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导图软件对比
类目
英文官网

Freemind

freemind.sourceforge.net/wiki/index.php/Ma
www.xmind.net
in_Page

中文网站
作者

发布时间

MindMapper

www.mindjet.com

www.mindmapper.com/main/main.asp http://imindmap.com/

www.xmindchina.net

www.mindmanager.cc

www.mindmapper.cc

www.imindmap.cc

XMind Ltd（中国）

Mindjet公司（美国）

SimTech Systems（美国）

OpenGenius Ltd（UK）

√

增强专业版不开源，免费开源

X

百度脑图/
KityMinder

iMindMap

/
个人 Christian Foltin

开源

MindManager

XMind（Pro）

X

/
http://naotu.baidu.com/

X

百度旗下FEX团队
在线软件

2002年

2007年

1994年

1998年出1.0

2007年发布正式版1.0

2014年

Windows
Mac
Linux

Windows
Mac
Linux

Windows
Mac
Web
Mobile(iPhone /iPad /Android)

Windows
Web
Mobile(iPhone /iPad /Android)

Windows
Mac
Web
Mobile(iPhone /iPad /Android)

Web

最新版本

2013.10.19 FreeMind 1.0.1

2016.01.04 XMind 7 (v3.5.2)

2015.10.16 MindManager 16

2015.12.07 MindMapper 16

2015.11.25 iMindMap 9

2015.12.14 v1.4.26

支持语言

包括中、英等近20种语言

英、日、德、法、中等13种

英、日、德、法、中5种语言

界面风格

Java软件风格，较简陋

Eclipse风格，简洁精美

Office风格，大气，功能齐全

Office风格，大气，功能较多

Office风格，界面颜色丰富

Web页面，JavaScript+html

免费

免费版（限制功能）
Plus版- $79
Pro版- $129
订阅版- $79/年

终身版- $349
订阅版- $175/年
企业版- 待定
教育版- 待定

Arena版- $249.95
标准版- $124.95
学院版- $39.95

家庭&学生版- $100
终极版- $235
终极增强版- $310

免费

支持平台

费用

文件格式

中

英、日、德、法、中等13种

.mm

.xmind

.mmap/.xmmap/.mmat/.mmas

.twdx/.twd/.twds

.imx

.km

.mm文件；
所有文件（显示错误）

.xmind/.xmt/.xmap;
所有文件（显示错误）

.mmap/.xmmap/.xml;.mmas/.xmmas;
.mmat/.xmmat;.mmmp/.xmmmp;
.opml;
.docx/.dotx/.doc/.dot
.mpx;
所有文件（显示错误）

.twdx/.twd/.twds;
.jrm;
.txt/.doc/.ppt;
.mpp;
.xml;
.twm;
.map/.mmap/.xmmap/.mm

.imx/.mitx;
nmind;(NovaMind格式)
.doc/.docx;
.imm;
.opml;
.xml;
.mm;.mmap

KityMinder 格式(.km),
大纲文本(.txt),
Markdown/GFM 格式(.md),
Freemind 格式(.mm),
XMind 格式(.xmind),
MindManager 格式(.mmap)

.mm文件；
所有文件（显示错误）

.xmind

.mmap/.xmmap/.xml;.mmat/.xmmat;
.mmas/.xmmas;
.txt/.opml/.html/.csv;
.pptx/.potx/.ppt/.pot;
.docx/.dotx/.doc/.dot;
.pdf/.swf/.bmp/.gif/.jpeg/.jpg/.png
.emf/.wmf;

.twdx/.twd(12/2008/5.0/3.0-4.5版本);
.txt/.rtf/.xml/.emf;
.bmp/.gif/.jpeg/.jpg/.png

.imx

.km

导入思维导图作为节点分支；
导入链接导入作为分支；
导入链接导入作为分支（不带根节点）
导入收藏夹；
导入文件夹作为分支；
导入MindManager X5导图

freemind文件;
word文档;
MindManager文件;
XMind 2008文件

Word文档；
OPML文档；
MPX文件

MS Word文档；
MS PPT文档；
MS Project文档；
MS Outlook文档；

暂无

暂无

打开格式

保存格式

导入文件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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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软件对比
类目

