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我的微信公众号 Windows 平台流程
化写作与发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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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精选

Matrix 是少数派的写作社区，我们主张分享真实的产品体验，有实用价值的经验与思

考。我们会不定期挑选 Matrix 优质的文章，展示来自用户的 真实的体验和观点。

文章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少数派仅对标题和排版略作修改。

对于「个人微信公众号（以下简称公众号）的流程化发布」这个话题，其实在互联网

上被很多人讨论过。说实话我自己也钻研了很长时间，至今仍不敢和人妄下定论「我

已经不用担心公众号发布的事情」，但是目前的方案和以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提

升。话不多说，整理成一篇 Windows 下的公众号流程化写作与发布方案，以供后来

参考。

此外，我还是保持以往写作的叙事风格，力求把事情说清道明。此外，加粗的部分也

为「太长不看」而准备。

说在前面

广义上看，对于「码字→配图→成文→样式化→发布」这样一个写作过程，一千名作

者眼中有一千种方法。但对于拥有公众号的作者来说，各种不同的方案所要解决的问

题都直指一个共同的核心——公众号该如何流程化发布。

公众号的特殊性，导致它的发布条件众所周知地苛刻：

在 Markdown （以下简称 M↓）写作已经很常见的今天，公众号后台编辑

器仍然是富文本编辑器

并且是巨难用的富文本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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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流行的第三方编辑平台同样既难看又难用，复制到公众号的格式还嵌套

了各种各样的冗余样式

如此种种，不再详述。

而需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重点就应该放在「流程化」上。简言之，就是形成一套不囿

于文章中具体的段落句读的、整体而宏观的、一步到位的公众号发布流程， 好同时

也能让公众号以外平台的发布得到兼顾。

所以，本文就讨论一下，如何在 Windows 上一次性完成主要写作过程，并流程化发

布于公众号。

先决定写作应用

对于 Windows 平台，我非常喜欢 Typora 这款应用。在刚接触 M↓ 写作的时候，我

就一口气下载了很多个本地编辑器， 终敲定了 Typora。先简单说决定性因素：

1. 界面简洁美观一款养眼的本地编辑器，对创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 所见即所得很多 M↓ 编辑器存在的问题就是「写」和「看」很割裂，要么将

渲染前后的样子以左右两栏的形式隔开，要么无法实时渲染、只对 M↓ 文本

进行简单的颜色标记。而 Typora 默认在输入 M↓ 标记后就直接渲染成主题

的样式，这样也保证了写作思路的清晰。

3. 自动保存可以手动设置，无需按保存键就可以自动保存，这是沉浸式创作中

很重要的一点。

Typora 对我来说如此趁手，以至于如果哪天公众号的条件苛刻到我必须放弃用

Typora 进行本地创作的话，我宁可放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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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决定图片

公众号编辑器难用，图片问题是大头。在自己的上一篇文章中，甚至用到了多达 21

张静态图片加上 5 张动图。如果图片问题无法解决，我便对发布公众号提不起一丝一

毫的欲望。

本地图片

在使用本地编辑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配图往往有以下几种方法：

照片型

从互联网上下载至本地，再导入编辑器

直接将互联网上的照片拷贝至剪贴板，再粘贴到编辑器

截图型

将截图拷贝至剪贴板，再粘贴到编辑器

将截图保存在本地，再导入编辑器

动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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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录制完成的动图保存在本地，再导入编辑器

