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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政策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办法 

河财政教[2012]166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人才培养、创新教育和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实验室建设

与管理水平是检验学校教学质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建设

与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实验室基本任务 

    第二条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的规定，承担实验教学任务，编写与

完善实验教学文件，合理安排实验人员，保证实验教学任务的完成。 

    第三条  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积极进行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学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条  根据承担的科研任务，积极开展学科实验工作。努力提高实验技术，

完善技术条件和工作环境，以保障高效率、高水平地完成科学实验任务。 

    第五条  实验室在保证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

技术开发，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第六条  完成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维修、计量及标定工作，使实验仪器设

备处于完好状态。 

    第七条  严格执行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第三章  实验室建设 

    第八条  实验室的设置，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室教学或科研、技术开发等任务； 

    （二）有符合实验室技术要求的房舍、设施及环境； 

    （三）有能满足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基本数量的仪器设备； 

    （四）有合格的实验室主任和一定数量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 

    （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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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凡以科研任务为主的实验室，必须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明确的科研方

向和长期稳定的科研任务。 

    第九条  实验室的建制，要遵守以下审批程序： 

    （一）设立、调整、撤销实验室必须经院系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后提出，经教

务处审核后，报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 

    （二）经考核或评估不合格的实验室，其调整、撤销由院系或教务处提出，

报主管校长，经校长办公会通过批准； 

（三）实验室的建制要相对稳定，设立、调整、撤销实验室要慎重，避免盲目性。

调整、撤销实验室时，要做好实验人员、房屋设施、仪器设备、物品的安置工作。 

    第十条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要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要考虑环境

设施、仪器设备、人员机构、经费投入等因素。避免小而全和重复建设，要形成

规模，提高效率，并按照立项、论证、实施、监督、竣工、验收、效益考核等项

目管理办法的程序，统一归口于教务处，全面规划。 

    第十一条  实验室的建设要按计划进行。其中房舍、设施及大型设备要依据

规划的方案纳入学校基本建设计划；一般仪器设备的运行、维修费纳入学校财务

计划；工作人员的配备与结构调整要纳入学校人事计划。 

    第四章  实验室管理体制 

    第十二条  实验室工作在主管校长的统一领导下，由教务处主管实验室工作。 

    第十三条  以机房为载体的实验室，由各实验中心实行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 

    第五章  实验室管理内容 

    第十五条  实验室要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和劳动保护工作。实验室要严格遵守

国家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有关规定，增强环境意识，不随意排放废气、废水、废

物，不污染环境。 

    第十六条  实验室要严格遵守有关安全和保密方面的法规和制度。定期检查

防火、防暴、防盗、防事故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要经常对师生开展安全保密

教育，切实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 

    第十七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和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物资的管理要严格执行学

校的有关制度。要努力提高仪器设备完好率、利用率，要保证实验室账、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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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符。 

    第十八条  实验室要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要定期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

考核。 

    第十九条  实验室要进行科学管理，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要尽可能采用计算

机等现代化手段，对实验室工作、人员、物资、经费等信息进行记录、统计、分

析，及时为学校提供实验室情况的准确数据。 

    第二十条  要逐步建立实验室评估制度。学校根据实验室基本条件、管理水

平、效益、特色等方面的要求，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

制定学校评估指标体系，对实验室进行评估。 

    第六章  实验室工作人员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研究人员、实

验技术人员、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工人。各类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既要各司其职，

又要团结协作，积极完成各项任务。 

第二十二条  实验技术人员的编制要参考在校学生人数、实验教学工作量、

科研工作量及实验室仪器饱和情况等，合理制定。具体编制数由人事处确定。 

第二十三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及实验细则，由实验室主任根据工

作目标和任务，按照国家对不同专业技术干部和工人职责的有关规定具体确定。 

    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各类人员的职务聘任、级别晋升，根据实验室的工作特

点和本人实绩，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要定期开展实验室工作的检查、评比活动。对成绩显著的集体

和个人要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违章失职或因工作不负责造成损失者，要进行批评

教育或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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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实验教学管理规定 

河财政教[2012]164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为了加强实验教学的规范化管理，

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平，保证人才的培养质量，特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实验教学的基本任务是：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实验教材

规定的要求，通过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等实验项目的设计与操作，对学生进

行实验技能的基本训练；使学生了解实验的主要过程与基本方法；通过对实验现

象的观察、思考和实验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章  实验教学的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  实验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应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由教务处、各实验

中心和各院系分工负责，共同完成。 

    第四条  教务处的职责是： 

    （一）负责全校的实验教学管理 1：作，拟定实验教学管理工作文件； 

    （二）审定全校实验教学环节的教学计划、实验大纲，下达实验教学任务书、

实验计划安排表； 

    （三）负责各专业实验教学工作信息的收集、整理、统计和保管工作； 

    （四）定期组织召开实验教学工作经验研讨、交流会议，做好交流资料及优

秀毕业设计（论文）的整理、汇编工作； 

    （五）根据专业特点和实际情况，科学地做好实验教学经费的预算、审核工

作； 

    （六）配合各实验中心、院系开展实验教学的各项组织和管理工作，定期检

查实验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 

    （七）研究、协调处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实验中心的职责是： 

    （一）各实验中心收到实验教学任务安排后，根据本实验中心的具体情况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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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学期各个实验项目的具体开设时间，形成本实验中心的实验课表； 

    （二）组织制定和实施学校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拟定并审查仪器设

备配套方案； 

    （三）组织对实验室设备完好率、安全及卫生的检查、考核工作，提高设备

利用率和完好率； 

    （四）组织实验室的评估工作，负责校级、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 

    （五）负责实验室工作基本数据的收集、汇总和上报工作； 

（六）负责公共教学机房的建设、管理、维护工作，为计算机上机教学提供

保障，并向学生课余上机提供服务。 

    第六条  院系的职责是： 

    （一）主管教学院长（主任）全面负责本院系各专业实验教学的组织领导和

管理工作，主管学生工作的书记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院系是实验教学管理

工作的主体； 

    （二）负责培养本院系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制定各专业实验教学计划，在教

学计划中应对实验课程的设置、学时的分配、教学进程等进行全面、系统、科学

的安排，并列明实验课程名称、开课学时、学期、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的学分等，

方便实验课程的教学组织与安排； 

    （三）组织编写本院系各专业实验教学大纲，大纲中应明确本门实验课程所

包含的实验项目名称、各项目学时、实验属性、考核形式，以及实验过程的特殊

要求。 

    第三章  实验教学过程与质量管理 

    第七条  实验教学要严格按照实验教学大纲的规定进行，不得随意改变学时、

变更实验项目。实验教师要按照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教材认真备课，写出实验课

程指导教案。每次实验课前，实验教师应到实验室预做实验，熟悉实验环境，并

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包括检查仪器设备是否正常，安全设施是否完善，实验用

的材料和工具是否齐备，对实验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实验装置等做到心中

有数。 

    第八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必须按照实验课表的安排，准备好实验所需仪器设

备、材料，协助实验教师预做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室工作人员要积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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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实验教师辅导学生实验，保障实验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并认真做好实验成

本记录核算。 

    第九条  学生在实验前必须做好预习，明确实验的目的、内容和步骤，了解

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和实验所用物品的特性。对于设计性实验，学生还必须提交

设计方案。实验教师在学生做实验前，需检查学生预习情况，未预习者不得参加

实验。 

    第十条  学生上实验课不得迟到、旷课，不准把与实验无关的物品带进实验

室。上实验课时，必须保持肃静和实验室清洁。要爱护仪器设备，不得动用与实

验内容无关的仪器设备和私自将设备带出实验室。树立节约意识，注意节约水电

和实验材料。实验过程中应正确操作，认真观察并如实记录。要严格遵守操作规

程，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防止发生意外。若发生事故，应及时向实验指导

人员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在指导学生实验的过程中，

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r作作风，培养学生正确使用各

种实验设备、观察测量、处理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和撰写实验报告的能力。 

    第十一条  实验结束后，学生应做好仪器设备的复位工作，并关闭相关的水

源、电源和气源，清洁实验台面和仪器设备，在得到实验指导人员的允许后方可

离开实验室。实验室工作人员要认真检查仪器设备，做好仪器设备的清理和入库

- -作。如发现贵重仪器损坏、丢失，要及时报告主管部门，调查了解仪器丢失、

损坏原因，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对违反实验室规章制度和实验操作规程

造成的事故和损失，视其情节对其责任者按章处理。 

    第十二条  实验完成后，学生必须按照教师的要求认真撰写实验报告，并按

时上交。实验教师收齐学生的实验报告后，应认真批改，给出实验成绩。凡不符

合要求者，应退回重做。批改后的实验报告是重要的教学档案，应妥善保管。 

    第十三条  各院系领导及有关部门应重视实验教学的质量监控和实验教学

的规范管理，建立领导听课制度，有计划地安排时间深入实验教学第一线，通过

听课、检查、抽测学生实际实验（实习）情况等方法，了解和检查各门课程实验

教学的教学质量，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并做好文字记录。 

    第四章  实验室的开放 

    第十四条  实验室面向学生开放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实验室开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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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各实验室都要力求对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开放，提高实验室的开放率，丰富实验室

开放的内涵，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室资源优势。 

    第十五条  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应重视实验室的开放工作，把实验室的开放工

作作为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年终考核及评比的指标之一。学校要求实验室

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开放。各院系应充分利用现有实验室条件或创造必要的条件，

统筹规划实验室的开放工作。 

    第十六条  实验室向学生开放，要遵循“因材施教、形式多样”的原则，根

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和要求，确定开放内容。开放形式可分为参与科研型、科技活

动型、自选课题型和人文能力培养型等。采取以学生为主、教师指导的实验教学

模式。 

    第十七条  每学期开学初和寒暑假前，各实验室应将本学期和寒暑假期间实

验室开放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在网上公布，供学生选择。学生在进入实验室前

应按规定做好预约登记。 

    第十八条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学

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或论文等实验结果。 

    第十九条  各开放实验室应做好实验准备，并配备一定数量的实验技术人员

和指导教师。在开放实验研究过程中，指导教师应注意加强对学生实验素质、创

造性科学思维方法与严谨治学态度的培养。同时，做好实验室安全和开放情况记

录。 

    第二十条  学生参与开放实验项目取得优异成果者可给予奖励。学校每年评

选一批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成效突出的开放实验项目作为优秀项目，对参加

者和指导教师进行奖励。学校鼓励和支持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开展实验室开放工

作。实验室人员指导开放实验项目，成效突出者，可给予适当奖励。 

    第二十一条  为资助和鼓励实验室开放 T作，教务处设立一定数额的实验室

开放专项经费。各实验室将开放实验的情况（学生实验报告、开放实验项目记录

表等）报学校主管部门审定后，可获得开放实验专项经费资助。 

    第五章  实验教学档案管理与检查 

    第二十二条  实验教学档案管理是实验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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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经验，各院系应把实验中的有关资料保存起来，及时归档，妥善保管。 

    第二十三条  实验教学档案主要包括：实验课程的全部教学文件、实验教学

大纲、学生的实验报告、实验记录、实验教师和技术人员培训记录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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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校招标采购行为，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保障物资采购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河南省政府

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法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采购，是指学校为了开展教学、科研、管理、

服务等工作需要，以确定的、规范的方式和程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或接受相

关服务的活动。 

第三条  学校各部门使用预算资金和预算之外资金购买货物或接受相关

服务，均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学校所有资产设备的购置实行“两级询价、公开采购、结果明示”

制度，即采购部门首先询价，招标部门再次询价，在监察、审计部门的监督下，

公开采购程序。要在节约学校经费的同时确保所购资产的质量。 

第五条  学校政府采购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学校成立招标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主管校领导、国有资产管理

处、校办、计划财务处、监察处、审计处、后勤处、法律事务处、校工会负责人

及教师代表组成。根据不同的招标项目，项目部门负责人和有关技术专家参加。

学校招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招标工作的组织、领导、审议、协调等事项。国

有资产管理处具体负责学校政府采购的日常性工作。 

第三章  招标采购范围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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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学校政府采购的范围包括货物和服务。具体采购项目按照《河南

省省级年度政府采购目录》执行。 

第八条  政府采购采用招标采购和非招标采购两种方式。达到政府采购管

理机构规定金额以上的招标采购项目，一律采用招标采购方式，不足规定金额的

采购项目，可以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 

第九条  招标采购方式分为公开招标采购、邀请招标采购和定点采购。 

（一）公开招标采购是指招标人在国内主要新闻媒体或互联网上刊登招标

公告，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的采购方式。 

（二）邀请招标采购是指招标人不刊登招标公告而直接以投标邀请书的方

式邀请特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的采购方式。 

（三）定点采购是指政府采购管理机构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各类定点

供应商或服务商，采购单位在定点范围内进行采购或消费的采购方式。 

第十条  非招标采购方式主要有询价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和单一来源采

购。 

（一）询价采购是指对三家以上的供应商提供的报价进行比较，以确保价

格具有竞争性的采购方式。 

（二）竞争性谈判采购是指直接邀请三家以上的供应商就采购事宜进行谈

判的采购方式。 

（三）单一来源是指向供应商直接购买的采购方式。 

第十一条  纳入省级政府采购目录，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上报政府采购

管理机构批准后实行招标采购。 

（一）单项或批量在 10万元以上的物品； 

（二）投资额在 30万元以上的非生产性修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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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价值在 100万元以上政府投资的公共工程中所需的适宜招标采

购的设备； 

（四）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规定的定点货物、服务采购项目。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报政府采购管理机构批准后实行非招标

采购。 

（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的投标或者没有合格的标；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急需的采购； 

（三）只有唯一的供应商； 

（四）对高新技术含量有特别的要求。 

第十三条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学校实行招标采购。 

（一）单项或批量在 1万元以上（含 1万元）10万元以下（不含 10 万元）

的物品； 

（二）投资额在 3万元以上（含 3万元）30 万元以下（不含 30万元）的非

生产性修缮工程； 

（三）学校认定经上报批准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对某些不宜进行政府采购的项目，经校招标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后，采购部门可自行采购。 

第四章  招标采购程序 

第十五条  采购部门编制年度采购计划，经部门主管校领导批准后交国有

资产管理处，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计划财务处审核后，学校按照发展情况和各单

位实际所需，本着“勤俭办事、精打细算、合理布局、轻重缓急、逐步解决”的

原则审批，经批准后，纳入学校年度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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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采购部门需要采购时，根据政府采购目录、采购计划和采购预

算就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规格、技术要求和交付使用时间等内容填写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采购申请表》，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申请，国有资产管理

处审核后报送政府招标采购管理机构审批购买。 

第十七条  各教学、科研、管理等部门在计划外急需的采购，应当写出书

面申请，报国有资产管理处。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会同采购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确定后，转入学校资金审批程序。经批准后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报送政府招标采购

管理机构审批购买。 

第十八条  属于公开招标采购、邀请招标采购和定点采购的项目，应按照

政府招标采购管理机构的规定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属于询价、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以及校内招标采购

方式的项目，学校招标领导小组组织考察并同供应商进行谈判、询价或组织校内

招标，成员由国有资产管理处、采购部门、计划财务处、监察处、审计处和专业

技术方面的专家（单数）组成。经专家评审确定的供应商，可确定为采购供应商，

招标领导小组将正式通知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第五章  招标采购合同 

第二十条  所有采购项目，在供应商确定后，我校采购部门应在规定时间

和地点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签订采购合同前，供应商应向学校交纳一定比例

的履约保证金。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并验收合格后，学校全额退还其交纳的履约保

证金。 

第二十一条  采购部门在签订采购合同时，经校招标领导小组批准后可以

在规定的范围内对采购货物和服务的数量予以增加或减少，但增减的幅度不得超

过采购项目金额的 10%，且不得变更单价。 

第二十二条  采购合同生效后，双方必须全面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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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参加招投标活动的供应商如未能及时、足额交纳投标保证金

和履约保证金，即视为自动放弃中标权。 

第二十四条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合同条款无法执行的，合同一方当事人

应尽快向另一方说明解除合同的理由，经双方协商解决。 

第二十五条  供应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已签约的采购项目，

不得向他人转让已签约的项目，也不能将已签约的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 

第六章  招标采购的验收与付款 

第二十六条  采购验收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牵头组织，成立采购验收小组，

成员由国有资产管理处、采购部门、计划财务处、监察处、审计处和专业技术方

面专家组成。 

第二十七条  验收应当签署验收报告书，验收报告必须有验收小组组长和

验收员的签字，采购部门负责办理固定资产手续，送计划财务处审核报账。应当

送审计部门审核的项目，必须附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规定

的定点服务采购除外。 

第二十八条  计划财务处审核无误后，应按照合同支付价款。 

第七章  招标采购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招标领导小组应当加强采购活动的监督检查，其主要内容为： 

（一）招标采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招标采购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 

（三）招标采购标准、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招标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其他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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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招标领导小组发现正在进行的采购活动严重违反规定，可能给

学校的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应及时责令有关部门停止采购，并及时做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  学校采购活动应当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和学校教职工及社

会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招标领导小组负责受理有关学校采购的投诉，并在 30 日内

将调查情况和处理结果签复投诉人。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学校使用国外组织及个人的贷款或赠款进行采购，贷款或赠

款人有约定时，从其约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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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章制度 

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督导管理制度 

一、实验教学督导的内容与要求 

1.实验教学质量检查 

（1）实验任课教师的教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备课（实验准备）情况。 

（2）新开实验课（教学文件：实验指导书）或实验项目情况。 

（3）实验教学内容和课程建设及改革情况，实验课配套的实验教材或指导书建

设情况。 

（4）实验课程考核、成绩记录与考勤情况。 

（5）实验室设施、环境条件及实验教学装备条件情况。 

2.实验教学的改革和实验室建设规划 

（1）指导与督促中心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发展，并对申报的教改项目

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咨询、论证，保证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2）指导和建议中心实验设备购买、经费投入、实验环境搭建等规划。 

二、实验教学督导教师的工作方式 

1.随机走访查看、听课，与实验指导教师和学生交流。 

2.现场查看被检查的实验课程教学资料文档（实验指导书、实验大纲、学生实验

报告等）。 

3.调研、考察、比较和研讨。 

三、信息反馈和综合评议 

1.及时向实验教师或有关人员反映有关问题，争取现场解决问题。 

2.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督导教师应及时反映给中心领导，协助解决。 

3.对实验教学改革和发展提供详细的论证报告。 

4.对实验室新设备的购买提供可行性实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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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关于成立“示范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为确保中心建设的高标准、高质量，根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实验室建设与

管理办法》（河财政教[2012]166号），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具

体成员为： 

组  长：郭清溥 

副组长：冯益广 

成  员：荆  涛，张  琳，费  岚，刘  洋，王  勤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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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同行评教工作方法 

一、 同行评教的目的 

1. 帮助教师加深课堂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的理解，

从而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2. 帮助教师收集来自同行之间可靠的、建设性的信息，为提高教师的教学

水平提供支持。 

3. 引导教师更新教育观念、强化教育责任、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4. 通过同行听课评教，达到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二、 同行评教的原则 

1. 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2. 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三、 同行评教的对象和评教周期 

1. 本单位全体专、兼职教师，不包括外聘教师。 

2. 同行评教每学期进行一次。 

四、 同行评教的形式 

主要采用听课的形式，依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表（见附件），

采用百分制计分。 

五、 同行评教的实施 

1. 中心成立同行评教小组 

组长：郭清溥、冯益广 

成员：张琳、费岚、张格、随机推荐的两名教师 

2. 评教小组成员原则上听遍所有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课,全面掌握所有

专职、兼职教师的教学情况。 

3. 每位任课教师原则上听遍所有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课，熟悉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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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况。并在每学期第 17 周给每位老师打分，打分依据见附件教师教