导出文件

导出优劣
势分析

Freemind

MindMapper

百度脑图/
KityMinder

iMindMap
导出到共享(fb,twitter,youtube)
导出到图片（.jepg/.jpg/.png）
导出到3D图像；
导出到文档（word,ODT,PDF）；
导出到演示（多种形式）；
导出到Pack&Go（Zip压缩文件）；
导出到表格（.xls/.xlsx/.ods）；
导出到SVG（.svg）；
导出到网页；
导出到项目（.mpx/.xml）；
导出到OPML（.opml）；
导出语言注释；
导出到DropTask

KityMinder 格式(.km),
大纲文本(.txt),
Markdown/GFM 格式(.md),
SVG矢量图（.svg）;
PNG 图片（.png）;
Freemind 格式(.mm);
XMind 格式(.xmind),

与 MS Office 完美兼容；支持格式比
与 MS Office 完美兼容，支持动态MS
Outlook任务分支，与在线资源整合，支持 较丰富；支持freemind格式
交互式PDF或SWF，导出为网页支持多种
模板，文件内置资源一起打包，输出图片
格式可自定义，输出质量较高

导出资源丰富，也可以与SNS整合，
直接导出到FB及YouTube上；支持导
出语音、视频、丰富的演示形式、支
持导出到压缩文件；支持导出3D图
像；支持DropTask

导出格式较少

内置数十种空白模板与完整模板；
内置本地主题；
支持添加删除自传模板；
支持模板预览；
支持在线模板分享

内置四种空白模板；
内置本地模板；
支持添加模板；
支持模板预览与模板介绍；
支持在线模板（Online Gallery ）；
支持在线模板分享

内置本地模板；
支持添加、修改、导入模板；
支持选择样式、模板和示例导图；
支持模板预览与模板介绍；

三种不同画布与多种主题样式；
内置本地模板(商业、个人、教育)；
支持添加模板；
支持多语言模板下载；
支持模板精灵向导

内置简单空白模板

常规思维导图
逻辑图

常规思维导图
平衡图（向下、顺时针、逆时针）
组织结构图（向下、向上）
树状图（向左、向右）
逻辑图（向左、向右）
鱼骨图（头向左、头向右）
矩阵结构
流程图

常规思维导图
逻辑图（向右）
树状图（向右、分散）
组织结构图（向下、向上、分散）
流程图

常规思维导图
组织结构图（向下、向上）
树状图（向左、向右、右向process
tree 4种、左向process tree）
逻辑图（向左、向右）
鱼骨图（头向左、头向右）
Hierarchy视图（三种）
混合思维导图3种
其他思维导图

2D思维导图(常规)
3D思维导图(常规)
流程图
文本视图

常规思维导图
鱼骨图（头向左）
逻辑图（向右）
组织结构图（向下向右、向下
向下）

信息视图
浏览模式
文件模式

信息视图
头脑风暴模式
演示模式
同步甘特图

信息视图
大纲视图
同步甘特图
链接导图视图
幻灯片视图
预演视图
分析视图

信息视图
演示模式

信息视图
头脑风暴视图
3D视图
演示创建者模式 & 视图
项目视图

信息视图

将分支的节点另存为新的思维导图；
导出为HTML（页面显示）；
导出分支为HTML(html代码）；
导出为XHTML格式（多种)；
导出为Java Applet(.html)；
导出为flash(.html)；
导出为Open Office Writer(.odt)文档；
导出为PNG格式；
导出为JPEG格式；
应用XSLT；
任务从任务节点到Task Juggler文件；
从资源节点到Task Juggler文件资源；
导出为Twiki（.twi）

导出为其他思维导图文件
（.mm/.mmap/.xmind(2008文件)）；
导出为图片
（.pdf/.svg/.jepg/.jpg/.png/.gif
）；
导出为文档
（.html/.htm/.doc/.docx/.odt/.pd
f/.rtf/.txt）;
导出为演示（.ppt/.pptx/.odp）；
导出为甘特图（.mpp）；
导出为表格文件
（.csv/.xls/.xlsx/）

.mmap;.xmmap/.xml;
.mmat/.xmmat;.mmas/.xmmas;
.txt;
.opml
.html;
.csv;
.pptx/.potx/.ppt/.pot;
.docx/.dotx/.doc/.dot;
.pdf/.swf;
.bmp/.gif/.jpeg/.jpg/.png
.emf;
.wmf;

支持格式较为丰富，尤其可以导出为
XHTML、JavaApplet、Flash和SVG格
式，一大特色，但是不能与MS Office完
美兼容

导出格式分类明显，部分可单独设置
导出内容，可导出为其它导图软件格
式，但导出HTML、PDF和Word样式
相似，近乎纯文本，不够美观，不能
与MS Office完美兼容