灵魂画师、设计师自己制作配图型

将图片导出到本地，再导入编辑器

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各种类型万变不离其宗：要么从本地导入，要么从剪贴板粘

贴。从剪贴板粘贴的好处是方便，能省一步是一步，但是对于素材管理却是噩梦；从

本地导入则更有条理，不过稍稍麻烦一些。

对于长期写作而言，良好的写作习惯非常重要。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注重条理性的

人，这一点性格也被我带到了数字世界的文件管理上。我会将每篇文章的 M↓ 文稿都

存放于以写作时间命名的目录下，并在此目录下建立一个 ./Img  文件夹，存放文章的

所有配图，并且存放的时候就直接将图片命名，然后将自己的所有文章全部上传到

iCloud，以便多终端访问、修改。

随手将图片命名的好处在于，在插入图片到文章中后，将来渲染样式时给图片起标题

就会非常方便。

所以我摒弃了剪贴板粘贴的方法，每次配图都先保存到 ./Img  文件夹，再拖入

Typora 中。另外，我在 Typora 中修改了插入图片的默认 M↓ 语法，以相对路径显示

图片位置，而且我上传 iCloud 的也是整个目录，所以不会担心跨平台的问题。

历史文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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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号后台中上传图片，目前我发现了三种方法：

1. 直接在后台上传忍受差劲的编辑器和割裂的写作体验。

2. 将 终写完的文章以 HTML 的形式拷贝到后台由于是拷贝整篇文章，所以

出现不适配公众号编辑器的问题时需要再次修改，并且修改起来很困难（见

后文详述）。

3. 使用图床用图床链接而非本地链接来表示图片，再将纯文本形式的 M↓ 文稿

发送至第三方排版平台，使用样式表进行排版、优化，并且直接发布。

显然，我采用了 后一种做法。此时，对于在互联网发布（特别是在公众号发布），

图床的必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涉及到图床选择的问题。

图床选择

需要明确的是，公众号后台对于文章图片采取的策略是「一律上传到微信自己的

CDN」，有一说一，这一点还是很方便的。所以，选择图床的时候，我就记住一点：

图床不重要，能让微信拉取到图片才重要。换句话说，只要微信从公众号编辑器拉取

到图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操心了，哪怕某一天图床跑路了，文章配图依然在，

它甚至连水印都会帮我打好。

ShareX

由于本文的环境是 Windows 平台，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 Windows 下著名的上传与

分享工具：ShareX。但是就实际使用的体验来看，并不是很好。原因如下：

在 ShareX 中内置支持的图床，有很多是优秀的国外服务，公众号后台统统

无法拉取。

即便是自定义图床配置，ShareX 也需要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写作

体验的割裂。我必须先在 Typora 中写文章，然后将图片通过 ShareX 自定

义的快捷键上传到自定义的图床，再把自动返回的图床链接粘贴到 Typora

中去， 终形成纯文本 M↓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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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 Typora 能够整合一个图床上传服务的话，一切就会好很多。

PicGo

巧得很，Typora 中确实整合了一个名为 PicGo 的图床聚合应用，那我就没有理由不

选择它了。

同样，我将主流的几家图床服务都尝试了一下：

imgur全球公认 优秀的图床服务，但是由于特殊原因，公众号后台无法拉

取。

GitHub虽然人称 GitHub 什么都能做，但是如果做图床，公众号依然无法

拉取。

SM.MS一名活跃于 V2EX 的开发者开发的图床服务，同样也是国内目前数

一数二的图床服务，同样也是公众号无法拉取。

七牛、腾讯等国内云存储注册需要身份证实名认证，对于发布公众号而言有

些大材小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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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看似选择很多，有这么多非临时的图床服务，但是仔细一考量，其实路全都被

堵死了。我在这一步一筹莫展了很久，后来才想通。还是那句话：图床不重要，能让

微信拉取到图片才重要。所以，我只需要提供临时链接的图床就可以了。于是我想到

了 Markdown Nice 排版工具（以下简称 mdnice）【后文详述 2】的开发者

@Phoebe 先前自建的临时图床：mdnice 图床。

但是，既然是临时图床，就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 Typora 中将图片上传之后，本