学评价表。 

4. 教学秘书协同两位评教小组成员核算每位教师的平均得分。 

5. 第 17 周召开评教小组会议，把关通过每位教师的同行评教结果。如在

校级及以上教学竞赛中获奖，或进入“校长教学质量奖”终评的教师直

接认定为优秀；如本学期出现各级教学事故，不得评定为优秀。 

6. 第 18周整理上报学校同行评价结果。 

六、 同行评教教学评价表打分要求 

评分应能体现不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差异，不得出现所有被评教师

的评分完全一样的现象。同时评分在 90分以上教师不能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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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关于成立“中心实验教学督导组”的通知 

 

因工作需要，根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条例》（河财政

教[2015]45 号），经研究决定，成立中心教学督导委员会，具体成员为： 

组  长：郭清溥 

副组长：冯益广 

成  员：张  琳，费  岚，刘  洋，陈  莉，王  峰，张  格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20 
 

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公共机房管理办法 

   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公共机房是面向全校服务的开放性实验室，为充

分发挥机房使用功效，保证计算机安全运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特制定以下

管理办法： 

 一、计算机公共课上机由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负责安排，其他院、系、

部如需使用机房，于学期末至计算机实验教学技术中心计算机基础教学部填写相

关申请，由中心统筹安排下一学期机房使用事宜。 

 二、各二级学院、系、部经学校相关部门规划后的临时性使用机房，需提

前两周向中心申请，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由中心统一安排。 

 三、公共机房有专人负责管理，管理员的职责如下： 

1、负责机房软硬件日常维护、保养 

2、定期检查各种设备，保证机房正常运行 

3、保持机房的卫生、整洁 

4、注意机房的安全用电、防火，做好防盗工作 

四、教师在使用公共机房时的职责有： 

1、提前到机房，组织学生有序地进入教室，要求学生按对号入座 

2、加强课堂管理，教育学生，爱护设施，防止和制止学生的各种不良行为 

3、注意机房安全，维持机房秩序 

4、及时向管理员反应机房使用情况 

5、离开机房前注意关闭门窗、灯、空调。 

五、学生在使用公共机房学习时，必须做到： 

1、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不得从事违法活动，侵犯

社会或他人的合法权益 

2、严禁浏览、传播淫秽、暴力、反动、迷信等不健康内容 

3、遵守上机时间，服从管理人员安排 

4、为防范计算机病毒入侵，学生不得将移动存储设备带入机房使用，如确

有需要，经教师确认无病毒或经清除病毒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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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生应爱护设备，凡发现有异常情况，应立即报告任课教师或机房管理

员 

6、上机时遵守操作程序，不得擅自更改计算机内部设置和各系统文件； 

7、严禁学生违反操作规程，或故意损坏设备，不得擅自打开电脑机箱，不

得偷窃物品 

8、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食物（如水、饮料、零食等）和其他与上课内

容无关的物品进入机房 

9、保持机房安静，文明上机。严禁喧哗、打闹、吸烟、喝酒、打架斗殴，

禁止在机房内随意走动、接听和拨打手机、收发短信、玩游戏、以及做与上课无

关的事情 

10、上机结束，正确关闭系统，将桌椅设备摆放整齐 

  

                                  

    

 

 

附：开放机房位置及时间 

 

1、A207 教室：  

每天 08：00----21：30； 

2、A307 教室：  

每天 08：00----21：30； 

3、A308 教室：  

周一至周五 08：00----17：30 

周六至周六 08：0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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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管理规定 

一、工作人员要将校外来访人员情况向主管部门及时报告并记录，要有礼貌

的接待来访人员。非工作人员进入机房，要事先征得同意；未经许可一律不准触

碰开关和设备，后果自负。 

二、任何人进入机房，都必须遵守机房的各项规章制度，均应保持室内清洁

卫生。机房内不准大声喧哗。卫生由工作人员定期负责清扫，保持清洁。 

三、工作人员、学生均应严格执行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严防事故的发生。

实验期间，如设备或仪器发生故障或意外事故，应立即停机，保护现场，并向机

房有关人员报告情况，主动协助有关人员查明事故的原因，填写事故报告单，上

报实验设备科，严禁隐情不报。 

四、学生进入机房前，必须熟悉机房有关规定，遵守实验规则。实验结束后，

实验辅导教师应按要求填写实验记录，切断电源。 

五、机房固定资产帐、物必须相符，建立健全领用账目。机房内的一切公用

物品未经许可一律不得挪用和外借。软件及资料一律不外借，特殊情况，需经中

心领导批准。确需带出的，征得同意后，在指定的时间内归还。 

六、每个机房的管理人员，负责做好机房软件和硬件设备日常维护与保养工

作，并做好相应记录，定期向分管机房领导汇报。 

七、非机房管理人员不得擅自挪动机房设备，不得擅自拆卸设备，不得自行

安装或卸载软件。 

八、各门钥匙由指定的专人保管，不能随意转借，丢失要声明，出入请随手

关门。  

九、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值班人员不能擅离岗位。早进入、晚离开时要检查

设备情况；离开时察看灯、门、窗、锁是否关闭好。  

十、易燃易爆物品不准带入机房。机房及周边地区严禁烟火，不能明火作业。

机房一律禁止吸烟，凡不听劝告者，一律逐出机房。  

十一、机房工作人员要掌握防火技能，定期检查消防设施是否正常。出现异

常情况应立即报警，切断电源，用灭火设备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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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备管理室工作行为规范 

“五不准”的工作原则 

1、上午能办的事不准留到下午办。 

2、今天能办的事不准拖到明天办。 

3、一次能办的事不准再来第二次。 

4、自已能办的事不准推给别人办。 

5、需要帮办的事不准只袖手旁观。 

“六个一”服务规范 

道一声问侯、让一个座位、端一杯热水、留一张笑脸、做一个合情合理解释，

给一个及时明确的答复。 

“七项”工作要求    

1、细致认真、快捷稳健； 

2、精益求精、追求完美； 

3、积极主动、公道正派； 

4、学习提高、实践创新； 

5、吃苦耐劳、服务奉献； 

6、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7、爱岗敬业、奉公守法。 

“七条”工作禁令 

1、严禁上班迟到早退，随意旷工。 

2、严禁工作时间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上网浏览与工作无关内容，禁止

嬉笑打闹等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3、严禁工作日午餐非公务接待的饮酒，相互宴请或其他任何理由的酗酒而

影响下午工作。 

4、严禁借工作之由吃、拿、卡、要，严禁收受商业贿赂。 

5、严禁服务态度生、冷、硬、横。 

6、严禁不作为、无作为、乱作为。 

7、严禁办事推诿、扯皮、拖拉。 



24 
 

提高工作效率的“九项工作制度” 

1、岗位责任制及主辅岗制； 

2、首接负责制； 

3、积极作为与否定报备制； 

4、限时办结制； 

5、及时反馈制； 

6、服务承诺制； 

7、工作公开制； 

8、绩效考评制； 

9、失职追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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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备管理室主任岗位职责 

1、岗位说明： 

实验设备管理主任是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公共计算机实验室的管理者，

承担计算机实验室的建设、日常管理、改造、实验人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的组织管

理工作。     

2、岗位职责： 

（1） 负责编制计算机实验室建设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况。 

（2） 确定实验室各工作岗位的职责，组织各类人员完成工作任务，并对工作

情况进行检查、督促，确保实验任务的顺利开展和有效完成。 

（3） 制订实验室人员培养规划，组织安排实验室各类人员的业务培训，并按

有关规定负责考核实验室人员的工作情况和提出考评意见。 

（4） 组织人员进行实验技术及实验装置的研究与开发，不断提高实验室的服

务质量和工作水平。 

（5） 组织实验室设备、仪器 、材料、工具等购置、维修计划，在有关部门配

合下负责组织实验室的物资清查、维护、保养、及验收工作。 

（6） 制订规章制度，做好行政管理工作，组织好技术保障工作。  

（7） 进行安全教育，明确安全责任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8） 抓好实验室设备的开发利用，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9） 负责实验室人才、设备、技术积累等各种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使用和

管理；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做好实验人员队伍建设工作。 

（10） 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实验室承担的各项教学任务。  

（11） 完成中心临时交办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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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实验室工作人员包括：从事实验室管理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实验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和工人等。各类人员既要明确职责又要团结协作，积极完成各项任务。 

一、实验室主任岗位职责： 

1.负责编制计算机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和检查执行情况。 

2.实验室在保证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开

发，开展学术、技术交流活动。 

3.负责制定本实验室设备的操作规程和管理细则。搞好实验室科学管理，严

格督促、检查实验室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4.合理使用实验经费，组织编制仪器设备购置计划，特别抓好大型精密仪器

设备的使用与管理，保证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提高实验室的投资效益。 

5.负责实验室设备器材的损失、丢失、报废申请工作，并提出处理意见。参

加事故处理。抓好本实验室的安全、卫生工作，定期组织检查。 

二、高级实验师（或高级工程师）岗位职责 

1.掌握本学科实验室的发展动态，提出实验室建设方向，参与制定实验室建

设规划和计划，拟定教学、科研实验方案。 

2.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主持或组织实验课题的研究，及时更新实验内容，

编写高质量的实验课教材、实验指导书和撰写技术论文。 

3.负责指导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引进、验收和安装调试工作。 

4.负责实验课的指导工作，积极承担对中、初级实验技术人员的培养提高工

作。 

5.掌握先进的实验技术手段，承担或参加指导新实验设备的研制及有关部门

设备的改造工作，解决本学科实验技术中的疑难问题。 

6.承担实验教学任务，能开出水平较高的实验理论及实验操作课程，具有指

导研究生进行专题实验及论文实验的能力，并按规定履行实验指导教师职责。 

三、实验师（或工程师）岗位职责 

1.掌握本实验室有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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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实验室承担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安排计划，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3.参加编写实验课教材或讲义，讲授实验课。总结、推广实验课的先进经验，

不断提高实验课质量。 

4.参加新开实验方案的制订和设计，预做教学实验，写出详细的预备实验报

告。 

5.承担实验教学任务，并按规定履行实验指导教师职责。 

6.收集国内外先进实验技术和仪器设备资料，积极参加实验室科研工作，认

真做好实验仪器设备的选购、验收、安装、调试和数据测定分析等工作。 

7.负责实验室一般仪器设备的维护工作。 

8.负责分管的日常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实验室的管理规章制度，积极主动地

完成实验室交给的各项任务，共同做好实验室安全卫生工作。 

9.指导助理实验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的工作和学习。 

四、助理实验师（助理工程师）和技术员岗位职责 

1.做好教学实验的准备工作，掌握有关实验的基本原理，参加预做实验并写

出预备实验报告。 

2.参与指导学生实验，注意实验方法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 

3.做好仪器设备的技术管理，参加仪器设备的维修、技术改造和更新工作，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工作能力。 

4.负责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和各种报表的统计工作，认真做好分管的日常管

理工作，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做好实验室的安全

卫生工作。 

5.协同实验师（工程师）共同做好实验室的各项工作。 

五、实验员岗位职责 

1.逐步掌握有关教学、科研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技术知识，熟悉有关仪器的性

能、运用范围与操作方法，掌握常用材料、药品性能，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2.认真做好教学、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实验项目的备料、联系加工、领购

实验用仪器、工具、材料等，负责实验室的安全卫生，发现问题及时反映。 

3.实验员通过试讲、预做实验，经实验室主任批准，可独立指导学生实验。

在上级技术人员指导下参加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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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技术工人岗位职责 

1.熟悉实验室有关仪器设备的性能、结构、工作原理，做好经常性的维护、

保养工作。 

2.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调动，遵守纪律，爱护和管理好自己分

管的仪器、设备、工具和器材，做好安全卫生工作。 

3.做好教学科研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元件的加工、安装、调试工作。 

 



29 
 

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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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机房日常值班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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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大学学生上机实习守则 

为维护正常教学质量以及机房使用效率，创造一个良好的上机环境，更好的

开展机房工作，特作如下规定，望同学们自觉遵守。 

1. 爱护机器，严禁私自打开主机和拆散内部组件，不得随意将实验室的物

品带出实验室外。 

2. 上课或上机过程中，如机器、键盘、鼠标出现问题，立刻向老师报告，

不得私自更换键盘、鼠标。 

3. 进入机房必须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打闹嬉戏。 

4. 严禁携带饮用水和食物进入实验室，不得在机房内吸烟，不得随地吐痰、

乱扔纸屑杂物，保持实验室整洁。 

5. 学生上机时严格按照学生上机步骤操作，遵守计算机实验室规则。 

6. 违反实验室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私自拆卸设备造成的事故和损失者，

必须写出书面检查，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7. 不得利用网络进行发布、传播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如发现将报送保卫

处及学生处，将给予严重的纪律处分。 

8.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及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办法》，

不得玩游戏，不得在机器上乱加口令，不能上不健康的网站，不能利用网络

进行人身攻击、侮辱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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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 

1、为确保全体实验人员自身安全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实验人员应该牢固树立

“安全第一”的思想。 

2、各院、部必须有专人负责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件，要定期检查实验室的安全

情况，做好安全检查记录，并组织实验室人员学习有关安全方面的文件、法规，

制定有关安全防范措施。 

3、各实验室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本室的安全工作，并应该经常检查本室的不安全

因素，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4、实验室使用易燃、易爆和剧毒危险品要严格按有关制度办理领用手续，制定

相应安全措施，有关人员应认真执行。 

5、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熟悉掌握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并将本室的消防器材放在

干燥、通风、明显和便于使用的位置，周围不许堆放杂物，严禁消防器材挪做他

用。 

6、各实验室的钥匙应有专人保管，不得私自配备或转借他人。双休日、节假日

及夜间进行实验应经院、部主任同意并报保卫、实验管理中心备案方可进行。 

7、保证实验室环境整洁，走廊畅通，设备器材摆放整齐，未经保卫及管理部门

同意，严禁占用走廊堆放杂物。 

8、未经实验室工作人员许可，任何人不许随便动用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凡使用

贵重、大型精密仪器或电器设备时，使用人员必须遵守操作规程，坚守岗位，发

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因不听指导或违反操作规程，导致仪器设备损坏要追究当事

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给以必要的处罚。 

9、下班后和节假日，要切断电源、水源、关好门窗、保管好贵重物品，清理实

验用品和场地。寒暑假做好实验室的通风和防护，以防仪器设备锈蚀和霉变。 

10、对违反有关规定忽视安全而造成的重大事故或被盗案件发生时，要保护好现

场，并立即向系、院有关部门报告。 

11、各院、部在充分重视安全防范、做好安全治理的同时，必须针对各种危险情

况（如：火灾、人员伤害、水电险情等）制定详细的安全预案，并落实到有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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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以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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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使用管理办法 

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是我校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为全校教

师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硬件环境支持。为使广大教师科学

地、卓有成效地使用这些现代化教学设施，维护我校现代化教学的可持续

开展，特制定如下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使用管理办法：  

一、凡使用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从事教学、讲座、学术报告等教育活

动的教师或有关人员，必须经过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使用培训。  

二、凡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师，根据教学工作需要有特殊用法或教学

软件安装的，在开学前或课前一周内与现教中心联系，以便届时给予有关

支持和服务。 

三、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由现教中心统一管理，教师使用时应提前 10

—20 分钟到多媒体投影教学设备管理室领取所需设施。使用结束后由本人

将所用仪器设备整理复原，检查设备工作台是否锁好，并立即交还所领设

施，填写“设备运行记录”以保证其它教师正常使用；否则因设备工作台

未锁，造成设备丢失、损坏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四、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各种设备，尤其是设备电源的

开和关，防止因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或失灵，人为造成设备损坏者按学

校有关规定处理。  

五、使用计算机时不得删除任何已装软件；使用结束应将更改的系统

设置恢复，以保证其它教师正常使用；下载教育资源和装入的教学软件，

用完自行删除，若需保留，其期限原则上仅限于安排的课时数。  

六、严禁使用者在课堂上播放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影视节目；严禁使用

者委托他人甚至是学生代为操作使用；严禁使用者在设备运行期间离开教

学现场。  

七、使用者不得擅自拔插仪器设备连接线缆；不得擅自移动或拆卸任

何仪器设备；不得私自把仪器设备带出教室使用；若需接入其他设备须事

先经现代技术教育中心同意，用完后自行恢复连接，否则将取消使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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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使用过程中应时刻注意仪器设备运行情况，一旦出现故障或异常

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报告设备管理人员处理。   

九、凡违反上述规定造成设备及相关设施损坏、影响多媒体教学正常

进行的行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十、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所有设备、设施。同时热忱欢迎全校教师和

学生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以提高多媒体教学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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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机房安全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落实学校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精神，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原则，使全体师生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安全意识，不断提高实验楼处置

学生安全事故的能力和水平，特制订本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机房是我校教学工作使用和保管机器设备要害部位，为此，除了对机房进行

必要的技术预防，还必须保障实验操作中师生的安全，促进机房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对因该部位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和灾害性事故的发生，具

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做好事故发生后补救和善后工作，确保机房在发

生事故后，能科学有效地实施处置，切实有效降低和控制安全事故的危害。 

二、应急原则 

1、先救治，后处理 

2、先制止，后教育 

3、先处理，后报告 

三、注意事项： 

1、物品要摆放规范，每天工作人员巡视一边管辖的机房。 

2、在学生操作之前，要明确要求及示范正确的操作程序，并委托任课教师

监管。 

3、向学生重点强调使用的注意事项，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四、应急措施 

        明火操作安全应急预案 

1、机房内严禁吸烟，使用一切加热工具均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离开机房

时应检查是否关上自来水和切断电源。 

2、转移、分装或使用易燃性液体，溶解其他物质时，附近不能有明火。若

需点火，应先进行排风，使可燃性蒸汽排出。 

3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迅速而冷静地首先切断火源和电源，并尽快采取有

效的灭火措施。水和沙土是最常用的灭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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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生火灾报警程序： 

①任课教师迅速报告安全领导小组，同时组织疏散学生离开现场。实验管理

中心领导组织有关人员携带消防器具赶赴现场进行扑救。 

②根据火势如需报警立即就近用电话或手机报告消防中心（电话 119），报

告内容为：“××楼××室发生火灾，请迅速前来扑救”，待对方放下电话后再

挂机。 

③实验管理中心领导在向学校、教育局领导汇报的同时，派出人员到主要路

口等待引导消防车辆。 

6、明确分工： 

①参加人员：在消防车到来之前，实验设备管理室人员与任课教师均有义务

参加扑救。 

②消防车到来之后，实验设备管理室人员配合消防专业人员扑救或做好辅助

工作。 

③使用器具：灭火器、水桶、脸盆、水浸的棉被等。 

④实验管理人员和教师要迅速组织学生逃生，原则是“先救人，后救物”。 

⑤学生及无关人员要远离火场和实验区内的固定消防栓，以便于消防车辆驶

入。 

7、注意事项： 

①火灾事故首要的一条是保护人员安全，扑救要在确保人员不受伤害的前提

下进行。 

②火灾第一发现人应查明原因，如是电源引起，应立即切断电源。 

③火灾后应掌握的原则是边救火，边报警。 

④不得组织学生参加灭火。 

        带电操作安全应急预案 

1、操作时不能用湿手接触电器，也不可把电器弄湿，若不小心弄湿了，应

等干燥后再用。 

2、若出现触电事故，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若来不及切断电源，

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也不可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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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或潮湿的东西挑电线。分析漏电的程度，如果较为严重，在切断电源后，马上

通知学校电工处置，并指挥学生离开现场。 

3、遇到人员触电，应及时实施救护，若触电者出现休克现象，要立即进行

人工呼吸，并请校医生治疗，同时报告学校安全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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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服务工作目标 