模板

X

导图结构

视图

MindManager

XMind（Pro）

MS Word文件；
MS PPT文件；
MS Excel文件；
MS Project文件；
MS Outlook任务；
MS OneNote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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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软件对比
类目

头脑风暴

演示

甘特图

任务管理

共享

主题元素
及组织

Freemind

X

X

X

XMind（Pro）

MindManager

MindMapper

进入头脑风暴模式：创意工厂，收集 头脑风暴三步骤，输入挑战到挑战对话框 提供样本供参考，提供多种模板，
点子即输入主题，然后拖放到当前思 可以直接发送到导图，输入想法到想法对 提供向导指南，通过在彩色的标签
维导图中
话框直接发送到挑战下，针对不同情况
及模板中填写idea。
（SWOT、时间管理等）提炼优化，附加
灵感卡，提供灵感。

通过头脑画布开始，使用菜单添加想
法、小想法标签，添加图像，添加分
组。所有想法在画布中直接呈现，不
是导图样式，而是特有的风格。

演示模式- 进入后点击显示主题，左 自动创建幻灯片（左侧显示幻灯片）
幻灯片播放模式（播放创建幻灯片）
侧可显示幻灯片大纲
幻灯片缩放平移
演示 /预演模式（穿行模式，从第一个到
最后一个主题穿行播放）
打印幻灯片
导出幻灯片到MS PowerPoint

自动创建幻灯片（左侧显示创建幻
灯片及大纲显示，点击大纲选中主
题）
幻灯片播放模式（播放创建幻灯
片）
大纲播放模式
打印幻灯片
导出幻灯片到MS PowerPoint

另存为演示，导出PPT后可以进入演示
模式，左侧显示幻灯片大纲

修改任务信息显示甘特图时间轴；
可以拖动线条更改时间；
修改主题颜色更改线条颜色

通过schedule直接设定与任务信息结 通过项目选项调用，修改任务信息显
示甘特图时间轴；
合在一个窗口；
可创建线条及拖动线条更改时间； 可以只显示甘特图，隐藏导图查看
可以直接修改线条颜色

修改任务信息显示甘特图时间轴；
可以拖动线条更改时间；
修改主题颜色更改线条颜色；
可以更改甘特图显示的位置

X

跟踪任务（优先级、开始截止时间、进度
、时长、投入、资源）；
任务快速过滤；
任务依赖关系及消除松弛时间；
跟踪任务（优先级、开始截止时间、 移动项目；
进度、时长、资源）；
动态MS Outlook任务时间或分支；
同步甘特图；
主题提醒/通知；
项目里程碑
快捷命令转换主题到任务；
同步甘特图；项目里程碑；
资源可用性及利用；
MS Project导入和导出

跟踪任务（优先级、开始截止时间
、进度、时长、资源）；
任务依赖关系；
动态MS Outlook任务时间或日历分
支；
同步甘特图；
项目里程碑；
展示任务CMPLT、成本等；
按照时间、周、月、年不同形式显
示甘特图

X

在线存储；
保存到EverNote；
局域网共享；
共享到biggerplate

在线存储
在线编辑及共同编辑
在线分享
电脑、Web与手机APP共享

在线存储
在线编辑及在线协作
在线分享
电脑、Web与手机APP共享

共同点：
中心主题
添加字主题、父主题、同级主题
编辑主题格式（富文本）
插入主题间关系线
自动调整版式
插入图标、图片、附件、链接、备注

共同点：
中心主题
添加主题
编辑主题格式(样式、形状、颜色)
插入主题关系线
自动调整版式
插入图标、图片、附件、链接、备注

共同点：
中心主题
添加主题
编辑主题格式（富文本）
插入主题间关系线
自动调整版式
插入图标、图片、附件、链接、备
注

共同点：
根节点
添加子节点、父节点、平行节点
编辑主题格式（富文本）
插入主题间关系线
自动调整版式
插入图标、图片、附件、链接

百度脑图/
KityMinder

iMin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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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跟踪任务（优先级、开始截止时间、
进度、时长、资源）；
加载或导出MS Outlook任务时间或日
历分支；
同步甘特图；
项目里程碑

在线存储
在线编辑
在线分享
电脑、Web与手机APP共享
导出到共享（fb,twitter,youtube）
共同点：
中心主题
添加主题
编辑主题格式（富文本）
插入主题间关系线
自动调整版式
插入图标、图片、附件、链接、备注