地图片的链接就会直接被替换成图床的链接。这对于临时图床来说是致命的，因为有

可能以后再打开这篇文稿，所链接的图片就被全部清空了。于是我采取了这样一种方

法：在我的写作流程里，我会保留一份「用本地链接格式配图的 M↓ 文稿」（以下简

称「原文稿」），然后将其复制一份，单独用于上传临时图床，得到一份「以图床外

链格式配图的 M↓ 文稿」（以下简称「图床版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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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我去查找 mdnice 图床的时候，发现已经找不到了。不知从何时开始，

@Phoebe 转而采用了开发者 @编程如画 在2019 年年末写的一个名为「图壳

（imgkr）」的图床。就目前看来，这个图床的链接是长期保留的，不过我观念比较

传统，依然是不习惯于以图床链接的形式来长期保存文章的，所以图壳对我而言依然

是一个临时图床，我也就仅将其当作公众号发布的跳板来使用。

@编程如画 在 图壳的开发日记 里写道：

图床配置

图床找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配置的问题，这些都不难。

首先需要下载 PicGo 应用，并且在 Typora 的偏好设置中启用。

然后，在 PicGo 中添加 web-uploader 插件 。

提示：安装插件需要 npm 支持，可以先在 Windows 上安装 Node.js。这是手动安

装 web-uploader 的地址，也可以在 PicGo 中自动安装。添加完成后，插件面板便会

显示。

这段时间一直在做一些开源项目和小工具，囿于国内没有好用的图床，为
了解决图片存储问题，与@小匠合作做出了自己的图床，并开放出去，希
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选择 Pic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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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这篇文章 在 PicGo 中自定义 Web 图床。

这一步对于我这样不懂代码的「麻瓜」来说，属实走了不少弯路，不过好在 后还是

琢磨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Typora 添加图壳作为上传的图床，就已经完成了。整个配图的过程梳理

一下：

1. 在 Typora 中写作

添加插件

图壳配置

登录

https://juejin.im/post/5df6d7bf6fb9a0160c412051


2. 将需要插入的图片保存至本地，并做好文件管理、图片命名

3. 将图片插入至 Typora

4. 继续完成整个写作流程

5. 将 终文稿复制一份

6. 将复制的文稿继续用 Typora 打开，上传所有图片至图壳

7. 得到一份图床版文稿

到此为止，写作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决定样式

样式，或者俗称排版，是一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文章风格化最直接的体现。对于

M↓ 格式的文章而言，样式化主要依托于 .css  样式表。而如果需要在富文本格式的

公众号编辑器中套用自己常用的样式表，则需要曲线救国一番，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将 M↓ 格式的文章渲染为 HTML 格式，拷贝并粘贴在公众号编辑器

直接将 M↓ 纯文本粘贴在公众号编辑器，然后使用浏览器扩展来转换样式

使用专门针对公众号排版的网站，在网页上一键转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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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 HTML

首先来看第一种。Typora 本身即支持导出 HTML，导出后直接粘贴在公众号编辑器

中，所以第一种方法是 方便的。但是这样子的弊端也很明显，就是会导致各种各样

的格式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缩进消失

二级列表消失

代码块消失

公式不受支持

外部链接被删除

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如果再去逐项排查修改，不仅查找困难、过程枯燥、步骤繁琐、

毫无意义，而且也会极大地降低写作效率，有违流程化写作「一步到位」的理念。所

以，粘贴 HTML 的方案被我排除。

浏览器扩展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 M↓ 纯文本的排版，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浏览器扩展：Markdown

Here，我也经常使用它。Markdown Here 支持自定义样式表，而且在浏览器中任何

可以输入文本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它来一键排版。所以，理论上讲，Markdown Here

的适用场景非常广阔。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对发布公众号而言，依然会出现上述的几大格式问题。

我也不仅仅是发布公众号这个单一的平台。

对于其他平台，这种「一键排版」的扩展程序并不能够识别本地图片链接，也无法从

本地上传。所以图片必须是图床链接的形式，而且是相对稳定的图床，如 imgur、

SM.MS 等等。而我前文已经提到，我仅仅是把图壳作为「临时图床」来使用的。

图壳是一款在 2019 年 12 月才诞生的、由个人开发者开发的免费图床，我对它的历

史、口碑、用户协议、隐私政策、甚至安全性全都无从知晓。如果此时我只是为了使

用浏览器扩展来排版，就将相同的内容再上传一遍到其他图床，将会非常影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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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公众号的排版工具