机房服务宗旨与工作目标 

1．服务宗旨与承诺 

(1) 服务宗旨：以师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服务教学科研。 

(2) 服务承诺：科学管理、服务奉献，文明办公、快速高效。 

做到： 

1)根据职责范围，积极配合各院系、各职能部门做好服务工作。 

2)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讲求职业道德，办事公平、公正、公开。 

3) 实行首接责任制。工作期间，凡接到来电、来访、来函，首接责

任人要及时、认真、负责地解答或处理。对工作职责范围外的，应说明

情况并负责介绍给相关部门或人员办理。 

4) 落实限时办结制。工作人员在接到工作任务时，必须按照限时办

结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5) 实行工作公开制。对本部门的办事制度、程序、时限、要求、承

诺、岗位人员职责等全部公开，虚心听取师生的意见、建议，自觉接受

师生监督，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提升服务理念。 

6) 实行文明办公。工作人员仪表举止得体，办公环境整洁卫生；对

来电来访者，热情接待，周到服务，做到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

声。 

2．工作目标  

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素质优良，实践与创新能力

强的技能型应用人才，创建优质、高效、科学的实验教学与实践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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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 

机房提高工作效率九项工作制度细则 

为推进机房内部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提高管理服务水平、质量和效率，改

进工作作风，机房实行提高工作效率九项工作制度。 

第一条 实行岗位责任制及主辅岗制。岗位责任制及主辅岗工作制度是指在

明确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的基础上，为防止空岗误事，在岗位之间，实行备岗或

顶岗的责任互补的制度。主岗是本岗位的业务主办者；辅岗是协办者或替补者。

当主岗因故暂时空（缺）岗时，由辅岗接替主岗办理相关事务，保证岗位职责的

履行。 

一、明确职能职责。 

二、主辅岗之间职责明确。主岗责任人因故空（缺）岗时，必须提前向辅岗

责任人做好工作交接。特殊原因不能及时交接的，辅岗责任人应当主动顶岗。辅

岗责任人在顶岗期间行使主岗的职责权利时，要与主岗责任人及时沟通，重要事

项要登记备案。辅岗责任人对办理结果负有相应责任。 

    三、主岗和辅岗责任人不得同时空（缺）岗。在正常工作日内，不得另行限

制对外办理业务时间。 

四、主辅岗责任人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内容。对工作失职者，

实行责任追究。 

第二条 实行首接负责制。首接负责制是指首先接到服务对象的来文、来电、

来访（来信）、工作接洽、询问事宜的工作人员，即首接人为第一责任人，必须

给予引导、介绍、答疑或协助办理的责任制度。首位接受询问的工作人员，必须

主动负责地告知询问事项，属职责范围内事项，快办、办好，负责到底；非职责

范围内的事项，要引导询问人到承办处办理，承办人须一次性告知与办事相关的

全部事项和所需的材料。建立首接登记制。 

    一、首接人应全面准确地了解来访、来函、来电、工作洽谈或询问者的意图

（重要事项要登记备查），并积极作为，属于自已职责范围内的事，要立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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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不能办理的，要承诺办理时限，将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给当事人；按政策规定

不能办理的事项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并按否定报备制度规定，及时向上一级领导

汇报。 

二、不属于自已工作范围但属本部门（单位）职责范围的事项，要积极主动

地把来访者或来函、来电引导到或转交给相应负责人，重要事项应进行登记交接。

承办人须一次性告知来访者与办事相关的全部事项和所需的材料。 

三、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情，首接人要向来访或来电者解释清楚，

并主动帮助联系或告知电话，必要时应把来访者引导到相应部门；对于来函要及

时转到相应部门办理，并按文函处理规定进行登记。 

四、首接人在接待（办）过程中必须做到诚心、热心、耐心、细心，有礼有

节，讲究文明礼貌用语，不得以“不知道”、“我管不了”、“不归我管”、“找××

人去”等之类的话推诿搪塞；应一次办结（告知）的事项，不得出现多次办理的

情况。 

五、对首接人处理事情不力造成工作延误的，要追究其责任。 

第三条 实行积极作为与否定报备制。是指对工作事项要积极主动办理、按

政策规定不能办理而给予否定的，必须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将否定理由及依据告知

交（申）办方，并向上一级领导报告的制度。每位工作人员要以积极主动、满腔

热忱的态度对待工的作，对所处理每一工作事项，能办的事马上办，难办的事想

方设法办，不得推诿或将矛盾上交；如需其他部门、单位或个人协作办理，应主

动与之协调，协办方要积极配合；确实不能办理给予否定的，要向申办方做好解

释工作，同时，必须将否定情况及理由报告上一级领导。 

一、承办单位和个人在工作中必须积极、主动、热情，对所办理的事项，要

积极作为，能办的马上办，难办的事情要想方设法办。 

二、涉及几个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事项，主办部门要主动协调协办部门，协办

部门要积极配合主办部门，不能消极等待，杜绝推诿扯皮等不负责任的现象，更

不能将矛盾和问题上交。 

三、按照政策规定不能办理而给予否定的事项，要将否定情况及理由报告上

一级领导，并向交（申）办方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做出解释说明。 

四、对不积极作为、轻易否定交（申）办事项和不实行否定报备制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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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四条 实行限时办结制。限时办结制度是指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且符合

有关规定、手续齐全的申报、审批事项，必须规定时限给予办理的制度。所有申

报、审批事项必须实行限时办结；部门内部的政务运行，都必须规定完成时限。 

一、根据职责范围和工作要求，科学、合理地确定所承办事项的办理时限，

并向校内外公布，做到公开透明，严格执行。同时，对所承办的事项要做到急事

急办，特事特办。 

二、凡符合规定、材料齐全、手续完备且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必须立即

处理，及时办结，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和无故刁难；对于条件不完备的交（审）

办事项，要做出合理解释，并一次告知应补充和提交的全部材料以及注意事项。 

三、对于领导和上级单位交（批）办的事项，承办方必须按规定时间办结。 

四、对于需要会商和协调其它部门联合办理的事项，主（承）办单位应积极

协调，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确因其它原因不能按时办结的事项，必须向交办（当

事）单位说明事由，并尽快办结。 

五、未按规定时限给予办理且未反馈信息的审批事项，可视为同意，一切责

任由审批方负责。 

六、未按时限办理或无故超过规定办理时限的，应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人员

的责任；情节严重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要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并追究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五条 实行及时反馈制。及时反馈制度是指必须对承办事项的办理过程、

有关情况和最终结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尽快告知交（申）办方的制度。 

一、对上级有关指示、批示及交办事项，要将办理结果及时告知交（申）办

方。 

二、对教学单位、师生员工等的申办事项，属本单位工作范围的事项，应按

限时办结制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反馈办理结果或办理过程，必要时要登记

备案。  

三、对不属于本单位工作范围的文、电、函等形式的交（申）办事项，应按

首接负责制的要求尽快移交到相关单位，同时将交接信息反馈给交（申）办方。 

四、如因情况复杂，确实不能按时办结的，应主动向交（申）办方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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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反馈办理情况，并应积极作为，尽快办结。 

五、对于因失职而造成信息反馈延误或遗忘的主（承）办者，要按照相关规

定给予批评教育，对产生不良后果者要追究责任。 

第六条 实行服务承诺制。以服务教学、方便师生、高效迅捷为原则，结合

本部门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服务承诺内容和标准，向院部、师生公开。 

第七条 实行工作公开制。对本部门的办事制度、程序、时限、要求、承诺、

岗位人员职责等要全部公开，自觉接受院部、师生监督。 

第八条 实行绩效考评制。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一套科学的、量化的、操

作性强的绩效考评办法，对工作人员实施有效管理和科学考核，其结果作为奖惩

依据。 

第九条 实行失职追究制。本部门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违反有关规

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国家、集体和师生利益遭受损害

的，按其损害后果并依据学校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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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管理工作考核评比标准  

序号 
分 

值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及评分依据 

系

院

自

评 

学校

检查 

1 

1-1 15 

1.系（院）有实验室工作领

导小组，分工明确，职责

落实； 

2.实验技术人员配备齐全。 

查阅系（院）有关文件和管理资料。 

1.实验技术人员数量满足基本需要；

（提供专兼职实验技术人员名单及

岗位分工）６分； 

2.明确分管领导和实验室工作领导小

组４分； 

3.系院有实行实验室主任负责制的相

关材料 5 分。（查系院明确实验室负

责人职责的会议记录、实验室负责人

参加系院业务管理会议的相关材料） 

    

1-2 20 

1.系院定期专题研究实验

室工作； 

2.系院建立实验室日常巡

查机制，系院领导、督导

组成员定期到实验室巡查

指导； 

3.系院领导参加学校召开

的实验室工作相关会议全

勤。 

查阅相关材料。 

1.有会议记录 5 分；2.有巡查制度 5

分；3.有巡查记录 5 分； 

4.会议全勤 5 分，其他系院领导代替

扣１分，其他非系院领导代替扣３

分。 

    

1-3 15 

1.有实验室长远建设规划； 

2.有实验室建设的年度工

作计划，有实施办法。 

3.实验用房规划、布局、使

用合理，每学期每间实验

用房均应承担相应的实验

教学任务 

查阅文件等相关资料。 

1.有实验室 5 年建设规划 5 分； 

2.有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办法 5 分； 

3.有年度工作总结 5 分; 

4.查阅实验教学计划及实验课程表、

实验记录，每发现一间空闲的实验室

房间扣 1 分，扣完为止. 

    

1-4 15 

1.实验室基本信息和仪器

设备管理实现计算机管

理，有实验技术人员数据

文件，数据准确，更新及

时； 

2.落实实验室课程表公开

制度。 

查阅数据文件，现场考察。 

1.有实验室基本信息（房间布局、实

验室面积、实验课程表等）数据文件

且信息准确 4 分； 

2.仪器设备管理实现计算机管理 4

分； 

3.有实验技术人员数据文件 3 分； 

4.实验课程表公开制落实到位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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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1.规章制度健全； 

2.能贯彻制度，经常教育，

定期检查； 

3.具有良好的工作秩序。 

查阅文件，现场考察。 

1.上墙规章制度齐全 5 分； 

2.学校各项实验室规章制度齐全 5

分； 

3.系院能结合自身特点制定符合自身

实际的规章制度 5 分； 

4.有学习、贯彻规章制度的相关材料

5 分。 

    

1-6 15 

近三年的实验室工作基本

信息收集、整理及时、客

观，档案资料齐全并按时

按要求上报。 

检查 2010-2012 学年实验室工作基本

信息档案资料。 

1.对照《周口师范学院实验室工作基

本信息收集整理及档案管理制度》检

查相关文档，一学年档案补充齐全 8

分； 

2.每个房间按规定应有的档案齐全，

记录及时 7 分。 

    

  

序号 
分 

值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及评分依据 

系

院

自

评 

学校 

检查 

2 

2-1 10 

较好地履行实验室负责人

岗位职责，定期召开实验

室人员会议，定期研究部

署实验室工作。 

1.现场检查相关资料 5 分。 

2.有实验室负责人工作日志及相关资

料 5 分。 

    

2-2 10 

1.实验室主任、实验技术

人员有岗位职责； 

2.有分工细则，有检查措

施； 

3.实验室主任与实验技术

人员有岗位日志。 

现场检查相关资料。 

1.有实验室岗位职责文件 2 分； 

2.系院有人员分工细则、有检查措施

2 分； 

3.每个实验技术人员（包括在实验室

工作的新进教师）都有岗位日志、记

录齐全、规范 6 分。 

    

2-3 5 
实验室有培训计划，并落

实到人员。 

现场检查相关资料。 

1.系院有专门对实验技术人员的继续

教育、业务培训制度、办法和措施 1

分； 

2.系院有对实验技术人员的年度培训

计划并贯彻落实 2 分； 

3. 系院有业务培训、岗位练兵活动并

组织考核，有考核成绩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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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 

1.院系有对实验室负责

人、实验技术人员、安全

技术员、房间责任人的考

核办法； 

2 每学年能对实验室人员

进行考核。 

现场检查相关资料。 

1.有考核办法 5 分； 

2.有定期考核的相关材料 5 分。 

    

2-5 20 

1.实验室有防火、防爆炸、

防盗、防破坏的基本设施

和措施；明确重点要害部

位和易发事故点，安全标

识明晰； 

2.实验室每个房间有安全

责任人，并能认真履行职

责；  

3.日常安全检查及时，节

假日安全检查到位； 

4.有安全教育制度，并定

期开展安全教育； 

5.室门、窗、玻璃、锁、

搭扣完整无缺； 

6 有安全应急预案。 

查阅文件和相关资料，现场考察。 

1.有安全规程和制度，防火、防盗设

施齐全，明确重点要害部位和易发事

故点，有重点防范措施和重点部位责

任人，安全标识明晰 5 分； 

2. 每个房间有安全责任人，岗位日志

记录完整 2 分； 

3. 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人每天检查，实

验室负责人每周巡查、系院定期组织

大检查，严格执行一年五次节假日安

全检查，各项检查记录齐全；及时处

理安全隐患，4 分； 

4、有安全教育制度，定期开展安全

教育，新进实验室的教师、学生必须

进行安全教育（查有关材料和记录）

3 分 

5、安全技术员履行岗位职责，熟悉

本系院实验室安全状况、应采取的安

全措施和重点防范的技术要求（系院

培训考核，学校抽查）3 分 

6、系院有安全应急预案 3 分。 

    

2-6 

  
15 

1.实验室的通风、照明设

施完好； 

2.路、水、气管道布局安

全、规范。 

3.验室家具、仪器设备整

齐，桌面、仪器、地面无

尘土、无积水、无纸屑等

垃圾； 

4.面、门窗及管道、线路、

开关板上无积灰与蛛网

等。 

5.验室及走廊不存放自行

车、电动车及各类生活用

品。 

现场考察，现场察看。 

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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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 

1.结合各系院特点，执行

学校实验室开放管理办

法，有计划的组织开放； 

2.有共建实验室。 

检查实验室开放和共建材料。 

1.有实验室开放计划 1 分、有开放管

理办法 1 分、有开放项目 2 分、有开

放记录 1 分、有开放指导人员 3 分； 

2.有共建实验室及材料 2 分。 

  

    

  

3 

3-1 25 

1.仪器设备的帐、物、卡

相符率达到 100%。 

2.新进设备验收、入库及

时，并开展新进设备的使

用培训工作。 

3、实验室房间责任人能

履行设备管理维护职责 

1.抽查到所有房间，系院逐台自查，

学校现场抽查不少于 10 件≥800 元

的仪器设备，一半以帐对物，一半以

物对帐，其编号、名称、型号、规格、

单价、厂家等应完全相符，每发现一

件不相符的扣 8 分，完全相符，记 8

分； 

2.新进设备（08 年 8 月以来招标新购

设备）验收、入库情况查看实验室与

设备管理处相关记录，验收、入库及

时，记 5 分； 

3.新进设备使用培训情况查看相关培

训记录，及时开展新进设备使用培

训，记 5 分； 

4.每个实验室房间管理人员对设备管

理熟悉情况记 7 分，系院全面培训检

查，学校检查系院检查培训情况并抽

查。 

    

3-2 10 

单价低于 800 元的低值耐

用品的帐物相符率不低

于 90%。 

抽查到所有房间，系院逐台自查，学

校现场抽查不少于 10 件物品，核对

其名称、规格、型号价格等，差错应

不超过 1 件，每超过 1 件不相符扣 5

分，达到 3 件则本指标不得分。 

    

3-3 20 

1.有健全的设备保养、维

护制度； 

2.有维护、维修记录； 

3.维护、维修及时，处于

待修状态三个月以上的

仪器设备不超过本室设

备总数的 3%。 

4.有仪器设备维护、自修

能力。 

抽查到所有房间，系院逐台自查，学

校现场抽查不少于 10 件设备近一年

的保养、损坏维修记录。 

1.有健全的保养、维护制度，记 4 分； 

2.定期进行维护、保养，记 4 分（查

维护保养记录）； 

3.有维护、维修记录，记 4 分； 

4.维修及时，处于待修状态三个月以

上的仪器设备不超过本室设备总数

的 3%，记 4 分； 

5.自修能力强，设备出现故障能够自

行修复的，记 4 分（查看设备使用记

录、维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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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5 
现有仪器设备完好率达

到 95%。 

系院逐台自查，学校抽查本学期开设

实验课的房间，学生实验现场抽查不

少于 10 件仪器设备，应全部完好可

用，每发现一件不可用的扣 8 分，达

到 2 件则本指标不得分。 

    

3-5 15 

1.全部在用（不存在未使

用情况）。 

2.闲置设备已盘活并投入

使用。 

3.新进仪器设备及时投入

使用。 

  

抽查到所有房间，查看 2011-2012 学

年实验课程表和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每房间抽查 10 件，应全部在用，记 8

分，有 1 件不在用的扣 4 分，达到 2

件则本指标不得分； 

检查闲置设备盘活并投入使用情况，

全部投入使用，记 4 分，有 1 件不在

用或无盘活使用计划，扣 2 分，有 2

件以上不得分； 

检查新进（11 年 8 月以后招标设备）

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全部投入使用，

记 3 分，有 1 件不在用不得分（查课

程表和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3-6 15 

1.落实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挂牌制度 

2.有明确的仪器设备使用

操作规程 

3.技术档案资料齐全 

4.有专人管理，管理人员

熟悉设备性能，操作熟练 

检查所有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1.仪器设备挂牌制度已落实，记 3 分； 

2.有明确的仪器设备使用操作规程，

记 3 分； 

3.技术档案齐全（参照《周口师范学

院周口师院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

备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记 3 分；  

4.管理人员配备符合要求，管理人员

熟悉设备性能，能熟练操作记 6 分（系

院组织培训考核，学校检查系院培训

记录并抽查） 

    

  

序号 
分 

值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及评分依据 

系

院

自

评 

  

  

4 4-1 50 

以高度凝练的语言，概括

本实验室的定位、性质、

特点等相关信息。 

  

查阅文件和相关资料，现场考察。 

定位介绍；10 分 

性质介绍；10 分 

特点介绍；20 分 

其它相关信息。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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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 学科专业特色宣传 

查阅文件，现场考察。 

1. 通过文字、图片展示与实验室所承担

的实验教学内容相关的专业知识，使学

生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有一个基本的

印象和认识。10 分 

2.根据实验室承担的实验课程，提供一

些相关的实验操作规程和实验室守则

等。10 分 

    

4-3 30 

1 名言警句 

2.行业格言 

3.本学科科学家介绍 

现场考察。 

张贴名言警句、科学家和企业家画像等

方式，营造浓厚的实验室文化气氛，激

励学生奋发向上，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和创新精神。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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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文明上网公约 

遵纪守法文明上网是我们每位大学生的基本素质与要求。在最近几年中，不

少高校先后对在网络上传递不良消息者予以处理。个别人的受到了很大的教训。

为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适应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息传播和交流工具对人的

自律素质的要求，在上网时提醒各位注意遵纪守法。我们曾站在潮头，以十分激

动的心情迎接它的到来，以如饥似渴的态度学习它的知识，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

动它的应用，以只争朝夕的作为促进它的发展；当它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脚踏

实地，以清醒的头脑关注它的走向，以满腔的热诚呼唤它的文明。中国人民大学

全体学生于 2001年 11 月 22日向全国大学生发出倡议，我们南阳理工学院全体

学生应该积极响应。为此，学校对各位同学提出如下建议与要求，请各位应该在

网络交流时注意以下方面： 

  1、遵守公约，争做网络道德的规范。我们要学习网络道德规范，懂得基本的

对与错、是与非，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分清网上善恶美丑的界限，激发对美好的

网络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良好的网络道德行为规范。  

   2、遵守公约，争做网络文明的使者。我们要认识网络文明的内涵，懂得崇

尚科学、追求真知的道理，增强网络文明意识，使用网络文明的语言，在无限宽

广的网络天地里倡导文明新风，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  

   3、遵守公约，争做网络安全的卫士。我们要了解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合法、

合理地使用网络的资源，增强网络安全意识，监督和防范不安全的隐患，维护正

常的网络运行秩序，促进网络的健康发展。  

    现代网络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幅全新的生活画面，同时，美好的网络生

活也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美德和文明共同创造。让我们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的要求，响应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的号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自尊、自律，上文明网，文明上网。维护好自己在网络世界的尊严与权利。 

