错。</li>
<li>写拉松和思源相互导入可以用 Quicker 实现</li>
</ul>
<h5 id="以标题标记整理讨论内容">以标题标记整理讨论内容</h5>
<ul>
<li>用标题标记了经过详细讨论的内容后，在搜索时可以快速查找经过详细讨论内容（标题权重较高
搜索结果靠前）</li>
<li>在较长笔记内可以用大纲快速定位（读书笔记 inbox）</li>
<li>和 Andy 所说的常青笔记标题就像 API 类似，用标题抽象概括了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为“概念抓
”（<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www.zhihu.com%2Fcol
mn%2Fc_1285992721149685760%23%3A%7E%3Atext%3D%25E5%25B8%25B8%25E9%259
%2592%25E7%25AC%2594%25E8%25AE%25B0%255B1%255D%2C%255B2%255D%25EF%2
BC%2589%25E3%2580%2582"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WebURL</a>）</li>
<li>便于搜索，因为经过详细讨论的想法用标题标记了，在 Quicker 动作——划词搜索 里设置搜索
类型为标题和文档就能找到我想要的内容，而不用写复杂的 SQL 语句</li>
</ul>
<h5 id="用-QuickAdd-轻度剪藏-">用 QuickAdd 轻度剪藏：</h5>
<ul>
<li>适用场景：
<ul>
<li>没有找到收集碎片信息的最优解，可以试试这个动作</li>
<li>犯懒，不想打开简悦、Cubox</li>
<li>对于没必要剪藏整个网页的内容</li>
</ul>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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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为什么不用简悦、cubox、等专业的网页阅读、剪藏工具还要用这个？
<ul>
<li>在实际使用中，所有标注软件、插件都需要多一个导出笔记的步骤</li>
<li>对我来说很多网页实际上需要的都不是剪藏以后仔细阅读，而是能够溯源，查看当初引起我们注
的一段话。所以 Chromium 内核的浏览器自带的网页高亮就足够满足我的需求了。</li>
<li>如果需要保留网页快照本地查看，用 singlefile 下载 HTML，或用 Zotero 剪藏作为稍后读。然
本地标注也可以满足需求。（这两个功能已经塞进 QuickAdd 了，不过还有优化空间，用 hypothesi
+ 本地 HTML 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li>
</ul>
</li>
<li>为什么不用思源自带的剪藏？
<ul>
<li>正如前面提到的——思源直接剪藏会影响搜索</li>
<li>存在大量的图片和无效信息，占用云端空间</li>
</ul>
</li>
<li>不过 QuickAdd 的剪藏是残缺的半成品，链接的高亮内容在点击之后就会消失</li>
</ul>
<h3 id="借助BookxNote脑图整理">借助 BookxNote 脑图整理</h3>
<ul>
<li><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https%2F%2Fgetquicker
net%2FSharedaction%3Fcode%3D36ab4edf-3433-4364-5b98-08da34faf1d5" target="_blank" 
el="nofollow ugc">提取 BookxNote 层级</a>
<ul>
<li>在使用摘录 + 补充信息的前提下。</li>
<li>可以将任意笔记本合并，进行主题整理，查看关联。导出大纲层级后可以在思源直接生成一个带
录信息链接的 moc（思维导图）</li>
<li>也可以用思源导入 bxn，SQL 出指定笔记导入 BookxNote。可以设置一个空笔记本，将这个笔
本和其他笔记本合并，就可以实现思源笔记内容和摘录一起整理的效果了</li>
</ul>
</li>
<li><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2F%2Fhttps%2F%2Fgetquicker
net%2FSharedaction%3Fcode%3De3f5f7b5-b85f-419c-e811-08da2c86b7bd" target="_blank" 
el="nofollow ugc">更新 BookxNote 摘录</a>
<ul>
<li>该动作用于更新思源摘录卡内容到对应的 BookxNote 笔记。配合 SM 同步到思源使用，目的是
 BookxNote 显示 SM 最新的渐进内容。</li>
<li>同时还会更新摘录卡的链接，并生成新的链接内容。效果同 <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
ward?goto=https%3A%2F%2Fhttps%2F%2Fgetquicker.net%2FSharedaction%3Fcode%3D1fe
8688-2389-4599-e27b-08da36e2ef90"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思源笔记导入 Boo
xNote</a>。</li>
</ul>
</li>
</ul>
<h3 id="如何实现相对无压的阅读-">如何实现相对无压的阅读？</h3>
<ol>
<li>不用考虑怎么格式
<ul>
<li>因为动作里已经写好我最常用的格式，并且摘录信息就是上下文，BookxNote 链接就是引用原
，自己的批注就是概括总结，一步完成卢曼的文献笔记。</li>
<li>在卡片盒（书的文档）里，查找关联也有迹可循，可以根据自己的批注，快速找到相关的讨论和
片</li>
</ul>
</li>