所以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寻找已经适配了公众号的第三方排版工具。

目前的公众号排版工具其实并不少，如我先前接触的「可能吧」公众号一键转换器、

后来了解到的 Wechat Format 排版工具，以及 终使用的 mdnice 排版工具，和

近刚了解到的 Md2All 排版工具等等，具体也可以参考互联网上的这篇推荐。其中：

「可能吧」排版工具不支持自定义样式表。

Md2All 支持自定义样式表，并且解决了上述一系列格式问题，不过由于刚

接触，也就没有很深入地去了解。

Wechat Format 也解决了格式问题，不过网页版依然不支持自定义样式

表，想修改的话需要下载源码。Wechat Format 的作者表示：

所以，我 终选择的是 @Phoebe 开发的 mdnice。其实 mdnice 所采用的图床也正

是由 @编程如画 开发的图壳，二者背后的故事可以在 @编程如画 的这篇《我体验开

源世界的这几年》推文中了解到，或者参考 Markdown Nice 文档。

印象中，大约半年以前在使用的时候，mdnice 的网页和现在的并不相同。不知何

时，mdnice 将页面网址更新为 https://mdnice.com/，并且推出了相应的浏览器扩

我已经把 WeChat-Format 的源码放在 GitHub 上了，想要什么自己去
改吧，Free as in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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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程序，可以在公众号的编辑器页面上显示更多元素，也可以直接选择或自定义

CSS、直接渲染。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扩展程序会导致原本的页面元素也被样式表所改变。鉴于扩展程

序至今仍在开发中，所以我就暂时先不用了。

直到这一步，我与「流程化发布公众号」的斗争才进入了终局：采用 mdnice 的网页

来排版，然后直接在公众号编辑器里粘贴。由于是发布个人公众号，所以可以有充分

的空间来自定义自己喜爱的样式表；另一方面，mdnice 也内置了越来越多的样式

表，可以供一键调用。

mdnice 浏览器扩展

页面元素也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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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步反而没什么好说的了，梳理一下：

1. 直接用 Typora 打开图床版文稿

2. 拷贝其内容然后粘贴到 mdnice 的网页

3. 记得在「格式」里将链接转为脚注

4. 然后点击右侧的「公众号」图标，拷贝到剪贴板

5. 在公众号编辑器中粘贴

6. 后加上标题、作者、题图、简介，就可以发布了！

其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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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讲过，我不仅发布于微信公众号这一个单一的平台，所以我也需要考虑目前这套

流程的通用性。好在搞定了公众号之后，其他的平台就简单太多了。由于我已经留存

了「原文稿」和「图床版文稿」两种格式的文章备份，所以对于支持自动上传图片至

CDN 的平台，我就用图床版文稿，不支持的平台我就用原文稿。

最终流程梳理与总结

事实上，在我的理解中，将「写作」与「发布」完全隔离，正是让创作流程化、模块

化的重中之重，而「让创作流程化」又是高效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费劲巴

力，为的就是形成一套「本地创作→云端备份→公众号发布」的流程。在我文章写完

的那一刻，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发布层面的事情，就该脱离文章内容本身了。如果追