记住，你要为你的网络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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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成果 

微课程教学实验平台 

一、概述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技术越来越普及，网络教学以信息资源丰富多彩的优势

赢得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近年来，网络教学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高

校的重视，成为教学改革的潮流和趋势。《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指出：“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创新网络教学模式，更新教学观

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网络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形式,一出现就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迄今为止,计算机网络技术已迅速在各类学校,特别是高等学

校得到应用,甚至成为教学评估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优势： 

a) 满足不同层次学生需求（Anybody） 

b) 时间灵活（Anytime） 

c) 地点随意（Anywhere） 

d) 内容开放（Any Course，Any Chapter） 

e) 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和兴趣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 

f) 扩大教学名师的影响力 

g) 辐射优质学习资源 

网络教学为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创造了一个平台，在该平台下，学

生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可以得到极大的提高。因此，教师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

的优势来获得最新以及最为丰富的教育资源，让学生走出教科书，在最接近真实

的环境中主动探索，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态度。通过对学生学习轨迹的分析，

适时地引导学生调整学习策略，端正学习态度，有效地运用学习资源和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进行反转教学，从而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的有效途径。 

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基础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组建

了攻关团队以校企结合方式设计开发了“微课程”教学实验平台。该平台以网络

教学平台为载体，开设了《计算思维》、《网络应用技术》、《计算机基础》、《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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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程序设计》、《Access 数据库技术与应用》、《Visual Foxpro数据库技术》、

《Excel 应用技术》、《网页制作技术》、《网站开发与部署》等多门微视频课程，

建设了配套的学习资源库和考试题库，构建了立体化的自主学习监控框架，研究

建构了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的评价体系，建立并完善了的网络环境自主学习体系。

另外，通过大数据分析和监控框架对学生的学习动态达到实时跟踪和掌握，根据

学生各自的特点和兴趣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充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经过几年来推广使用，深受学生的好评。 

“微课程“平台共分 5个角色：系统管理员、院长、课程负责人、授课教师

和学生。其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下面详细介绍每个角色的具体权限和功能。 

系统管理员：负责系统的基本参数配置及日常系统维护，保证系统的稳定

运行。 

院长：查看各种教学信息和数据统计报告。 

课程负责人：负责课程基本内容的配置和教学团队的创建，查看各种统计

报表，根据报表数据指导教学工作。 

授课教师：自动继承课程负责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可根据自己教学的实

际情况，进行补充和去余课程相关内容，包括学习视频、作业等教学资源，同时

也可以检查学生学习、作业具体情况。根据对学生学习行为分析的报表数据指导

教学工作。 

学生：学习教师设定的教学课程，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检查学习效

果并进行自我学习。 

 

二、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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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系统的基本参数配置及日常系统维护，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共

11 大模块：设置（修改密码、修改头像）、教师管理、学生管理、焦点图管理、

友情链接管理、数据字典管理、院系专业管理、备份数据库、初始化设置、角色

和院长设置。 

三、课程负责人 

主要负责教学计划进行课程配置和课程教师权限设置，查看各种统计报表，

根据报表数据指导教学工作。 

1个人空间 

1.1设置 

（1）基本信息 

可以修改姓名和性别，工号不能修改（如需修改，请联系院长进行修改）。 

（2）修改密码 

同实施人员的“修改密码”。 

（3）修改头像 

同实施人员的“修改头像”。 

1.2我负责的课 

根据学期，显示该教师负责的所有课程。 

 

2我负责的课程主页 

点击“我负责的课”中具体某门课进去，即是当前课程的主页，该页面头部

导航有“课程设置”、“教学团队”、“课程目录”、“统计”、“作业”、“考试”、“发

布”和“题库”共 8个选项。 

2.1课程设置 

（1）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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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课程介绍和缩略图进行管理。 

 

（2）克隆课程 

每次克隆课程系统会自动清空课程现在模板所有内容，并把克隆的课程内

容复制到现有课程中，一旦克隆，之前的内容将不能恢复，请慎重操作。 

2.2教学团队 

课程负责人通过“添加”和“删除”教师来设置该课程的教学团队。 

 

2.3课程目录 

可以根据课程需求在目录中添加不同类型的资源，资源类型有文本、视频、

文档、图片、附件和链接共 6种；也可以创建多级目录，并上下移动交换位置。 

注：一级目录不允许编辑。 

 

2.4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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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院长的统计功能界面相同。 

2.5作业 

课程负责人可以根据课程需要添加、编辑和删除作业；也可以通过模板导

入作业。编辑作业时可添加单选、多选、判断、填空、简答和上机实验题共 6

种题型。 

2.6考试 

课程负责人可以根据课程需要添加、编辑和删除试卷；也可以通过模板导

入试卷。编辑作业时可添加单选、多选、判断、填空和简答共 5种题型。 

2.7发布 

发布对象是本课程的教学团队成员，通过教学团队可以设置本课程团队成

员，课程可以多次为不同成员发布课程，但同一个成员只能发布一次。 

2.8题库 

题目管理用于实现一师出题，多师同用。授课教师在新增作业或者创建试

卷时，可从题库中选择题目，无需重复新增此题目。授课教师也可申请新题目入

题库。 

四、授课教师 

自动继承课程负责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可根据自己教学的实际情况，进行

补充和去余课程相关内容，包括学习视频、作业等教学资源，同时也可以检查学

生学习、作业具体情况。根据对学生学习行为分析的报表数据指导教学工作。 

1个人空间 

1.1设置 

同课程负责人的“设置”一样。 

1.2我教的课 

根据学期，显示该教师教授的所有课程。 

2我教的课课程主页 

点击“我教的课”中具体某门课进去，即是当前课程的主页，该页面头部导

航共有 9个选项：“首页”、“统计”、“资料”、“通知”、“作业”、“考试”、“讨论”、

“设置”和“PBL”。 

2.1首页 



56 
 

显示当前课程的课程目录、最新讨论、最近通知和最新发送的私信。可根

据每个班级的具体情况选择性地发放章节目录。 

 

2.2统计 

同课程负责人的界面和功能相同。 

2.3资料 

教师可以上传拓展资源，学生可下载下来进行学习。 

 

2.4通知 

教师可发送通知至具体班级。 

2.5作业 

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需要添加、编辑和删除作业；也可以通过模板导入

作业。编辑作业时可添加单选、多选、判断、填空、简答和上机实验题共 6种题

型。 

所有作业显示该授课教师下的所有作业，作业信息包括作业名称、创建时

间、题量、满分和发放班级数。发放列表显示发放过的所有作业，可以查看学生

提交的进度，并对作业进行重新发放、删除、批阅等操作。 

2.6考试 

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需要添加、编辑和删除试卷；也可以通过模板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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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编辑作业时可添加单选、多选、判断、填空和简答共 5种题型。 

（1）考试列表 

显示该授课教师下的所有试卷，试卷信息包括试卷名称、创建时间、考试

时长、题量、满分和发放班级数。 

（2）发放列表 

显示发放过的所有试卷，可以查看学生提交的进度，并对试卷进行重新发

放、删除、批阅等操作。 

2.7讨论 

此功能方便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前以帖子形式进行交流。授课

教师发布帖子只对他所教授的学生可见，也可对帖子进行删除、回复、加精和置

顶操作。学生也可发帖、回复帖子和删除自己的帖子。 

2.8设置 

管理该课程下的教学班。教学班的学生可从库中选择（学生库），也可以通

过模板导入。 

2.9 PBL 

分组式问题教学法，授课教师发布研究项目后，小组内学生需要进行讨论，

搜索相关研究资料，才可完成任务。授课教师会根据小组的讨论的次数和上传的

资料进行查看分析。 

五、学生 

学习教师设定的教学课程，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检查学习效果并进行

自我学习。 

1个人空间 

1.1设置 

登录系统后，点击左侧的“设置”便进入设置页面 

该页面有三个选项卡：基本信息、修改密码、修改头像 

（1）基本信息 

设置学生自己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QQ号和性别，学号不能

修改。 

（2）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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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实施人员的“修改密码”。 

（3）修改头像 

同实施人员的“修改头像”。 

1.2我的课程 

根据学期，显示该生所要学习的全部课程。 

 

1.3笔记 

管理自己的笔记。 

2课程主页 

点击“我教的课”中具体某门课进去，即是当前课程的主页，该页面头部导

航共 8个选项:首页、统计、资料、通知、作业、考试、讨论和 PBL。 

2.1首页 

首页显示该课程的章节目录，点击目录即可查看目当内容。右侧显示最新

讨论、最近通知及最新私信。 

 

2.2统计 

统计自己的学习进度、知识点、访问次数。可以更加准确的分析自己的学

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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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资料 

可下载教师上传的拓展资源。 

2.4通知 

查看教师发布的通知消息。 

2.5作业 

学生可以通过做作业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情况，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 

作业一共分为 7 种题型，分别是：单选题、判断题、填空题、多选题、简

答题、上机实验题和票据题。 

未提交的作业 

显示所有未提交的作业，作业信息包括作业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题量和满分。 

已提交的作业 

显示该学生已提交的所有作业，做过的作业可以修改和查看。试卷信息包

括试卷名称、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题量和满分。 

互评待批作业 

授课教师发布的互评作业，系统会自动分配所要批阅的作业。 

2.6考试 

教师发布的试卷，学生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除简单题（主观题）需要

授课教师进行手动评分外，其它题型系统会自动评分。 

2.7讨论 

学生可以发布帖子（包括章节的问题帖），同班级的学生可以进行讨论。 

2.7PBL 

以小组形式进行研究项目，小组成员之间可以进行交流，上传文档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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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改项目《<Excel 应用技术>微视频教学模式研究》 

《<Excel 应用技术>微视频教学模式研究》项目对课程内容进行碎片化处理，

将知识点以任务单元的结构进行呈现，兼顾学生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知识点之

间的内在联系，充分考虑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录制了讲解类、

演示类、交互类三大类微视频教学资源 41个，共计 263分钟,覆盖 140个知识点。

这三类微视频资源，具有内容详实、直观和交互性好的特点，理论与实践结合紧

密。学生可以随时进行自主学习而不受教学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教师在课堂上讲

授之后，如学生还有不清楚之处，可以将微视频教学资源作为课外学习的补充材

料。学生通过三类微视频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 Excel 相关内容的学习，在此过程

中，可以不断加深和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更好地掌握教育技术研究需具备的数据

分析方法及数据处理技能。 

该项目明确微视频教学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基

于多媒体的微视频教学资源使复杂的知识变得更形象、直观,能更好地激起学生

的学生兴趣,利于学生进行自主探索。首先,单一的文字教材呈现方式易使学习者

感觉枯燥,产生疲劳,继而影响其对知识的理解。微视频教学资源将声、形、图、

文融为一体，能刺激学生的多种感官，把复杂枯燥的知识变得更为形象、直观，

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者可以边学习边操作,便于

他们进行持续的探索。其次,微视频独特的播放方式,可以供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学

习情况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对于难度较大的学习内容可以反复演示观看,达到化

难为易的目的。尤其是对于操作性知识而言,微视频教学资源的效果显著。探讨

微视频教学资源在 Excel 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模式,发挥微视频教学资源作用的最

大化。通过组织年富力强的教师团队制作教学微视频，其他授课教师可以通过定

制的微视频教学平台对课程，继承使用微视频，辐射优势教学资源。方便教师的

使用。将微视频教学资源融入传统的课堂教学，可以充分发挥微视频的多媒体技

术优势。与此同时，教师可对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进行引导，解决学生在利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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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教学资源进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两者结合，既发挥了微视频辅助教学的优

势，也提高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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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实验项目内容 

典型实验项目内容—Access 中窗体及控件事件的创建及应用 

 

本次实验内容主要通过建立事件过程，了解数据库事件驱动过程的原理及方

法。 

通过针对键盘事件、鼠标事件、窗体事件的实训练习，了解和掌握窗体及控

件栏中工具的使用方法，熟悉事件过程的编写与调试。从而了解计算机编程及运

行的原理。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和掌握工具栏中控件的使用方法。 

（2）熟悉和掌握窗体和控件常用属性的使用。 

（3）熟悉和掌握窗体和控件属性的设置方法。 

（4）熟悉和掌握简单事件过程的编写与调试。 

二、实验内容 

1．创建如图所示窗体,设置事件过程，使其能在文本框中输入文字时,

标签文字变为红色，移走光标时，文本框变为蓝色。 

 

2．创建如图所示窗体,设置事件过程，使其能单击按钮时，字体发生相

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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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如图所示窗体,设置事件过程，显示小姑娘眨眼睛的动态效果。 

 

 

4.创建如图所示窗体,设置事件过程，单击“开始”按钮时，飞机从左

飞往右。 

 

三、思考题 

1. 创建如图所示窗体，编写事件，完成简单计算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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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建如图所示窗体，编写事件，根据用户选择，设置文本框内容格

式。 

 

四、实验步骤 

（代码参考） 

3.  

Private Sub Form_Timer() 

  Image0.Visible = Not Image0.Visible 

  Image1.Visible = Not Image1.Visible 

End Sub 

 

4. 

Private Sub cmdStart_Click() 

  Form.TimerInterval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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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Timer() 

  Image0.Left = Image0.Left + 50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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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实验项目内容—PowerPoint 的使用综合设计实验 

 

本实验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利用演示文稿制作软件 PowerPoint 完成一

个演示文稿的制作。 

演示文稿的主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选定，要求制作的演示文稿至少有由 8

张幻灯片组成，且主题明确、色调搭配和谐、布局美观，设置背景音乐，并且利

用排练计时设置演示文稿为自动播映方式。 

以下是三位学生完成的作品: 

1.我爱国贸实验班 

 

2.奥黛丽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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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的建筑师 

以上这些作品都是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的，这些作品既具有鲜明的主

题，也有巧妙的构思，还有较好的艺术设计和较强的感染力，达到演示文稿软件

PowerPoint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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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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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指导书 

第 1 章 计算机基础知识 

实验 1  熟悉微型计算机的接口组成 

一、实验目的 

1. 观察主机箱的接口，熟悉各接口的作用，并且能够正确地使用各接口。 

2. 掌握主机箱各部件电源线和信号线的连接。 

二、实验内容 

观察主机箱后面的接口及其各部件电源线和信号线的连接。 

三、实验步骤 

观察主机箱后面的接口如图 1-1所示： 

 
 

1. 电源接口（黑色） 

用于连接三相 220V 电源，以使机箱内部的电源供应器正常供电。 

2. LineIn接口（天蓝色） 

LineIn 线性输入接口（音频输入接口），通常另一端连接外部声音设备的

LineOut端。 

并行接口 

电源接口 

Linein 接口 

Lineout 接口 

Mic接口 

PS/2键盘接口 

USB 接口 

显示器接口

（DVI） 
显示器接口

（VGA） 
串口 

S-Video 接

口 
TV-Out 接

口 

 PS/2 鼠标接

口 
网卡接口 

图 1-1 主机箱主要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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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eOut接口（淡绿色） 

   LineOut 接口是提供双声道音频输出，可以接在喇叭或其他放音设备的

LineIn接口中。 

4.  MIC接口（粉红色） 

用于连接麦克风。 

5.  PS/2键盘接口（紫色） 

  PS/2 接口是用于连接 PS/2类型的键盘接口。 

6.  USB接口 

  USB 接口用于连接键盘、鼠标、外置 MODEM、打印机、扫描仪、光存储器、

游戏杆、数码相机、MP3 播放器、数字音箱等。 

7. 显示器接口（DVI） 

DVI 全称为 DigitalVisualInterface，分为两种：一种是 DVI-D接口，只能

接收数字信号；另一种是 DVI-I接口，可同时兼容模拟和数字信号。 

8. 显示器接口（VGA） 

VGA（VideoGraphicsArray）接口，也叫 D-Sub 接口，用于显卡上输出模拟

信号，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显卡接口类型。 

9. 串口 

串口就是串行接口，一般是连接串口鼠标。 

10. S-Video接口 

S-Video（SeparateVideo）是应用最普遍的视频接口，提供快捷、高清晰度

的视频传输。 

11.V-Out接口 

TV-Out是指显卡具备输出信号到电视的相关接口，把显示画面输出到电视。 

12. PS/2鼠标接口（绿色） 

PS/2 鼠标接口是连接 PS/2类型的鼠标接口。 

13. RJ-45接口 

RJ-45端口用于连接计算机的以太网卡，也就是网卡接口。 

14. 并行接口（大红色） 

  并行接口用于连接并口设备如光驱、磁带机、外部硬盘、打印机、扫描仪等。 

 

http://product.it168.com/list/b/041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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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 认识和熟悉微机键盘 

实验目的 

掌握微机标准键盘的布局及各种键的功能。 

二、实验内容 

熟悉键盘布局。 

掌握键的功能和用法。 

三、实验步骤 

1. 观察键盘布局 

104键盘按照功能和排列位置，可将键盘分为四个主要部分：主键盘区、功能键

区、编辑键区、小键盘区，如图 1-2所示。 

 

 

2. 熟悉键的功能和用法 

主键盘区::它是键盘的主要部分。 

功能键区：功能键指的是 F1～F12 键，若再加上 Esc 键共 13 个，它们的具体功

能可由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自行定义。 

编辑键区：编辑键在键盘中部，上部的 9个键是进行编辑和显示控制用的。 

小键盘区：小键盘在键盘的右边，是为财会人员和编辑人员准备的。 

键盘上各键的功能见下表： 

类型 键名 符号及功能 

字符键 

字母键 26 个英文字母（A-Z） 

数字键 
10 个数字（0-9），每个数字键和一个特殊字符共用

一个键。 

图 1-2 认识键盘 

编辑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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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车键 
键上标有“Enter”或“Return”。 

按下此键，标志着命令或语句输入结束。 

退格键 
标有“←”或“BackSpace”，使光标向左退回一个字

符的位置。 

空格键 位于键盘下方的一个长键，用于输入空格。 

制表键 
标有“Tab”。每按一次，光标向右移动一个制表位（制

表位长度由软件定义）。 

数字/编

辑键 

光标键 
小键盘区的光标键具有两种功能，既能输入数字，又

能移动光标，通过“NumLock”键来切换。 

箭头键 光标上移或下移一行，左移或右移一个字符的位置。 

Home键 将光标移到屏幕的左上角或本行首字符。 

End键 将光标移到本行最后一个字符的右侧。 

PgUp和 PgDn

键 
上移一屏和下移一屏。 

插入键 Ins 
插入编辑方式的开关键，按一下处于插入状态，再按

一下，解除插入状态。 

删除键 Del 删除光标所在处的字符，右侧字符自动向左移动。 

控制键 

Ctrl 

此键必须和其他键配合使用才起作用。如：

“Ctrl+Break”中断或取消当前命令的执行，

“Ctrl+C”中断当前命令的执行。 

Alt 

此键一般用于程序菜单控制、汉字输入方式转换等。

例如，在 DOS环境下，“Alt+F1”为区位码输入法，

“Alt+F6”为西文输入法。 

换档键 
标有 Shift键。此键一般用于输入上档键字符或字母

大小写转换。 

Esc键 用于退出当前状态或进入另一状态或返回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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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Lock键 大写或小写字母的切换键。 

PrintScreen

键 

将当前屏幕信息直接输出到打印机上打印，即所谓的

屏幕硬拷贝。 

Pause键 用于暂停命令的执行，按任意键继续执行命令。 

ScrollLock 键 
滚动锁定键，按一次该键后，光标上移键和光标下移

键会将屏幕上的内容上移一行或下移一行。 

功能键 
包括 F1-F12

键 

其功能随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的不同而不同，如在

Windows系统中按“F1”键表示进入系统帮助窗口。 

实验 3 键盘操作的基本指法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微机键盘操作的基本指法。 

2. 熟记各键的键位，最终按正确的指法实现盲打，要求击键速度达到 120

次/分钟以上，正确率 100%。 

二、实验内容 

采用正确的姿势和指法进行英文盲打练习，本实验利用“打字高手”软件练

习指法。 

三、实验步骤 

1. 键盘操作姿势 

 身子要坐正，双脚平放在地上。 

 肩部放松，上臂自然下垂。 

 手腕要放松，轻轻抬起，不要靠在桌子上或键盘上。 

 身体与键盘的距离，以两手刚好放在基本键（F 键、J 键）上为准。 

2. 手指分工 

手指分工如图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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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打字高手”软件练习 

首先利用该软件提供的“指法训练”功能熟悉键盘，键盘熟悉以后，再利用

该软件提供的“测试”功能进行自测，检查自己的打字水平。 

【提示】键盘的指法要求: 

① 十个手指均规定有自己的操作键位区域，任何一个手指不得去按不属于

自己分工区域的键，在操作中各个手指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进行操作。特

别是无名指和小指可能在最开始上机操作时，由于不太听指挥，很容易造成

其它手指“帮忙”的情况，因此从最开始就必须坚持这几个手指自己按自己

的键。 

② 要求手指击键完毕后始终放在键盘的起始位置上，起始位置就是键盘上

三行字母键的中间一行位置，十个手指分别位于这一行的 ASDFJKL；键上，

大姆指位于空格键上。这样有利于下一次击键时定位准确。 

③ 击键时，只需通过手指和手腕的运动来进行击键，不要通过手臂运动来

击键。击键要用力适度，不能太重。 

④ 在操作中，必须从最开始就坚持盲打操作。即不要用眼睛看键盘，只能

通过大脑来想要击的键所处的位置，并指挥相应的手指来完成击键。 

实验 4  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数据编码技术 

一、 实验目的 

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及应用；掌握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认识微

型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组成；掌握衡量计算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掌握计算机中信息

图 1-3  手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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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掌握常用信息编码。 

二、实验内容 

1. 学习相关资料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历史及应用，掌握计算机系统组成及工

作原理。 

2. 完成自己姓名的各种编码表示。 

三、实验步骤 

1．计算机发展及系统组成 

通过学习课本及网络资源内容，回答以下问题的答案。 

（1）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是谁? 