X

分享到SNS
分享到百度云
共同点：
中心主题
添加主题
自动调整版式
简单编辑主题
插入图标、图片、链接、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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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软件对比
类目

主题元素
及组织

高级功能

Freemind
不同点：
添加加密主题和加密整个导图
内置日程
支持导入目录和收藏夹

XMind（Pro）
不同点：
添加录音备注
样式编辑器
风格编辑器

MindManager

MindMapper

不同点：
添加标签及文本标签
设置主题属性
每个主题多个超链接
添加主题电子表格和图表
添加动态Excel表格和范围
添加导图部件（新增49个）
新增手绘图形

不同点：
添加录音
F6自动复制添加主题
主题下添加多个链接

百度脑图/
KityMinder

iMindMap
不同点：
添加录音
手绘风格思维导图

不同点：
暂无

X

X

多用户共同编辑

多用户共同编辑

X

X

X

画布分页操作

X

X

X

X

X

打印甘特图

X

X

X

X

X

X

计算和公式

X

X

X

X

X

数据库连接

X

X

X

X

X

VBA宏支持

X

X

X

X

X

企业版服务端操作

X

X

X

优势

1. 导出Flash和HTML格式出色
2. FreeMind 可以导入目录结构
3.简约，占用资源少，启动运行速度快
4. 免费

缺陷

1. 导出如图片及MS格式不完善
1. 无法多个思维中心点展开
2. 不支持HTML及Flash
2. 部分中文输入法无法在 FreeMind 输入
3.不能对部分文字分别设定格式，可
3. 功能较少，与MS及其他无整合
以shift+enter换行
4. 更新较少，可持续性不高
4. 没有APP，不支持在线协作与同步

综述

界面简洁美观，Pro版功能较为齐
全，个人免费版功能较少，适合个人
用户进行简单的思维导图编辑与个人
创作，作为后起之秀，不断季度还有
待提升。

开源免费，界面简单，涵盖基本创作思
维导图功能，适合奉行极简主义用户进
行简单的思维导图编辑与个人创作

1. 界面美观
2. 结构丰富且支持混用
3. 支持自由节点因而支持多图

1. Office界面，易上手
2. 功能强大，软件完善
3. 与MS程序高度整合
4. 在线云分享与多用户共同编辑
5. 企业版SharePoint服务端操作
6. 桌面程序、Web服务及APP同步
7. 高级功能部分出色
8.任务管理、云分享及多方面促进团队协
作

1. F6自动粘贴功能，方便采集数据
2. 功能强大，软件成熟
3. 在线协作会议管理促进协作
4. 桌面程序、Web及APP同步
5. 软件较简单，但功能不失色

1. 手绘思维导图，色彩好
2. 头脑风暴功能较为出彩
3. 有思维导图的认证及培训等外在服
务

1. 免费
2. 简洁易用

1.不能对部分文字分别设定格式，可以
shift+enter换行。
2. 软件安装较麻烦
3. 价格偏高

1. 对中文支持不够好
2. 价格偏高
3. 软件更新较慢

1. 扩展功能局限
2. 中文支持，有乱码现象
3. 试用时间较短

1. 只具备基本功能，功能太少
2. 只能在线联网编辑

MindManager是思维导图的开山鼻祖，较
为完善，office界面易上手，内置功能强
大，且拥有丰富模板，与MS Office 及
Outlook完美整合，支持Web和移动设备，
可实现在线存储、共享及共同编辑，企业
版与SharePoint完美结合，通过服务端控
制，实现团队高效协作，可满足对思维导
图使用有较高要求的用户及企业用户。

MindMapper是被忽略的好思维导图
软件，软件简单但功能强大，对细
节的把控非常好，可支持多种思维
导图结构，演示功能很出彩，F6功
能特别适合整理电子文档资料，同
时可实现在线存储、共享及共同编
辑，可以满足个人与企业等不同需
求

iMindMap是思维导图创始人与团队共
同开发的产品，更注重思维导图本身
的形式与结构，因此，在导图本身做
的比较尽善尽美，而导图之外的附加
功能如项目管理等等做的不够出色，
适合对手绘思维导图有偏爱的个人使
用。

轻量级开源思维导图工具，具
备基本功能，兼容其他思维导
图软件文件，有百度做后台，
前景可观望，但目前只能在线
编辑，使用上还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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