本溯源的话，M↓ 标记语言诞生的初衷也正出于此。

对于「写作」和「发布」的隔离，我的做法归根结底无非就是：

以「原文稿」和「图床版文稿」两种形式保存文章

在流程上将写文字与配图绑定、套用样式与发布绑定

恪守「一步到位」的原则

在尽可能不改动文章内容的前提下，采用妥协于平台的发布方法

而要妥协于平台，则不难看出，整个流程的难点就在于如何面对公众号匮乏的图片功

能和羸弱的样式支持。

那么就考虑到图床的问题：用哪个应用来上传，是采用永久图床还是临时图床。如果

用永久图床，就得寻找靠谱的东家，而且公众号后台可以拉取；如果是临时图床，那

么就无所谓了。所以对比之下选择了 Typora 内建的 PicGo 图床聚合服务，并且根据

API 自定义添加了图壳的图床。

同时我也引申了一下文章管理的方法，比如在 M↓ 格式中如何引用图片的位置，以及

如何在本地和云端存放自己的往期文章等等。

后就到了样式化的环节，需要综合考虑公众号格式的支持、样式表的自定义、使用

起来的便捷程度等诸多因素。在这个环节，我 终确定了 Markdown Nice 排版工

具。

以上就是我目前的「微信公众号 Windows 平台流程化写作与发布」的整套方案。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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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写这篇文章时，《Markdown Nice-微信公众号排版神器》、《【两年的干货】新

媒体写作工具指南》、《盘点国内免费好用的图床》等文章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这些以 Typora 为基点的一切，对于转移到 macOS 平台而言，理论上也是适用的。

然而在 macOS 上，有 Ulysses 这样优秀的行业级写作和文章管理应用，不用实在可

惜。所以，我还打算整理一套基于 Ulysses 的 「macOS 流程化写作与发布方案」。

今天也没什么干劲，这件事情就等到以后再去做吧！

> 下载少数派 客户端 、关注 少数派公众号 ，了解更精彩的数字生活 🍃

完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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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dot.net/p/13330/
https://zhuanlan.zhihu.com/p/7455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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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登录后评论...

卫书有道

windowns主题好靓, 分享下吧~~

2 3 0 举报 21小时前

Vio

https://www.deviantart.com/kdr3w/art/Porcelain-774407071

0 0 举报 20小时前

Maxxie6418

一看到主题就知道肯定有人问，文章都没看直奔评论区

0 0 举报 17小时前

紫苑工坊

请问 文章中思维导航图 是用什么软件或者网页制作的？

1 0 0 举报 1小时前

Vio

xmind 评论区说了

0 0 举报 50分钟前

玖音

Vio
摄影爱好者/启蒙军特工/Ryzentosh用户/GTA5三年玩家/这辈子都不想再碰物理

全部评论(28) 热门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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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spai.com/u/qeuf9pce/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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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spai.com/u/4v4ltegi/updates
https://sspai.com/u/gacrrnbz/updates
https://sspai.com/u/qeuf9pce/updates


受益匪浅呀！学习了！

1 0 0 举报 11小时前

Vio

蟹蟹9音～嘻嘻

1 0 举报 11小时前

孤独地流

用markdown nice好像没有看到有字体和页边距选项，只能通过css自定义吗？不知

道是不是能和公众平台的编辑器结合来用

1 0 0 举报 15小时前

Vio

这倒没有在意。。

0 0 举报 13小时前

高锰酸钾进口量

感谢分享！

我这边是在石墨文档中写稿，然后复制粘贴发布。

好处在于复制粘贴图片时没有什么问题，也支持常用的md语法，用起来还算方便。

问题还是在其他平台发布上，比如空行、图片需要重新上传等。

随后试一下文章中的方法，之前一直觉得图床比较麻烦，但还是得尝试一下。

0 0 0 举报 15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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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spai.com/u/9dubziyc/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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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aC