（2）现代计算机之父（两人）是谁? 

（3）第一台计算机问世时间是什么时候? 

（4）计算机的分为几代?（从逻辑元件、存储器、运算速度、有否操作系

统、编程语言、主要用途等方面来总结） 

（5）计算机分为哪几类? 

（6）计算机有哪些新技术? 

（7）什么是信息、数据、信息技术? 

（8）现代信息技术的内容是什么? 

（9）现代信息技术的特点是什么? 

（10）计算机在信息社会中的应用有哪些类型? 

（11）CAD/CAM/CIMS/AI/EC 的含义是什么? 

（12）计算机系统由哪两部分组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3）冯·诺依曼计算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4）计算机硬件各部分的功能是什么? 

（15）存储器容量单位有哪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6）简述计算机工作原理。 

（17）计算机软件的分类是什么? 

（18）计算机编程语言的发展经过了哪些过程? 

（19）编译与解释的区别是什么? 

（20）主板的功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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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CPU的主要性能指标是什么? 

（22）内存的类型及其特点是什么? 

（23）外存的类型及其特点是什么? 

（24）总线与接口的概念及功能是什么? 

（25）微型计算机常见的基本输入输出设备有哪些? 

（26）显示器的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27）针式、喷墨、激光打印机的特点各是什么? 

2．信息与编码 

按表 4-1 要求完成自己姓名的各种编码并用“信息与编码”软件上机

验证（软件使用说明见实验环境介绍）。通过该任务的学习，要掌握二进制、

八进制和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规则；英文和汉字字符在计算机中的表示规则。 

表 4-1 信息与编码 

项目 编码 

（1）姓名  

（2）汉语拼音  

（3）汉语拼音字母的ASCII

码（二进制） 
 

（4）ASCII码（十六进制）  

（5）ASCII码（十进制）  

（6）汉字的内码（二进制）  

（7）汉字内码（十六进制）  

（8）汉字国标码  

（9）区位码  

【提示】输入时注意事项： 

（1）前两项填入自己姓名及汉语拼音； 

（2）第 3项通过查教材 ASCII码表（见表 4-2），每个字符可得到 7 位二进

制编码，再在最高位加“0”得到 8 位二进制编码，为了便于阅读，每 8 位之间

应留空格； 

（3）将第 3 项二进制串每 4 位对应一位 16 进制码（见二进制、十六进制、

八进制、十进制之间关系表 4-3），可以得到第 4 项。注意：由于每一个字符对

应 8位二进制编码，8 位二进制编码对应 2位十六进制编码，为了便于阅读，每

两位十六进制编码之间应留空格； 

（4）将第 4 项每一个十六进制码转换成十进制即可得到第 5 项，这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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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对应字符在 ASCII 码表中的顺序号。例如字符“Z”在表中就是第 90个字

符；前 5项应该在实验前完成！ 

（5）第 6项通过 http://bm.kdd.cc/获得； 

（6）将第 6项二进制串转换成十六进制即得到第 7项； 

（7）将第 6 项每一个 8 位二进制串最高位“1”去掉变为 7 位，再将这 7

位二进制转换为 10 进制，邻两个 8 位转换的结果合并就成四位或五位数即是汉

字国相标码——第 8项（为了方便，表中两个部分略有分隔） 

（8）将第 8项得到的每个部分减去 32，得到的就是区位码——第 9 项。 

表 4-2  ASCII表 

 

表 4-3  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之间的关系 

 

实验 5  拓展实验 

一、实验内容 

http://bm.kdd.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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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计算机的新技术与发展状态。 

二、实验要求 

通过网络，浏览以下内容： 

1. 嵌入式计算机，参考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37498.htm 

2. 网格计算，参考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20049.htm 

3. 中间件技术，参考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352777.htm 

4. 硬件发展动态，参考网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230ec6a0b0717fd5360cdcf7.html 

5. 计算思维，参考网址：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wmCg7QIR40aS3TA2sEeJtbaCL4qrRHGS

aD7fOtIVZcC5vLCFQrck6HQqWdGNciV9ZeViDd2ehgUzsJNottiA_ 

 

  

http://baike.baidu.com/view/374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0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2777.htm
http://wenku.baidu.com/view/230ec6a0b0717fd5360cdcf7.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wmCg7QIR40aS3TA2sEeJtbaCL4qrRHGSaD7fOtIVZcC5vLCFQrck6HQqWdGNciV9ZeViDd2ehgUzsJNottiA_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uwmCg7QIR40aS3TA2sEeJtbaCL4qrRHGSaD7fOtIVZcC5vLCFQrck6HQqWdGNciV9ZeViDd2ehgUzsJNottiA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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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Windows7 操作系统 

实验 2.1   Windows 7 的基本操作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鼠标的常用操作 

2. 掌握桌面主题的设置 

3. 掌握 Windows 7 任务栏的使用、设置及任务切换功能 

4. 掌握 Windows 7 基本窗口、菜单和对话框的操作 

5. 掌握“开始”菜单的组织 

6. 掌握快捷方式的创建 

二、 实验内容 

1. 鼠标的使用 

2. 桌面主题的设置 

3. 改变屏幕分辨率及窗口外观显示字体 

4. 桌面图标设置及排列 

5. Windows 7的窗口操作 

6. 任务栏的设置 

7.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8. 创建桌面小工具 

9. “开始”菜单的使用 

三、 实验步骤 

1. 鼠标的使用 

（1） 指向：将鼠标依次指向任务栏上每一个图标，如将鼠标指向桌面右下

角时钟图标时显示计算机系统日期。 

（2） 单击：将鼠标用于选定对象。单击任务栏上的“开始”按钮，打开“开

始”菜单；将鼠标移到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处，图标颜色变浅，说明选中了

该图标。 

（3） 拖动：将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移动到新位置。如不能移走，则应

在桌面空白处右击，在快捷菜单“查看”菜单中，将“自动排列图标”前的对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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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 

（4） 双击：双击用于执行程序或打开窗口。双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

即打开“计算机”窗口，双击某一应用程序图标，即启动某一应用程序。 

2. 设置桌面主题 

在桌面上空白位置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个性化”，弹出“个

性化设置窗口。 

（1） 设置桌面主题 

选择桌面主题为 Aero 风格的“风景”，观察桌面上主题的变化。单击“保存

主题”，保存该主题为“我的风景”，如图 2-1所示。 

 

图 2-1 “个性化”设置窗口 

（2） 设置窗口颜色 

单击图 2-1下方的“窗口颜色”，打开如图 2-2所示“窗口颜色和外观”窗

口，选择一种窗口颜色，如“紫红色”，观察桌面窗口边框颜色的从原来的暗灰

变为了紫红色，单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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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颜色和外观”设置窗口 

（3） 设置桌面背景 

单击图 2-1 中的“桌面背景”，设置桌面背景图为“风景”，设置为幻灯片放

映，时间为间隔 5 分钟，无序放映，如图 2-3 所示。 

 

图 2-3 桌面背景设置窗口 

（4） 设置屏幕保护程序 

设置屏幕保护程序为三维文字，屏幕保护等待时间为 5分钟。 

操作步骤： 

① 单击图 2-2中的“屏幕保护程序”，打开屏幕保护程序设置窗口，如

图 2-4所示，在“屏幕保护程序”下拉框中选择“三维文字”，在“等待”下拉

框中选择“5分钟”。 

② 如果要为屏幕保护设置密码，将“在恢复时显示登陆屏幕”复选框

中打“√”。 

 

图 2-4 屏幕保护程序设置窗口 

③ 单击“设置”按钮，弹出“三维文字设置”对话框，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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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定义文字”框中输入“Hello！”，单击“选择字体”按钮，选择需要的字

体。 

 

图 2-5 “三维文字”设置窗口 

3. 改变屏幕分辨率及窗口外观显示字体 

（1） 更改屏幕分辨率 

在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屏幕分辨率”，弹出“屏幕分

辨率”窗口。如图 2-6 所示。展开“屏幕分辨率”栏中的下拉条，设置分辨率为

1280×800，单击“确定”或“应用”按钮即可。 

 

图 2-6 屏幕分辨率窗口 

（2） 设置窗口显示字体 

在图 2-6窗口中，选择“放大或缩小文本和其他项目”，在图 2-7所示的窗

口中，选择“较大-150%”，单击“应用”按钮。 

设置生效后，在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弹出的快捷菜单的字体和颜色都

发生了变化；打开“计算机”或 Word文档也会发现菜单字体和颜色都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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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图 2-7 字体设置窗口 

4. 桌面图标设置及排列 

（1） 在桌面显示控制面板图标 

① 在图 2-1 中单击“更改桌面图标”选项，弹出“桌面图标设置”对

话框，如图 2-8所示。各选项前的复选框是否勾选，可以控制桌面上对应的系统

图标的显示与隐藏。 

 

图 2-8 “桌面图标设置”对话框 

② 单击“更改图标”按钮，弹出“更改图标”对话框，可以选择系

统提供的图标来更改桌面上的默认图标，也可以单击“浏览”按钮选择自定义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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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更改图标”对话框 

（2） 将桌面图标按“名称”排列 

在桌面空白处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排序方式/名称”即可，

如图 2-10所示。 

 

图 2-10 桌面快捷菜单中的“排序方式” 

（3） 设置桌面不显示图标 

去掉桌面快捷菜单中的“查看/显示桌面图标”项前的“√”，桌面

上的所有图标都不显示。 

5. Windows 7 的窗口操作 

（1） Windows7 的窗口操作 

双击桌面上“计算机”图标，打开“计算机”窗口，进行如下操作： 

①  单击窗口右上角的三个按钮，实现最小化、最大化/还原、关闭窗

口的操作。 

② 拖动窗口四边框或窗口角，调整窗口大小。 

③ 鼠标压下标题栏移动窗口，双击标题栏，最大化窗口或还原窗口。 

④ 通过 Aero Snap 功能调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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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最大化：WIN+↑；还原或窗口最小化：WIN+↓； 

窗口靠左显示：WIN+←；窗口靠右显示：WIN+→。 

⑤ “组织”按钮旁的向下箭头，选择“布局”，如图 2-11。去选或选勾

“菜单栏”、“细节窗格”、“导航窗格”、“预览窗格”，观察“计算机”窗口格局

的变化。 

 

图 2-11 窗口布局菜单 

⑥ 使用 Alt+空格在屏幕左上角打开控制菜单，使用键盘进行窗口操作。 

⑦ 按组合键 Alt+F4关闭窗口。 

（2） 使用 Windows 7窗口的地址栏 

① 在“计算机”窗口的导航窗格（左窗格）中选择“C：\users”

文件夹，在地址栏中点击“users”右边箭头按钮，可以打开“users”目录下

的所有文件夹，选择一个文件夹，如“公用”，即可打开“公用”文件夹。如图

2-12所示。 

 

图 2-12 Windows7窗口中的地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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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地址栏空白处单击，箭头按钮会消失，路径会按传统的文字形式

显示。 

③ 在地址栏的右侧，还有一个向下的箭头按钮，单击该按钮，可以显

示曾经访问的历史记录。 

④ 利用窗口左上角的“返回”和“前进”按钮 ，可以在浏览记

录中导航而无需关闭当前窗口。单击“返回”按钮，可以回到上一个浏览位置，

单击“前进”按钮，可以重新进入之前所在的位置。 

（3） 使用收藏夹 

在“计算机”窗口中选择“C：\users”文件夹，在导航空格的“收藏夹”

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将当前位置添加到收藏夹”，如图 2-13，

或直接将文件夹拖到收藏夹下方的空白区域，“C：\users”文件夹的快捷方式

会出现在收藏夹中。 

 

图 2-13 “收藏夹”快捷菜单 

（4） 使用库 

在“计算机”窗口的导航窗格中选择“库”，单击右键，在快捷菜单中

选择“新建库”，如图 2-14所示，并重命名新库新建库为“用户”，打开“用户”

快捷菜单，选择“属性”，打开如图 2-15 所示的“属性”对话框，单击“包含

文件夹”按钮，选择“C:\users”文件夹，可以将“C:\users”文件夹添加到

库“用户”中，如图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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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库”快捷菜单 

 

图 2-15 属性对话框 

 

图 2-16 库中的“users”项 

6. 任务栏的设置 

在任务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弹出“任务栏

和[开始]菜单属性”对话框，如图 2-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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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属性”对话框 

（1） 设置任务栏的自动隐藏功能 

在“任务栏”窗口的多选项“自动隐藏任务栏”前打钩，单击“应用”或

“确定”按钮，当鼠标离开任务栏时，任务栏会自动隐藏。 

（2） 移动任务栏 

在任务栏设置窗口中，设置“屏幕上的任务栏位置”为顶部，将任务栏移

动到桌面的项部。 

（3） 改变任务栏按钮显示方式 

默认情况下，任务栏按钮为“始终合并、隐藏标签”状态，此时任务栏图

标显示为图 2-18形式。 

改变任务栏按钮显示方式为“从不合并”，此时任务栏图标显示为图 2-19

形式。 

 

图 2-18 “始终合并，隐藏标签”状态下的任务栏 

 

图 2-19 “从不合并”状态下的任务栏 

（4） 在通知区域显示 U盘图标 

当电脑连接了外部设备如 U盘，默认情况下，U盘的图标处于隐藏状态。

单击图 2-17中的“自定义”按钮，在图 2-20 所示窗口中设置“Windows 资源

管理器”项为“显示通知图标”状态，U盘图标就会显示在通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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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通知区域图标设置窗口 

（5） 在任务栏上显示“地址”工具栏 

在任务栏的任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勾快捷菜单“工具栏/地址”

项如图 2-21，地址栏即出现在任务栏中。 

 

图 2-21 任务栏快捷菜单 

（6） 将程序锁定到任务栏 

运行 Word 程序，任务栏上会显示一个 Word 图标，关闭文档后任务栏上

的图标将消失。鼠标右击任务栏上的 Word 图标，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将此程序

锁定到任务栏”，即可将 Word程序锁定到任务栏，如图 2-22所示。当关闭 Word

程序后，任务栏上仍然显示 Word图标，单击该图标即可打开 Word程序。 

 

图 2-22 将程序锁定到任务栏 

7. 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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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面上创建一个指向记事本程序（notepad.exe）的快捷方式，有两种方

法： 

（1）  右击桌面空白处，在桌面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快捷方式”命令，

打开“创建快捷方式”对话框，在“请键入项目的位置”框中，键入 notepad.exe 

文件的路径“C:\Windows\System32\notepad.exe”或通过“浏览”按钮选择，

如图 2-23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在“键入该快捷方式的名称”框中输入

“记事本”，单击“完成”即可。如图 2-24。 

（2） 资源管理器窗口中选定文件“C:\Windows\System32\notepad.exe”，

用鼠标右键拖动该文件至桌面，在释放鼠标右键的同时，弹出一个快捷菜单，

从中选择“在当前位置创建快捷方式”命令，将快捷方式的名称改为“记事本”。 

 

图 2-23 创建快捷方式窗口（1） 

 

图 2-23 创建快捷方式窗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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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建桌面小工具 

在桌面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小工具”，出现桌面小工具窗口，如图 2-24

所示，选择“日历”，双击、拖拽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都可以将该项

添加到桌面。 

 

图 2-24 桌面小工具窗口 

9. “开始”菜单的使用 

（1） 程序列表的使用 

打开“开始”菜单的“所有程序”列表，找到“小工具”，单击运行一次。

再次打开“开始”菜单，“桌面小工具”已经出现在程序列表中。 

① 锁定程序项 

在程序列表中选择“桌面小工具”，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附

到[开始]菜单”，即可将“桌面小工具库”程序项锁定到上端固定程序列表项中，

如图 2-25所示。 

 

图 2-25 开始菜单中的跳转列表 

② 解锁程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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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锁定“桌面小工具库”程序列表项的快捷菜单中选择“从[开始]菜单解锁”，

即可解锁访程序项，返回程序列表下端显示。 

（2） 跳转列表的使用 

用记事本程序创建三个文本文件，分别命名为 Text1.txt，Text2.txt，

Text3.txt，打开“开始”菜单，“记事本”程序显示在“开始”菜单的程序列表

中，如图 2-25 所示，将鼠标定位在菜单项“记事本”右边的黑色箭头，出现跳

列表。 

① 通过跳转列表打开文档 

选择跳转列表 Text1.txt 项，即可打开 Text1.txt 文档。 

②  将程序锁定到跳转列表 

在跳转列表中将鼠标停留在 Text1.txt 项上，其右边会出现一个锁定图标，

点击该图标，即可将项目锁定到跳转列表；或者，从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锁定

到此列表”，也可实现此操作。 

③  将程序从跳转列表解锁标， 

将光标停留在锁定了的 Text1.txt项上，单击该项右边的解锁图标，或在快

捷菜单中选择“从此列表解锁”，Text1.txt项回到“最近”列表中。 

④ 删除跳转列表项 

在跳转列表中将鼠标停留在 Text1.txt项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

选择“从列表中删除”，即可将 Text1.txt项从跳转列表中删除。 

（3） 利用“搜索”框搜索 

在“开始”菜单下方搜索框中输入“记事本”，按回车键，搜索结果显示在

搜索框上方，其中包括记事本程序和其他包含“记事本”的文档，选中“记事本”

程序并回车，即可打开记事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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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   Windows7 文件操作 