原文链接：【经验分享】思源书斋系列动作

https://ld246.com/article/1653485885581


<li>不用考虑怎么整理，应该和什么关联比较好
<ul>
<li>因为在摘录的时候我直接凭借第一印象进行双链，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关联就不去想，直接写
我自己对摘录内容的总结和看法就可以了</li>
</ul>
</li>
<li>不用担心不能可视化的整理
<ul>
<li>整理借助 BookxNote 的脑图，进行，直接导出整理好的脑图大纲，将思源对应的卡片作为超链
放在大纲列表里。在保留 BookxNote 脑图结构的同时还可以对主题进行 MOC 管理</li>
</ul>
</li>
<li>不用担心找不到自己的笔记
<ul>
<li><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siyuan%3A%2F%2Fblocks%2F202205202
0527-59tcg1c"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以标题标记整理讨论内容</a></li>
</ul>
</li>
</ol>
<h3 id="将摘录内容设置为超级块的一些想法">将摘录内容设置为超级块的一些想法</h3>
<p>　　摘录 + 补充信息动作中：摘录卡存放在书名文档下，以超级块形式展现。</p>
<ul>
<li>为什么这么设置？
<ul>
<li>因为 BookxNote 的摘录笔记是可以合并、自动、修改层级的。如果以 BookxNote 的大纲形式
放，不能用于主题阅读，也不利于修改大纲层级后在思源查找。</li>
<li>“卡片是用来大量引用，寻找关联的，不是看完一遍，导入就完事的”（智识的生产技术）</li>
<li>如果用超级块的形式存放，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 moc 下都可以用超链接的形式引用这张卡片</
i>
</ul>
</li>
<li>类似卢曼卡片盒的永久笔记和文献笔记的区别。
<ul>
<li>笔记和引用内容分离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 可以重复引起感触的往往是原文，而非阅读笔记。
且在二次引用的时候第一次阅读的感想未必是需要的内容，如果笔记和引文分离就可以精确的引用笔
或者原文</li>
<li>搜索的时候可以进行筛选，比如说 SQL 语句加一个 hpath not like "书单笔记本"就可以排除摘
内容对搜索的干扰了。</li>
<li>可以统一摘录格式，便于后续复用（给超级块设置自定义属性就可以精准定位到这条笔记）</li>
</ul>
</li>
<li>基于对未来的展望。
<ul>
<li>理想中的白板是可以根据双链自动链接，并且可以建立手动链接的。（<a href="https://link.ld2
6.com/forward?goto=siyuan%3A%2F%2Fblocks%2F20220524110148-y0ynlr0"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风尘噗噗</a> <a href="https://link.ld246.com/forward?goto=https%3A
2F%2Ffengchengpupu.super.site%2Ffbc3056fa1014138ab31bca6f85cff2c%23%3A%7E%3Atex
%3D%25E5%259F%25BA%25E4%25BA%258E%25E5%258F%258C%25E9%2593%25BE%25E8
2587%25AA%25E5%258A%25A8%25E7%2594%259F%25E6%2588%2590%25E7%259A%258
%2C%25E7%259A%2584%25E5%25BC%25BA%25E5%2585%25B3%25E7%25B3%25BB%25E
%2593%25BE%25E6%258E%25A5%25E3%2580%2582"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
ebLink</a>)</li>
<li>这样操作的话（QuickAdd 添加笔记，作为引用），如果后续出了这种白板，就可以直接把阅读
记，以及引用带入了。即使不支持，因为输入格式是标准化的。了解白板特性以后修改一下笔记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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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方式也不是什么难事。</li>
</ul>
</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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