看到简介里的“启蒙军特工”，是种草的阿根特没错了

1 0 0 举报 16小时前

Vio

嘿嘿嘿 有空一起换卡

0 0 举报 16小时前

玩味美好

少数派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两天刚好在弄个人订阅号。那个编辑器实在是喜欢

不起来，一度让我有一种想「教 ZXL 做公号编辑器」的想法🌚

文章通读了一遍，收获还是蛮大的。 近试了很多 Chrome 上用的第三方公号辅助插

件，但没有一款能让我完全满意的，决定回头按照你说的试一试🙏

1 0 0 举报 17小时前

Vio

加油！其实我今天才发现，这个方法在转换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瑕疵，比如加粗符

号的末端是标点的时候，会发生识别问题，例如**我是vio。**不会被识别，而**我

是vio**就可以，不过完成度依然还是很高了。

0 0 举报 16小时前

XavierWang

结合我自己的码文经验来说一下：

1、Typora 很好用 —— 开源、免费、所见即所得，但当文章中插入高分辨率、比较

大的图片时，会经常出现卡顿，甚至崩溃的情况（ macOS 端），虽然说插入大图这

种情况比较少见，却 终让我放弃了它，而选择 iA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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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spai.com/u/lavac/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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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文章图片管理方法基本和 Vio 一样，将图片按规则进行...展开

1 0 0 举报 18小时前

Vio

我有空一定要试一下ia，从写这篇文章起到现在已经被推荐三次了hahaha

0 0 举报 16小时前

跑步队长

可能只有我这种外行才会在石墨文档编辑文章（粘贴或上传图片）

然后粗暴的copy至公众号编辑器里排版发布

大佬们能折腾，甘拜下风！

0 0 0 举报 18小时前

Parallell

同Typora用户，很期待正式版发布

0 0 0 举报 19小时前

武登钧

Vio 真棒👍

1 0 0 举报 19小时前

Vio

蟹蟹钧钧~钧钧也很棒！

0 0 举报 1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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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ntin_Yu

现在用的阿里云做图床接picgo，开防盗链白名单给微信公众号

0 0 0 举报 20小时前

littleyear

在mac上解决你这些问题就简单多了，可以直接用markeditor…也可以预览、甚至内

置了可以直接被公众号拉取的图床…支持css自定义排版、甚至可以添加固定的开头图

片和结尾图片…一键复制公众号支持的格式，直接粘贴就可以，没有错位之类的问题

4 0 0 举报 20小时前

Vio

主要是markeditor的工作目录的思维模式我不是很习惯，本来想提一提，但觉得有

些偏题就没写，这样的话我回头可以去尝试一下，感谢分享。另外，既然有Ulysse

s当然还是想用Ulysses的haha

0 0 举报 20小时前

littleyear 回复 Vio

ulysses nob，markeditor yes！

0 0 举报 20小时前

Vio  回复 littleyear

:(

0 0 举报 20小时前

飞猴

请问一下Markeditor默认用的图床公众号能拉取吗？我用Ulysses写，然后导出到

Markeditor，再用复制微信公众号格式，粘帖到后台。唯一烦人的也是图片问题，

因为用了图床之后，文章打开图片显示明显慢，后来我都是再重新手动贴一遍图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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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举报 5小时前

OriDance

这个导图是用啥做的呀

1 0 0 举报 03月27日

Vio

XMind

0 0 举报 03月27日

没有更多评论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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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ora 完全使用详解

Typora 完全使用详解

liquid617 2019年05月24日 475 83

深度使用 5 款笔记应用后，我为什么
选择了大师笔记？

深度使用 5 款笔记应用后，我为什么
选择了大师笔记？

liquid617 2019年04月23日 202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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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每年买服务器？不如用更轻量的
GitHub Pages 搭建个人博客

不想每年买服务器？不如用更轻量的
GitHub Pages 搭建个人博客

Brick713 2019年05月08日 477 73

除了能玩小游戏，Windows 微信公
测版还有这些实用新功能

除了能玩小游戏，Windows 微信公
测版还有这些实用新功能

奇客派 03月26日 18 36

2020 年，如何才能拥有一个个人网
站？

2020 年，如何才能拥有一个个人网
站？

甜食 03月16日 327 67

macOS 的好用特性，这 12 款软件
让你在 Windows 也能体验到

macOS 的好用特性，这 12 款软件
让你在 Windows 也能体验到

Vio 03月14日 34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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