一、 实验目的 

1. 了解资源管理器的功能及组成； 

2. 掌握文件及文件夹的概念； 

3. 掌握文件及文件夹的使用，包括创建、移动、复制、删除等； 

4. 掌握文件及文件夹属性的设置及查看方法； 

5. 掌握运行程序的方法。 

二、 实验内容 

1. 打开资源管理器 

2. 设置文件及文件夹的显示方式及排列方式 

3. 创建文件夹 

4. 复制、剪切、移动文件 

5. 查看并设置文件和文件夹的属性 

6. 控制窗口内显示/不显示隐藏文件（夹） 

7. 文件的重命名 

8. 文件及文件夹的删除与恢复 

9. 文件和文件夹的搜索 

三、 实验步骤 

1. 打开资源管理器 

在桌面上双击“计算机”图标，或右击“开始”按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也可以单击任务栏中的 图标来打开资源管理器窗口。 

2. 设置文件及文件夹的显示方式及排列方式 

（1） 设置文件及文件夹的显示方式 

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查看”菜单，如图 2-26所示， 或在资源管理器右边

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查看”菜单，分别选择“大图标”、“中等图标”、

“小图标”、“平铺”、“内容”、“列表”、“详细信息”菜单项，可以改变文件及文

件夹的排列方式。图 2-26中文件夹按“中等图标”方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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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查看”菜单 

（2） 改变文件及文件夹的图标排列方式 

选择菜单项“查看/排列方式”或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排序

方式”，出现如图 2-27 所示菜单，选择“按名称”或“大小”或“类型”等，图

标的排列顺序随之改变。 

 

图 2-27 排列图标菜单 

3. 创建文件夹 

在 C盘上建立一个名为 DAO的文件夹，再在 DAO文件夹中建立两个并列的二

级文件夹 DAN1和 DAN2。 

方法一：在资源管理器窗口的导航窗格选定 C盘为当前文件夹，单击工具栏

上的“新建文件夹”按钮，右窗格出现一个新建文件夹，名称为“新建文件夹”，

将“新建文件夹”改名为 DAO即可。 

方法二：在资源管理器窗口的导航窗格选定 C盘为当前文件夹，在右窗格任

一空白位置右击鼠标，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文件夹”，右窗格出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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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建文件夹，将新建文件夹改名为 DAO即可。 

双击 DAO文件夹，进入该文件夹，用上述方法创建文件夹 DAN1、DAN2。 

4. 复制、剪切、移动文件 

（1）在 C盘中任选 3个不连续的文件，将它们复制到 C:\DAO文件夹中。 

方法一： 

①  选中多个不连续文件：按住 Ctrl 键不放手，单击需要的文件或文

件夹，即可同时选中多个不连续的文件或文件夹。 

② 复制文件：选中“编辑/复制”菜单，或者右击鼠标，在快捷菜单中

选“复制”，或者按组合键 Ctrl+C。 

③ 粘贴文件：在左窗格单击 DAO 文件夹，进入 DAO 文件夹，在右窗格

选择“编辑/粘贴”菜单命令，或者右击鼠标，在快捷菜单中选“粘贴”，或者按

组合键 Ctrl+V，即可将复制的文件粘贴到当前文件夹中。 

方法二： 

① 打开左窗格的 C盘文件目录，使目标文件夹 DAO在左窗格可见； 

② 选中三个不连续文件，按住 Ctrl键，拖拽选中的文件到左窗格目标

文件夹 DAO。 

特别要注意的是，由于源文件和目标文件在同一个磁盘，如果不按住 Ctrl

拖拽文件，将是移动文件而不是复制文件。 

（2）在 C盘中任选 3个连续的文件，将它们复制到 C:\DAO\DAN1文件夹中。 

① 选中多个连续的文件：按住 Shift 键不放手，单击需要复制的第一

个文件及最后一个文件，即可同时选中这两个文件之间的所有文件。 

② 用（1）中所述方法复制粘贴这些文件。 

（3）将 C:\DAO文件夹中的一个文件移动到 DAN2二级子文件夹中。 

在资源管理器右窗格打开 DAO文件夹，在左窗格展开展开 DAO文件夹，直接

移动该文件到左窗格的 DAN2文件夹即可。 

思考： 

① 文件的全选、不连续选择和区域选择该如何操作？ 

② 同一磁盘分区内或不同磁盘分区内，文件和文件夹的复制如何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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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并设置文件和文件夹的属性 

选定文件夹 DAN2，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出现属性对话框，在“常规”

窗口，可以看到类型、位置、大小、占用空间、包含的文件夹及文件数等信息，

如图 2-28所示。选中窗口中的“只读”项，DAN2 文件夹成为只读文件；选中“隐

藏”项，DAN2成为隐藏文件夹。 

 

图 2-28 文件属性窗口 

6. 控制窗口内显示/不显示隐藏文件（夹） 

选择“工具/文件夹选项”菜单，出现如图 2-29所示窗口，在“隐藏文件和

文件夹”下选择“不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或驱动器”，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 DAO 文件夹，DAN2 文件夹不可见。 

 

图 2-29 文件夹选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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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29中选择“显示隐藏的文件、文件夹或驱动器”，单击“确定”按钮，

再次打开 DAO文件夹，DAN2文件夹可见。 

7. 文件的重命名 

（1） 改主文件名 

打开 C:\DAO 文件夹，在任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新

建/文本文档”，出现一个新文件，名为“新建文本文档”，而且文件名处于编辑

状态，输入新文件名 Text1，按回车键确认即可（文件的全名为“Text1.txt”）。 

单击鼠标选中文件 Text1.txt，在文件名处再单击，文件名处于编辑状态，

此时可再次修改文件名。 

（2） 改扩展名 

在如图 2-29 所示的窗口中，对“隐藏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选项去掉勾

选，资源管理器中将显示文件的全名（主文件名+扩展名），此时即可修改文件的

扩展名（文件类型），如将 Text1.txt改名为 Text1.docx。 

8. 文件及文件夹的删除与恢复 

（1） 删除文件至“回收站” 

① 打开文件夹 C:\DAO，选中文件 Text1.txt； 

② 按 Delete 键或在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显示确认删除信息

框，单击“是”按钮，确认删除。 

（2） 删除文件夹 C:\DAO\DAN2 

操作步骤同上，但对象文件夹在左、右窗格都可选择。 

（3） 从“回收站”恢复被删除的文件及文件夹 

①  双击桌面上“回收站”图标打开回收站，选中文件夹 C:\DAO\DAN2； 

② 选择工具栏上的“还原此项目”或在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还原”

命令，即可恢复被删除的文件夹。 

（4） 永久删除一个文件夹或文件 

选中待删除的文件（夹），按 Shift+Delete 键，在确认删除框中单击“是”，

即可彻底删除该文件（夹）。 

9. 文件和文件夹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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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搜索方式 

在资源管理器窗口中打开“组织”下拉列表，选择“文件夹和搜索”选项，

出现如图 2-30 所示的对话框，在“搜索内容”部分选择“始终搜索文件名和内

容”，在“搜索方式”部分选勾“在搜索文件夹时在搜索果中包括子文件夹”和

“查找部分匹配”，将可以根据文件名或文件夹内容进行文件搜索。 

 

图 2-30 文件夹选项对话框 

（2） 搜索 C 盘及其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名以 Te 开头的文本文件（扩展名

为.txt）。 

打开资源管理器，在左窗格选择 C盘，在窗口右上角搜索栏中输入 Te*.txt，

搜索结果显示在右侧窗口如图 2-31所示。 

 

图 2-31 按文件名搜索结果 

（3） 搜索 DAO 文件夹及其子文件夹下所有包含文字“计算机”，且文件大

小不超过 10K、在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8 日之间修改过的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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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名为.txt）。 

①  在资源管理器的左窗格选择 C:\DAO文件夹，在搜索框中输

入“计算机”，如图 2-32（a）； 

② 在“添加搜索筛选器”下选择“大小”为“微小（0-10K）”，

如图 2-32（b）； 

③ 在“添加搜索筛选器”下选择“修改日期”为 2015-5-1 至

2015-7-8，方法是首先选择 2015-5-1，按住 Shift键，再选择 2015-7-8

即可，如图 2-32（c）； 

④ 搜索结果显示在右侧窗口。 

 

（a） 

 

（b） 

 

（c） 

图 2-32 添加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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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Windows7 系统设置及附件的使用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控制面板”中常用资源的设置 

2. 掌握添加和删除应用程序的方法 

3. 了解附件中常用的小程序的使用 

二、 实验内容 

1. 控制面板的使用 

2. 附件的使用 

三、 实验步骤 

1. 控制面板的使用 

控制面板是 Windows 图形用户界面的一部分，它允许用户查看并操作基本的

系统设置和控制比如添加硬件，添加/删除软件控制用户帐户，更改辅助功能选

项等等。 

打开“开始”菜单下的“控制面板”，出现控制面板窗口，图 2-33是以小图

标方式显示的控制面板窗口。 

 

图 2-33 控制面板窗口 

（1） 查看“系统”设置 

单击控制面板中的“系统”图标（或者右击桌面上的“计算机”图标，选择

快捷菜单中的“属性”），出现“系统属性”窗口，如图 2-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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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窗口查看并更改基本的系统设置，例如显示用户计算机的常规信息、

编辑位于工作组中的计算机名、管理并配置硬件设备、启用自动更新。 

 

图 2-34 系统属性窗口 

（2） 添加或删除程序 

在控制面板窗口中单击“程序和功能”图标，进入“程序和功能”窗口，此

时用户可以从系统中删除或更改程序。添加/删除程序窗口也会显示程序的版本、

安装的时间以及程序占用的磁盘空间，如图 2-35所示。 

 

图 2-35 程序和功能窗口 

如果需要删除（缷载）一个已经安装的应用程序，选中该程序，单击“缷载”

按钮即可按提示的步骤缷载一个应用程序。 

（3） 设置“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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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面板窗口中选择“用户帐户”，进入“用户帐户”窗口，如图 2-36

所示。 

 

图 2-36 “用户帐户”窗口 

①  为当前帐户创建密码 

选择图 2-36 中的“为您的帐户创建密码”，出现如图 2-37 所示的窗口，在

对应的框中输入密码及密码提示，单击“创建密码”即可，下次登录时密码启用。 

 

图 2-37 创建密码窗口 

② 创建一个新帐户 

单击图 2-36 中的“管理其他帐户”，出现如图 2-38 所示的“管理帐户”窗

口，选择“创建一个新帐户”，出现如图 2-39 所示的“创建新帐户”窗口，输入

新帐户的名称（例如 ZhangSan），选择帐户的类型（例如管理员），然后单击“创

建帐户”按钮即可。 

创建了一个新帐户后，可以给该帐户设置密码，也可以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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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管理帐户窗口 

 

图 2-39 创建新帐户窗口 

③ 删除帐户 

方法一：在图 2-38所示窗口中选择需要删除的帐户，如 ZhangSan，打开更

改帐户窗口，如图 2-40，选择“删除帐户”即可，但不能删除第一个创建的计

算机管理员帐户。 

 

图 2-40 更改帐户窗口 

方法二：选择控制面板中的“管理工具”，如图 2-41，再在“管理工具”

窗口中选择“计算机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展开左窗格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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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户和组”，选择“用户”，右窗格中显示所有的帐户信息，选择要删除的

帐户，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命令即可，如图 2-42所示。 

 

图 2-41 “管理工具”窗口 

 

图 2-42 “计算机管理”窗口 

（4） 设置“日期和时间” 

单击控制面板中的“日期和时间”（或单击桌面最右下角的时间，单击“更

改日期和时间设置”），进入“日期和时间属性”窗口，如图 2-43所示，单击（a）

图中的“更改日期和时间”按钮，出现（b）图所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对话框，

用户可以在此调整系统日期和时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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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2-43 日期和时间设置窗口 

（5） 设置“区域和语言选项”，添加“微软拼音输入法” 

区域和语言选项可改变多种区域设置，例如：数字显示的方式（例如十进制

分隔符）、默认的货币符号、时间和日期符号、用户计算机的位置、安装输入法

等。 

① 在控制面板窗口中单击“区域和语言选项”，打开“区域和语言”

对话框，如图 2-44，在这里可以设置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图 2-44 “区域和语言”对话框 

② 单击“其他设置”按钮，打开如图 2-45 所示的自定义格式对话

框，在这里可以设置数字、货币、日期和时间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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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自定义格式”对话框 

③ 在“区域的语言”对话框中选择“键盘和语言”选项卡，如图

2-46 所示，单击“更改键盘”按钮，出现“文本服务和输入语言”对话

框，对话框中显示已安装的汉字输入法，如图 2-47所示； 

④ 单击“添加”按钮，出现“添加输入语言”对话框，如图 2-48

所示，在列表中选择“中文（简体，中国）-微软拼音-新体验 2010”，单

击“确定”按钮。 

 

图 2-46 “键盘和语言”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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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文本服务和输入语言对话框 

 

图 2-48 添加输入语言窗口 

2. 附件的使用 

（1） 画图程序 

启动“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画图”程序，制作一张贺年卡片并保

存为 JPG 文件，命名为“贺卡”，保存在 C:\DAO 中。 

（2） 记事本程序 

启动“开始”、“所有程序”、“附件”、“记事本”应用程序，录入【样文 2-1】

中的文字，选择记事本菜单命令“文件”、“保存”命令，将录入的内容保存到“库”

中的“文档”，文件名为“天河二号.txt”。 

【样文 2-1】 

天河二号由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超级计算机系统，以峰值计算速度

每秒 5.49 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 3.39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位

居榜首，成为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 

2013 年 11月 18 日，国际 TOP500组织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排

行榜榜单，“天河二号”以比第二名—美国的“泰坦”快近一倍的速度再度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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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首。 

在 2014 年 11 月 17 日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中，中国“天河二

号”以比第二名美国“泰坦”快近一倍的速度连续第四次获得冠军。 

2015 年 5月，“天河二号”上成功进行了 3 万亿粒子数中微子和暗物质的宇

宙学数值模拟，揭示了宇宙大爆炸 1600 万年之后至今约 137 亿年的漫长演化进

程。 

 

图 2-49 记事本窗口 

 

图 2-50 保存文件窗口 

汉字输入时的键盘切换： 

Ctrl+空格：在英文状态和汉字输入状态间切换 

Ctrl+Shift 或 Alt+Shift：在各种中文输入法间切换 

（3） 系统工具的使用 

① 运行“磁盘清理程序” 

磁盘清理程序搜索电脑的驱动器，列出临时文件、Internet 缓存文件和可

以安全删除的不需要的程序文，可以使用磁盘清理程序删除部分或全部这些文件，

帮助释放硬盘驱动器空间。 

方法一：双击桌面上“计算机”图标，打开“计算机”窗口，选择一个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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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如 C盘，在右键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打开“本地磁盘（C:）属性”

窗口，如图 2-51所示，单击“磁盘清理”按钮，即开始磁盘清理。 

 

图 2-51 磁盘属性窗口 

方法二：打开“开始”菜单 ，选择菜单命令“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

磁盘清理”，选择待清理的驱动器，即可进入磁盘清理。等待几分钟后出现如图

2-52所示，选择需要清理删除的文件，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删除这些文件。 

 

图 2-52 磁盘清理窗口 

② 运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硬盘经过长时间使用后，如果经常存盘和删除文件，那么文件的存放位置就

可能变得七零碎，不是连续在一起，使硬盘读取文件变慢，因此有必要定期对磁

盘进行分析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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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选择一个磁盘，在属性窗口中选择“工具”对话框，单击“立即进

行碎片整理”按钮。 

方法二：选择菜单命令“开始/所有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也可以运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 

如图 2-53 所示，单击“磁盘碎片整理”按钮，即开始磁盘碎片整理。该功

能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用户可以随时终止，也可以单击“配置计划”按钮，

在如图 2-54 所示的对话框中配置磁盘碎片整理计划，到了规定的时间，系统会

自动进行碎片整理。 

 

图 2-53 磁盘碎片整理窗口 

 

图 2-54 磁盘碎片整理程序的配置计划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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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  Windows 操作系统综合实验 

一、 实验目的 

综合应用前面掌握的知识，熟练进行 Windows7 操作 

二、 实验内容 

1. 桌面设置 

（1） 更改桌面主题设置； 

（2） 更改桌面墙纸设置。Windows7 默认的桌面背景比较简单，如

何把校园生活照片设置成息的桌面背景，并使几张桌面背景图片自动切换。 

（3） 设置屏幕保护：为计算机设置屏幕保护程序，时间间隔为 5

分钟，并启用密码保护； 

（4） 通过 Aero Snap功能调整窗口。 

2. 任务栏设置 

（1） 设置桌面任务栏为自动隐藏； 

（2） 将“桌面”设置到工具栏； 

（3） 将记事本程序锁定到任务栏； 

（4） 改变任务栏图标的显示方式； 

（5） 改变任务栏位置到桌面左边； 

（6） 在通知区域隐藏扬声器图标和通知。 

3. 关闭 Windows7 的 Jump List功能 

4. 创建快捷方式 

在桌面上为系统自带的计算器创建快捷方式。计算器应用程序在计算机中的

路径为 C:\Windows\System32\ calc.exe 

5. 设置 JPG 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 

6. 文件及文件夹操作： 

（1） 在 D盘根目录上建立“计算机作业”文件夹，在上文件夹下

建立“文字”、“图片”两个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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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文字”文件夹下建立一个文本文件，输入自己的简单信

息，命名为“简历”； 

（3） 在 C盘查找所有以 C开头的 JPG文件，并选择若干文件复制

到“图片”文件夹中； 

（4） 删除、还原文件：删除“D:\计算机作业\图片”文件夹中的

JPG 文件，再从“回收站”中恢复这些被删除的文件； 

（5） 将“文字”文件夹移动到 D 盘根目录下。 

（6） 将文件夹“图片”设置为隐藏文件夹；、 

（7） 改变文件夹的浏览方式，分别设置为显示和不显示隐藏文件

夹，并观察结果； 

（8） 改变文件及文件夹的显示方式和排列方式，观察相应的变化。

思考一下排序方式中的名称、类型、修改日期、大小分别在什么状况下采

用。 

（9） 如何快速找到“Help”文件夹？ 

在“Windows”窗口中，按下“H”键即可使光标在首字母为“H” 的文件和

文件夹之间切换，这样就可以缩小查找范围，从而快速地找到“Help”文件夹。 

（10） 批量重命名文件或文件夹 

操作步骤： 

① 在文件夹窗口选中需要重命名的多个文件或文件夹，如图 2-55所示。 

 

图 2-55 选定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② 单击“工具栏”上的“组织”按钮，从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重命

名”选项。此时所选中的文件夹中的第一个文件夹的名称处于可编辑状态，

如图 2-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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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执行“重命名”命令 

③ 直接输入新的文件夹名称，这里输入“图片” 

④ 在窗口空白区域单击或者按回车键，可以看到所选的 3个文件夹和 3

个文件都已经重新命名。如图 2-57所示。 

 

图 2-57 批量重命名的结果 

7. 控制面板操作 

（1） 创建一个新用户，身份为计算机管理员，名称自定，

并为新用户设置密码； 

（2） 不关机切换 Windows 用户，用新创建的用户登录，

查看变化。 

（3） 查看本机系统设置，查看系统基本配置信息、计算

机名等。 

（4） 添加一种拼音输入法。 

8. 附件的使用 

（1） 分别通过菜单方式及运行程序方式启动画图程序

mspaint.exe，制作一幅画，并保存到 D:\计算机作业\图片下； 

（2） 运行磁盘清理程序清理 D盘中无用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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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文档制作软件 Word 2010 

实验 1    Word 2010 的基本操作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 Word 2010 的工作界面。 

2. 掌握 Word 2010 快速访问工具栏的定制。 

3. 掌握 Word 2010 视图显示方式的切换及不同视图的特点。 

二、实验内容 

1. 运行 Word 2010,观察 word 2010的工作界面。 

2.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3. 切换 Word 2010 的不同的视图显示方式。 

三、实验步骤 

1. 熟悉 Word 2010 的工作界面 

（1）选择“开始”|“所有程序”|“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Word 

2010”选项，即可启动 Word 2010；或者双击桌面 Word 2010 快捷方式图标 ，

也可以启动 Word 2010。 

（2）Word 2010的工作界面由标题栏、快速访问工具栏、功能区、标尺栏、

文档编辑区和状态栏等组成，如图 3-1所示。  

 

 

 

 

 

 

 

 

 

 

 

图 3-1 Word 2010 的工作界面 

文档编辑区 

标题栏 

 

功
能
区 

标
尺
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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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制 Word 2010 的快速访问工具栏 

（1）单击 Word 2010 窗口“快速访问工具栏”区域的“自定义快

速访问工具栏”按钮，在弹出的如图 3-2所示菜单中单击勾选需要的

命令，即可将该命令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中，以实现对该命令的快

速访问。 

（2）如果要取消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命令按钮，用同样的方法打

开该菜单，单击要取消的命令即可。 

 

3. 切换 Word 2010 的视图方式 

单击状态栏右边的视图切换按钮可以切换不同的视图

模式，见图 3-3；也可以单击功能区“视图”选项卡下“文档视图”组的相应视

图按钮来选择视图模式，见图 3-4。 

 

 

 

 

选择合适的视图模式可以提高文档制作效率、节省编排时间。Word 2010 不

同视图的特点： 

（1）草稿视图  

该视图下可以快速地输入和编辑文字，页与页之间只用虚线分隔，页眉、页

脚、图片和表格等不能显示。 

图 3-3 视图切换按钮 

图 3-2 定制“快速访问工具栏”菜单 

状态栏 

 

图 3-4 “视图”选项卡下的“文档”视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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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页面视图  

是文档中最常用的视图，显示的文档和打印出来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可以

看到图形和文本的排列格式，能显示页的分隔、页眉和页脚。 

（3）大纲视图  

可以显示更改标题的层次结构，并能折叠、展开各种层次的文档内容，适用

长文档的快速浏览和设置。 

（4）Web版式视图  

文档的显示与在浏览器中完全一致，可以编辑用于 Internet 网站发布的文

档，即 Web页面。在 Web版式下，正文显示的更大，不是实际打印效果。 

（5）阅读版式视图  

最大特点是便于用户阅读，也能进行文本的输入和编辑。  

实验 2   文档的基本操作和编辑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文档的创建和保存。 

2. 掌握文档的打开和保护。 

3. 掌握多文档操作方法。 

4. 掌握文档中特殊字符的录入方法。 

5. 掌握文本的选定、删除、插入与改写、查找与替换、移动、复制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在“D:\练习”文件夹中（如果该文件夹不存在，请自建），创建文件名

为“受人欢迎的四句话”的文档。 

2. 在文档“受人欢迎的四句话”中录入以下内容： 

星云大师 

自古就有“一言兴邦，一言丧帮”的明训，讲话确实

是一门艺术。 

如何说话才能受人欢迎？以下是我的四点建议： 

3. 在同一个目录下保存该文档，并命名为“受人欢迎的四句话备份”。 

4. 设置“受人欢迎的四句话”和“受人欢迎的四句话备份”两文档并排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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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窗口上。 

5. 为文档“受人欢迎的四句话”设置打开密码“1234”，关闭文档。 

6. 键入密码，打开“受人欢迎的四句话”文档，接着录入以下内容： 

一、为受窘的人说一句解围的话。助人不只是金钱、劳力、时间上的

付出，说话也可以帮助别人。例如，有些人处在尴尬得不知如何下台

的窘境时，你及时说出一句帮他解围的话，也是助人的一种。 

二、为沮丧的人说一句鼓励的话。西谚云：“言语赋予我们的功用，

是在我们之间作悦耳之辞。”什么是悦耳之辞？就是说好话。说好话

让人如沐春风，让人生发信心。遇到因受挫而心情沮丧的人，给他一

些鼓励，一些鼓舞信心的话，就是以言语给他人力量。 

三、为疑惑的人说一句点醒的话。荀子说：“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

玉。”遇到徘徊在人生路口的人、对生命有疑惑的人，及时用一句有

用的话点醒，有时会改变他的一生，甚至挽回一条性命。 

四、为无助的人说一句支持的话。无助的人信心不足，需要他人给予

肯定才有力量。这样的人经常生活在别人的善恶语言中，一句话可以

改变他的心情好坏。面对无助的人，我们应该多讲给予支持的话，让

他对自己生发信心、肯定自我。 

《说苑》曰：“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话不在多，而在

贴切与恰当。孟子说：“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如果所说浅近，但

是用意深远，就是一句好话。所以，话要谨慎说，才不会让人觉得轻

薄，甚至招怨。 

摘自《爱你》 

7. 在文中第一行插入标题“受人欢迎的四句话”；在文档第二行“星云大师”

前后各插入四个符号“”，在文中的最后一行前插入一个符号“”。 

8. 将正文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合为一段。 

9. 将文中所有的“生发”替换为“产生”。 

10. 在该文档中练习文本选定、删除、插入与改写、查找与替换、移动、复

制等操作。 

三、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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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档的操作 

（1）启动 Word 2010 程序，打开一个名为“文档 1”空白文档，在光标处

录入所给三行文字。将以上所录入内容保存到“D:\练习”文件夹中（如果该文

件夹不存在，请自建），文件名为“受人欢迎的四句话”。 

（2）执行“文件”|“保存”命令，或者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保

存”按钮，打开如图 3-5 所示的“另存为”对话框，选择文档保存位置为“D:\

练习”文件夹，文件名输入“受人欢迎的四句话”。执行“文件”|“另存为”命

令，在“另存为”对话框选择文档保存位置为“D:\练习”文件夹，文件名输入

“受人欢迎的四句话备份”。 

 

 

 

 

（3）执行“文件”|“打开”命令，在“打开”对话框中打开“D:\练习”

保 存 位

置 

保 存 位

置 

图 3-4 “视图”选项卡下的“文档”视图组 

图 3-5 “并排查看”两个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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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中的“受人欢迎的四句话”文档。 

选择“视图”选项卡下窗口组的“并排查看”命令，两个文档并排显示在窗

口中，如图 3-5所示，此时可以单击鼠标进行切换，实现对两个文档的操作。 

（4）将光标切换到“受人欢迎的四句话”文档，执行“文件”|“另存为”

命令，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单击“工具”按钮，选择“常规选项”命令，打

开如图 3-5所示的“常规选项”对话框，在“打开文件时的密码”文本框中输入

密码“1234”，单击“确定”按钮，打开文档密码设置完毕，关闭该文档。 

2. 输入、编辑文档 

（1）双击“受人欢迎的四句话”文档，键入密码打开该文档，继续输入实

验中所给文本。 

（2）单击鼠标将光标插入点至于文档开始处，在文档第一行插入标题“受

人欢迎的四句话”。然后键入回车，将文档正文另起一段。 

（3）单击“插入”选项卡下“符号”组的“符号”列表按钮，选择“其他

符号”，打开“符号”对话框，在“字体”文本框选择“Wingdings”，在下面的

符号列表框中选择“”，在文档第二行“星云大师”前后各插入四个；用同样

的方法， 在文中的最后一行前插入符号“”。 

（4）将光标插入点至于正文第一段末尾，按 Delte 键，即可把第一段和第

二段合为一段。 

（5）单击“开始”选项卡下“编辑”组的“替换”命令，在“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中将文中所有的“生发”替换为“产生”。 

（6）在该文档中练习文本选定、删除、插入与改写切换、查找与替换、移

动、复制等操作。 

（7）编辑完成后，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把该文档

以原文件名保存在原来的位置上。 

【提示】输入时注意事项： 

① 不要用插入空格来产生缩进和对齐。通过后面所学的段落格式设置很容

易达到指定的效果，如标题居中、首行缩进。 

② 输入编辑过程中要及时存盘。建议用户几分钟存一次盘，以避免意外死

机导致录入内容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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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记住使用“撤消”功能。如果在录入、编辑过程中，需要取消上一次操

作，可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撤消”按钮使文档恢复原状。 

④ 注意保留备份。计算机硬盘的突然失效，或者别人无意的删除，都会带

来重大损失。因此重要文档应做好备份。 

实验 3  文档的排版和打印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文档格式化设置，包括字符、段落、页面、分栏和首字下沉等。 

2. 掌握文档的预览和打印。 

二、实验内容 

    打开实验 2创建的“受人欢迎的四句话”文档，进行以下设置并打印输出。 

1. 设置整篇文档的纸张大小高度为 28 厘米、宽度为 18 厘米；设置整篇文

档的上下左右页边距为 2厘米。 

2. 设置标题“受人欢迎的四句话”为黑体，小三号，加灰色底纹，居中对

齐；设置“受人欢迎”四个字为中文加圈格式。 

3. 设置“星云大师”该段，文字加粗，居中对齐，段前间距 0.5 行，段后

间距 1行。 

4. 将第 3～7段落首行缩进设置为 2字符，行距设为 1.5倍行距，字符设为

楷体，小四号。 

5. 设置第 3段段后间距为 1行；设置首字下沉，字符下称行数为两行。 

6. 借助格式刷设置正文第 4～7段落的第一句话为加粗，倾斜，蓝色；并对

该四个段落设置分栏效果。 

7. 设置第 8 段段前间距为 1.5 行，段落左右各缩进 2 个字符，并给该段加

上黑色阴影边框，宽度为 3磅，并填充白色，背景 1，深色 5%底纹。 

8. 设置“摘自”最后一段段前间距为 1行，右对齐。 

9. 为文档设置页脚为美文赏析，页脚文字设置为五号，宋体，左对齐，同

时添加蓝色、3 磅、带阴影边框；为页脚添加黑色，双线页脚线，粗细为 2.25

磅。 

10. 预览并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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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样张见图 3-6。 

 

三、实验步骤 

1. 页面设置 

（1）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设置”组的“纸张大小”下方的列

表按钮，选择“其他页面大小”命令，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在“纸张大小”

列表框选择“自定义大小”，设置纸张高度为 28 厘米、宽度为 18厘米。 

（2）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设置”组的“页边距”下方的列表

按钮，选择“自定义页边距”命令，在打开的“页面设置”对话框中，设置上下

左右页边距为 2厘米。 

图 3-6 实验 3结果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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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体、段落设置 

（1）选定标题文字，单击“开始”选项卡下“字体”组的“字体”、“字号”

列表按钮分别设置字体为黑体，字号为小三；单击“字体”组的“字符底纹”按

钮，可以为标题加上灰色底纹；选中标题中的“受”字，单击“字体”组的“带

圈字符”按钮，打开如图 3-7所示的“带圈字符”对话框，在“样式”区域选择

“增大圈号”，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标题中其它三个字设置方法和上面相同；

单击“开始”选项卡下“段落”组的“居中”按钮，设置标题居中。 

（2）选中第 2 段，单击“开始”选项卡下“字体”组的“加粗”按钮，段

落组的“居中”按钮设置该段落加粗和居中对齐；单击“段落组”右下角的“对

话框启动按钮”打开如图 3-8 所示的“段落对话框”，设置段前间距 0.5 行，段

后间距 1行。 

（3）选定第 3～7 段，设置字体为楷体，字号为小四；在图 3-8所示“段落”

对话框中，设置首行缩进为 2字符，行距设为 1.5倍行距。 

（4）选定第 3段，在图 3-8 所示“段落”对话框中，设置段后间距为 1行；

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文本”组的“首字下沉”列表按钮，选择“首字下沉选

项”命令，打开“首字下沉”对话框，在位置区域选择“下沉”，在选项区域的

图 3-7 设置“带圈字符”对话框 



199 
 

下沉行数设置为 2，单击“确定”按钮。 

 

 

（5）选定第 4 段第一句话，为其设置加粗，倾斜，蓝色；将鼠标停在该文

字上，双击“开始”选项卡下“剪贴板”组的“格式刷”按钮，此时鼠标指针显

示为一个刷子图案，移动鼠标，使小刷子在 5～7 段落第一句话从头到尾拖过，

即可完成相同格式的设置；选定 4～7 段，单击“页面设置”选项卡下“页面设

置”按钮组的“分栏”列表按钮，在列表中选择“两栏”命令可以实现分栏效果。 

（6）选定第 8 段，在 3-8 所示的“段落”对话框中，设置段前间距为 1.5

行，段落左右两侧各缩进 2个字符；单击“开始”选项卡下“段落”组的“边框

和底纹”列表按钮，在列表框中选择“边框和底纹”命令，打开如图 3-9 所示的

“边框和底纹”对话框，在设置区域选择“阴影”，样式区域选择单实线，颜色

选择黑色，宽度选择 3.0 磅，应用于选择段落（一定是段落，不能是文字）；单

击“底纹”选项卡，在填充区域选择白色，背景 1，深色 5%底纹，单击“确定”

按钮。 

（7）选定最后一段，在 3-8 所示的段落对话框中，设置段前间距为 1 行，

右对齐。 

图 3-8 “段落”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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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置页眉页脚 

（1）单击“插入”选项卡下“页眉和页脚”组的“页脚”下方的列表按钮，

选择“编辑页脚”命令，此时光标插入点置于页脚处，输入“美文赏析”，选定

该文字，设置为宋体，五号，左对齐。   

（2）打开图 3-9 所示的“边框和底纹”对话框，在设置区域选择“阴影”，

样式区域选择单实线，颜色选择蓝色，宽度选择 2.25 磅，应用于选择文字（一

定是文字，不能是段落）。 

（3）选定“美文赏析”，样式选择样张所给样式，颜色选择黑色，宽度选择

2.25 磅，在预览区域仅保留下框线，应用与选择段落（一定是段落，不能是文

字），单击“确定”按钮。  

4. 打印文档 

（1）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打印预览和打印”按钮，首先在预览

窗格中预览文档，可以拖动预览窗格右下角滑块调节显示比例，放大和缩小文档；

也可以单击预览窗格中左下角的翻页按钮查看不同页的情况，如果不满意，重新

编辑排版文档，直到满意为止。 

（2）在打印窗格中可以选择打印机、设置打印份数、打印方向等，设置完

毕，单击“打印”按钮完成打印。 

【提示】格式刷的使用: 

① 格式刷位于“开始”选项卡下“剪贴板”组上，可以快速将指定文本或

图 3-9 “边框和底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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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的格式复制到其他文本或段落上，格式越复杂，效率越高。 

② 如果只复制文本或段落格式一次，只需单击格式刷；如果需要复制多次，

需要双击格式刷。 

③ 复制完毕，单击“格式刷”按钮或者按 Esc键即可取消格式刷。 

实验 4  制作表格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表格的创建与绘制方法，掌握表格的选定与编辑方法。 

2. 掌握美化修饰表格方法。 

3. 掌握表格中数据的计算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制作个人简历表。 

要求： 

（1） 设置表格标题“个人简历”为黑体，小二，居中对齐；表格中所有文

字为宋体，五号字，加粗，除照片、教育情况、专业特长、工作经历和联系方式

单元格外均为中部两端对齐；照片、教育情况、专业特长、工作经历和联系方式

单元格中的文字为竖排，中部对齐。 

（2）设置表格 1～5行的行高为 0.8厘米。 

（3）设置表格外框线的线型为实线，粗细为 3 磅，颜色为黑色，内框线为

虚线，宽度 1.0磅，深蓝色。 

实验结果样张见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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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作蓝光电脑公司三月份工资表。 

要求： 

（1）应发合计=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实发工资=应发合计-扣除合计。通过

公式计算填写应发合计、实发工资和单项合计。 

 

 

（2）标题设置为黑体，小三，居中对齐；表格中文字设置为宋体，五号字，

加粗，除名字以外的所有单元格文字全部水平居中对齐，所有名字单元格为中部

两端对齐；表格外框线为实线，宽度 2.5磅，黑色；表格表头填充底纹白色，背

景 1，深色 5%。 

实验结果样张见图 3-12。 

 

 

三、实验步骤 

1. 制作个人简历表 

新建一个文档，命名为“个人简历表”，打开该文档。 

（1）创建规则表格 

图 3-13 “插入表格”对话框 

 

图 3-10 个人简历表样张 

图 3-11  蓝光电脑公司三月份工资表  

图 3-12  蓝光电脑公司三月份工资表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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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插入”选项卡下“表格”组的“表格”下方的列表按钮，选择“插入

表格”命令，在如图 3-13 所示的“插入表格”对话框中，列数输入 2，行数输

入 9，在文档开始处插入一个 9行 2列的规则表格。 

（2）修改表格 

拖动表格中间的竖线到图 3-10样张所示位置，把表格分成宽窄不同的两列。

选定表格 1～5行，单击“表格工具-布局”选项卡，在“单元格大小”组的高度

文本框输入 0.8厘米；拖动表格最后一行下边框线到下页边界附近，然后选择表

格的最后四行，单击“单元格大小”组的“分布行”按钮，把表格后 4行按高等

分。 

单击“表格工具-设计”选项卡下“绘图边框”组的“绘制表格”按钮，此

时鼠标变成一只铅笔，利用铅笔在 1～5行绘制如图 3-10所示的竖线，把表格分

成若干个单元格；选定照片所在的五个单元格，单击“表格工具-布局”选项卡

下“合并”组的“合并单元格”命令；为了使表格看上去更美观可以单击“单元

格大小”组的“分布列”按钮使若干列等宽。 

一张个人简历空表经过以上操作已制作完毕。 

③ 编排文字 

按样张所示在单元格中输入文字，单击表格左上角处的十字光标，选定整个

表格，设置为为宋体，五号字，加粗；选定除竖排文字外的所有单元格，单击“表

格工具-布局”选项卡下“对齐方式”组的“中部两端对齐”按钮。 

选定需竖排文字的单元格，单击“表格工具-布局”选项卡下“对齐方式”

组的“文字方向”按钮，然后再单击“水平对齐”按钮，最后在竖排文字单元格

的文字之间插入若干空格，即可实现样张编排效果。 

把光标移到左上角单元格内，按 Enter键，此时在表格上方产生一空行，在

此输入表格标题“个人简历”，设置为黑体，小二，居中对齐，段后间距设为 1

行。 

④ 修饰表格 

选定整个表格，单击“表格工具-设计”选项卡，在“绘图边框”组设置样

式为实线，宽度为 3磅，颜色为黑色，然后单击“表格样式”组下的“边框”右

方的列表按钮，选择“外侧框线”命令；同样的方法设置内框线为虚线，宽度

1.0磅，深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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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作蓝光电脑公司三月份工资表 

新建一个文档，命名为“蓝光电脑公司三月份工资表”，打开该文档。 

（1）创建规则表格 

单击“插入”选项卡下“表格”按钮，在文档开始处插入一个 7行 7 列的规

则表格。 

（2）修改表格 

选定表格第 1行、2行第 1列两个单元格，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合并单元格”

命令，把这两个单元格合并成一个；按同样的方法合并第 1行第 2、3、4 列三个

单元格，第 1行第 5、6列两个单元格和第 1、2行第 7列两个单元格。 

拖动表格右下角的缩放手柄“ ”，按下左键缩放表格如图 3-11所示大小。 

（3）编排文字 

在表格中输入如图 3-11 所示内容，选定整个表格，设置其字体为宋体，五

号字，加粗，水平居中。选定所有名字单元格设置为中部两端对齐。 

输入表格标题“蓝光电脑公司三月份工资单”，设置为黑体，小三，居中对

齐，段后间距 1行。 

（4）表格中数据的计算 

① 计算每个人的应发工资 

 将光标插入点定位到李明法的应发合计单元格中。 

 单击“表格工具-布局”选项卡下“数据”组的“公式”按钮，在打

开的“公式”对话框的“公式”栏中显示计算公式“=SUM(LEFT)”。

其中“SUM”表示求和，“LEFT”表格是对当前单元格左面（同一行）

的数据求和。也可以在“公示”栏中输入“=B3+D3”。 

 单击“确定”按钮，计算结果 6500 就自动填到单元格内。 

按以上步骤，可以求出其他三人的应发合计。 

② 计算每个人的实发工资 

将插入点定位到李明法的实发工资单元格中，在“公示”栏中输入

“=D3-E3-F3”，单击“确定”按钮，计算结果 5410就自动填到单元格内。 

按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其他三人的实发工资。 

③ 计算单项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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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插入点定位到基本工资合计单元格中，在“公示”栏中输入“SUM（ABOVE）”

或“=B3+B4+B5+B6”，单击“确定”按钮，计算结果 11000就自动填到单元格内。 

按同样的方法可以求出其他单项合计。 

（6）修饰表格 

设置表格外框线为实线，宽度 2.5磅，黑色；选定表格前 2行，单击“表格

工具-设计”选项卡下“表格样式”组“底纹”按钮，设置为白色，背景 1，深

色 5%。 

选定表格，单击“表格工具-设计”选项卡下“表”组的“属性”按钮，打

开如图 3-14所示的“表格属性”对话框，选择表格的对齐方式为居中。 

 

 

【提示】表格的制作方法: 

如果创建的是规则表格，可以采用“插入表格”命令创建指定行数和列数的

表格。手工绘制表格方法多用来绘制不规则小表格。如果表格较大，且为不规则

表格，一般情况下先建立规则表格，然后在规则表格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这样可

以提高制作表格效率。 

实验 5  图文混排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图片、文本框、形状、艺术字、SmartArt 图形等对象的插入和设置。 

图 3-14 “表格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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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图文混排技术。 

二、实验内容 

1. 在文档中录入以下内容： 

IT 俱乐部只欢迎持认真交友态度的用户，我们将采用比较严格的程序，

对所有加入的用户进行资料审核、身份验证，以保证社区的纯净。全力

打造一个高素质人群的时尚交友社区！IT 俱乐部诚招共创人！IT 俱乐

部，一个阳光部落！ 

服务宗旨：普及计算机知识，提高全校同学计算机操作水平。 

会员须知：遵守 IT俱乐部的章程。 

专题活动： 

程序进阶 

动漫天地 

办公一族 

数码时尚 

硬件点滴 

加入流程： 

联系我们：13903710520 

IT 学生社团 

2010.03.01 

2. 设置所有文本为宋体，小四号；第 1 段首行缩进 2 字符，段落行距为多

倍行距 1.25；设置 2、3、4 段落和加入流程及以后段落为黑体，加粗，段前段

后间距为 0.5行，行距为 1.5；设置文字服务宗旨、会员宗旨、会员须知、专题

活动、加入流程和服务我们为小三，加灰色底纹；为程序进阶到硬件点滴 5个段

落，添加如样张所示项目符号；最后两段设置为右对齐。 

3. 设置页面填充效果为羊皮纸；页眉文字为“信息时代任我行”，隶书，五

号，加圈，右对齐；设置页脚文字为“诚邀加盟 共享快乐”，宋体，五号，文字

加宽度 2.25磅的深蓝色带阴影实线，页脚添加 3.0磅黑色双实线。 

4. 插入艺术字标题“IT 俱乐部邀请书”，设置为隶书，初号；艺术字文本

填充为深蓝，背景 2，深色 50%；文本轮廓设置为深蓝，背景 2，深色 10%；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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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桥型；上下型环绕方式。 

5. 在文档中插入一个椭圆形状，并在椭圆中添加文字“社团简介”；设置文

字为华文楷体，小三，加粗；形状填充黄色，形状效果为左上对角透视阴影效果。

在文档中另插入一个爆炸型 1，添加文字“快来报名！”；设置文字为黑体，四号，

白色；形状填充设置为标准色紫色；形状轮廓设置为深紫，强调文字颜色 6，深

色 50%；形状效果设置为深紫，11pt发光，强调颜色 6。 

6. 在文档中插入文本框，在文本框添加文字“IT 俱乐部经过精心准备，现

在闪亮登场！”；设置为华文琥珀，小三，深红色；形状填充设置为无填充颜色；

形状轮廓设置为无轮廓。 

7. 在文档中插入如 3-15 所示的 SmartArt 图形，输入样张文字；设置图形

中的文字为宋体，12 号；图形的颜色为彩色中的第 1 个；图形的环绕方式为衬

于文字下方。 

8. 在文档中插入样张所示图片，设置图片锁定纵横比，宽度 8 厘米；样式

为柔滑边缘椭圆；图片环绕方式为四周型。 

实验结果样张见图 3-15。 

三、实验步骤 

1. 输入文本 

输入实验提供的文本。 

2. 字符、段落格式设置 

（1）选定所有文本，设置为宋体，小四号；选定第 1 段，设置首行缩进 2

字符，段落行距为多倍行距 1.25；选定 2、3、4 段落和加入流程及以后段落，

设置为黑体，加粗，段前段后间距为 0.5 行，行距为 1.5；选定文字服务宗旨、

会员宗旨、会员须知、专题活动、加入流程和服务我们，设置为小三，加灰色底

纹；选定程序进阶到硬件点滴 5 个段落，添加如样张所示项目符号，并按 Tab

键将其置于样张所示位置；选定最后两段，设置为右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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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页面格式设置 

（1）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背景”组的“页面颜色”下方的列

表按钮，选择“填充效果”命令，在“填充效果”对话框中单击“纹理”选项卡，

在纹理列表框中选择“羊皮纸”。 

（2）设置页眉文字为“信息时代任我行”，隶书，五号，右对齐，设置为如

样张所示加圈字符；设置页脚文字为“诚邀加盟 共享快乐”，宋体，五号，文字

加宽度 2.25磅的深蓝色带阴影实线，页脚添加如样张所示 3.0磅黑色双实线。 

3. 插入各种对象并设置 

（1）插入艺术字并设置 

① 打开实验 3-7 创建的文档“IT 俱乐部邀请书”。单击“插入”选项卡下

图 3-15 实验 5 结果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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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组的“艺术字”按钮，选择任意一种艺术字样式，输入文字“It 俱乐

部邀请书”。 

② 选中艺术字，设置为隶书，初号；单击“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下“艺

术字样式”组的“文本填充”按钮，选择主题颜色为深蓝，背景 2，深色 50%；

单击“文本轮廓”按钮，设置主题颜色为深蓝，背景 2，深色 10%；单击“文本

效果”按钮，选择“转换”命令，在弯曲区域选择桥型。 

③ 选中艺术字，单击“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下“排列”组的“对齐”按

钮，选择左右居中；单击“自动换行”命令按钮，选择上下型环绕。 

（2）插入形状并设置 

① 在艺术字标题下方按回车键产生几个空行，然后单击“插入”选项卡下

“插图”组的“形状”按钮，在基本形状里选择椭圆，此时鼠标指针变成一个十

字，拖动鼠标在样张所示位置画出一个椭圆，单击鼠标右键，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添加文字”命令，输入文字“社团简介”，选中文本框，设置为华文楷体，小

三，加粗；单击“绘图工具-格式”选项卡下“形状样式”组“形状填充”命令，

选择标准色黄色，单击“形状效果”按钮，选择阴影为透视区的左上对角透视效

果。 

② 在样张所示位置，用同样方法插入一个爆炸型 1，输入文字“快来报名！”，

设置文字为黑体，四号，白色；形状填充为标准色紫色；形状轮廓为主题色深紫，

强调文字颜色 6，深色 50%；设置形状效果为深紫，11pt发光，强调颜色 6。 

（2）插入文本框并设置 

① 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文本”组的“文本框”按钮，选择“绘制文本

框”命令，在样张所示位置，在样张所示文字插入一个文本框，输入文字“IT

俱乐部经过精心准备，现在闪亮登场！”。 

② 选中文本框，设置为华文琥珀，小三，深红色；设置形状填充为无填充

颜色；形状轮廓为无轮廓。 

（3）插入 SmartArt 图形并设置 

① 在加入流程段落后增加若干空行，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插图”组的

“SmartArt”按钮，在打开的“选择 SmartArt 图形”对话框中，选择“流程”

中“基本流程”类别，单击“确定”按钮，创建如样张所示图形，在图形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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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张中所示文字。 

② 选中图形，设置为宋体，12 号；拖放该图形如样张所示大小；单击

“SmartArt 工具-设计”选项卡下“更改颜色”按钮，选择该图形的颜色为彩色

中的第 1个；设置图形的自动换行为衬于文字下方；拖动该图形置于样张所示位

置。 

（4）插入图片并设置 

① 单击“插入”选项卡下“插图”组的“图片”按钮，在“插入图片”对

话框中选择事先准备好的样张所示图片。 

② 选中图片，单击“图片工具-格式”选项卡下“大小”组右下方的对话框

启动按钮，在“布局”对话框的“大小”选项卡下的缩放区域勾选“锁定纵横比”

选项，然后设置图片宽度为 8厘米；单击“图片样式”组的“柔滑边缘椭圆”样

式；设置图片自动换行为四周型环绕；拖动图片置于样张所示位置。 

【提示】插入各种对象时注意： 

① 对图片锁定了纵横比，对其进行缩放时长宽比例不变。 

② 默认情况下，图片是以嵌入型环绕方式插入到文档中的，用户不能随意

移动图片或设置图片精确位置，只有当图片改为非嵌入型时，才能自由移动或精

确设置其位置。 

实验 6  长文档编排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样式的使用。 

2. 掌握自动生成目录。 

3. 掌握节的概念和分节的应用。 

4. 掌握页眉和页脚的高级应用。 

二、实验内容 

提供论文素材文档，按以下要求进行排版： 

1. 设置标题和正文样式。标题 1 样式为黑体，小二，居中，段前 0.5 行；

标题 2样式为黑体，小三，段前段后 0.5行；标题 3为仿宋，四号，加粗，段前

段后 0.5 行。正文样式为宋体小四号，段落首行缩进 2字符，1.25倍行距。 

2. 把不同的部分分成不同的节，封面、摘要、目录、第一章、第二章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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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不同的节。 

3. 添加页眉和页码。封面无页眉和页码；摘要无页码，页眉为“黄河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设置为宋体，五号；目录无页眉和页码；每一章正文奇数页页

眉为论文“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研究”，设置为宋体，五号；页码为页面

底端普通数字 3”，第一章起始页码为 1，其余章为连续；偶数页页眉也为论文题

目，偶数页页眉为每一章题目，设置为宋体，五号。 

4. 封面和摘要格式设置见图 3-16。 

5. 自动生成目录，目录级别为 3级，见图 3-17。 

 

 

 

 

 

 

 

 

 

 

 

 

 

 

 

楷体小一 
黑体小初 

宋体三号 

黑体小三 

黑体小二居中 

宋体小四 

1.25 倍行距 

宋体小四 黑体小四 

图 3-16 毕业论文封面和摘要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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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步骤 

打开论文素材文档。 

1. 论文标题和正文设置 

奇数页和偶数页页眉不

同 

图 3-18 毕业论文奇数页和偶数页样张 

图 3-17 毕业论文的目录样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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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题样式设置 

① 单击“开始选项卡”下“样式”组右下角的对话框启动按钮，打开如图

3-19所示的“样式”对话框，单击“标题 1”右边的列表按钮，选择“修改”命

令，在“修改样式”对话框中设置标题 1的样式为黑体，小二，居中，段前 0.5

行。 

 

 

 

② 用同样的方法修改标题 2 的样式为黑体，小三，段前段后 0.5 行；标题

3的样式为仿宋，四号，加粗，段前段后 0.5行。 

（3）应用标题样式 

① 选定“1 引言”段落，单击“开始”选项卡下“样式”组中“标题 1”，

该段落就设置为标题 1样式。借助格式刷设置“2 电子商务及中小企业的基本理

论”等章标题均为标题 1样式。 

② 用同样的方法设置“1.1研究背景”等节标题为标题 2样式。 

③ 用同样的方法设置“1.2.1 研究目的”等小节标题为标题 3样式。 

（2）正文设置 

按照标题样式的修改方法，修改正文的样式为宋体小四号，段落首行缩进 2

字符，1.25倍行距。把论文的正文应用正文样式，方法和设置标题的方法类似。 

3. 分节、添加不同的页眉和页脚 

图 3-19 “样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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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节 

① 把光标定位到摘要段落前面，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设置”

组的“分隔符”按钮，选择“分节符”中的“下一页”按钮，这时把文档从摘要

处分成两个不同的节。 

② 用同样的方法，把光标定位在“1 引言”等章标题前面，插入“下一页”

分节符。把封面，摘要，第一章，第二章等分别分成第 1 节，第 2 节，第 3 节，

第 4节等。 

（2）添加不同的页眉和页脚 

① 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设置”右下角的对话框启动按钮，在

“页面设置”对话框中，单击“版式”选项卡，在“页眉和页脚”处勾选“奇偶

页不同”复选框。 

② 把光标置于“摘要”这一节页眉处，单击“页眉和页脚工具-设计”选项

卡下“导航”组的“链接到前一条页眉”按钮，使该节页眉和前一节不同，然后

输入“黄河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并设置为宋体，5号。 

③ 把光标置于第一章奇数页页眉处，同样单击“链接到前一条页眉”按钮，

输入论文题目“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研究”，设置为宋体，五号；把光标

置于第一章奇数页页脚处，还是单击 “链接到前一条页脚”按钮；单击“页眉

和页脚”组的“页码”按钮，选择“页面底端”的“普通数字 3”格式，生成页

码；把光标置于第一章偶数页页眉处，单击“链接到前一条页眉”按钮，然后输

入论文第一章的题目“1 引言”，设置为宋体，五号；单击“页眉和页脚”组的

“页码”按钮，选择“页面底端”的“普通数字 3”格式，生成默认的续前节且

格式相同的页码。 

④ 按同样的方法设置第 2章，第 3章等的页眉和页脚。 

3. 封面和摘要的设置 

（1）按图 3-16样张设置封面格式。 

（2）按图 3-16样张设置摘要格式。 

4. 自动生成目录 

（1）把光标置于第一章“1 引言”前面，单击“页

面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设置”组中的“分隔符”按钮，选择“分节符”中的“下

图 3-20“更新目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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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按钮，插入一新页用来存放目录。 

（2）把光标置于该页起始处，输入“目录”，设置为黑体，四号，居中对齐；

单击“引用”选项卡下“目录”组的“目录”按钮，选择“插入目录”命令，在

“目录”对话框的常规区设置“显示级别”为 3，单击“确定”按钮，目录就会

自动生成。 

（3）如果论文的标题和内容发生了变化，可以更新目录。更新目录时，只

需右击目录内容，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更新域”命令，在图 3-20 所示的“更

新目录”对话框中选择“只更新页码”或“更新整个目录”命令，可以实现目录

的自动更新。 

【提示】制作长文档时注意： 

① 通过在文档中插入分节符，可以将文档分成多个部分，即多个节。每一

节可以有不同的页边距、页眉和页脚、纸张大小等页面设置。 

② 在设置不同节的页眉时，如果本节和上节不同，一定要单击“页眉和页

脚工具-设计”选项卡下“导航”组的“链接到前一条页眉”按钮，使本节页眉

和上节不同，默认是和上一节相同。页脚的设置也一样。 

实验 7  综合设计实验 

一、实验内容 

制作完成一个 Word 文档，内容可以选择以下三个主题中的任一个。 

1. 知识介绍（如，节日、你喜欢的作家、诗人等话题）。 

2. 介绍家乡、母校或自己所在的班级等。 

3. 制作一份多媒体个人简历,用于报名参加学校某一社团招新。 

二、实验要求 

1. 至少由 3页内容组成。 

2. 主题明确、色调搭配和谐、布局美观。 

3. 把 Word的基本排版功能和高级排版功能渗入文档之中。如，字符、段落、

页面、边框底纹、首字下沉、分栏、项目符号、图文混排、表格制作、页眉和页

脚等设置。 

实验 8  拓展实验 

一、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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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提供一个 Word 数据文档，见图 3-21。 

    2. 提供一个邮件合并主文档，见图 3-22。 

 

 

二、实验要求 

利用邮件合并功能，制作一份应聘通知，把这份通知单分发给不同的收件人。

制作好的应聘通知见图 3-22。 

 

图 3-21 数据文档 

图 3-21 邮件合并主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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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制作的应聘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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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表格处理软件 Excel 2010 

实验 1    创建工作簿和编辑工作表 

一、实验目的 

1. 熟悉 Excel 2010 的启动和退出方法，了解 Excel 2010的窗口组成。 

2. 掌握工作簿的建立、保存、打开和关闭的方法。 

3. 掌握编辑工作表和格式化工作表的基本方法。 

4. 掌握工作表中公式与常用函数的使用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在“D:\excel 作业”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工作簿，并将工作簿命名为：“学

生管理.xlsx”。 

2. 熟悉 Excel 2010 的窗口组成。 

3. 在“学生管理.xlsx”工作簿下完成如 4-1（a-d）所示的工作表示例的

编辑工作表操作。 

          

图 4-1 (a)工作表示例            图 4-1 (b)    工作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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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c)工作表示例                        图 4-1 (d )   工作表示例 

（1）将 sheet1—sheet3 工作表标签重命名为“计算机”、“管理学”和“法律基

础”，并将上述四个工作表标签颜色设置为“标准红”色、“标准黄”色、“标准

绿”色。在“法律基础”工作表后面插入“金融工程”表和“成绩汇总表”两个

工作表，标签的颜色改为“标准浅蓝”色和“标准深蓝”色。 

（2）按 4-1（a-d）图所示为“计算机”、“管理学”、“法律基础”、“金融工

程”表的 A1－G1输入标题“姓名”、“性别”、“课堂表现”、“平时成绩”列、“期

末考试”作为标题列。  

（3）按 4-1（b-d）图所示为“计算机”、“管理学”、“法律基础”和“金融

工程”输入课堂表现、平时成绩列、期末考试列和 I1—J3单元格中的数据。 

（4）使用公式计算机各表的“总平分”，计算公式为：总平分=课程表现×

10%＋平时成绩×20%+期末成绩×70%。 

（5）按图 4-2所示为成绩汇总表作如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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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成绩汇总表 

① 按图所示为 A1—K1单元格输入标题。 

② 用单元格地址引用的方法为“学号”、“姓名”、“性别”、“计算机”、“管

理学”、“法律基础”和“金融工程”列填充数据（其中计算机、管理学、法律基

础和金融工程列的数据为各单科成绩的平均成绩。） 

③ 按图所示为 A28、A29、C29、E29、G29、A30、C30、E30、G30 和 I30 单

元输入“各科全班平均成绩”、“男生人数”、“女生人数”、“男生平均成绩”、“女

生平均成绩”、“男生比率”、“女生比率”、“优秀人数”、“及格人数”和“不及格

人数”。 

④ 利用函数计算出每个学生的总分、平均分、等级、名次，以及男生数人

数、女生人数、男生平均成绩和女生平均成绩。 

4. 对成绩汇总表按 4-2所示进行工作表格式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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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格式化设置的工作表示例 

（1）复制成绩汇总表，使其产生一个名为“成绩汇总表（2）”的副本，将

该副本更名为“表格格式化”，隐藏“成绩汇总表”。删除“表格格式化”工作表

的 28－23行，隐藏等级列，冻结首行。 

（2）设置工作表标题格式 

a)在首行插入一行并输入标题内容“学生成绩汇总表”。 

b)将 A1:K1单元格区域合并居中；格式为“常规”；字体为“华文行楷”，字

号为“24”磅，加粗；行高为“40”磅；颜色为“红色”，单元格为标准黄色，

图案样式为 6.25%灰色，设置行高为 40磅。 

（3）设置字段名格式为：“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4”磅，加粗；对

齐方式为“水平居中”；行高“20”磅；列宽为“自动调整列宽”；底纹为“主题

颜色”中的“白色/背景 1/深色 35%”。 

（4）将单元格区域 A3:K27中的数据格式设置为：水平居中、垂直居中、楷

体、14号、行高 14磅，单元格区域为 D3:G27中的数据格式设置为：“数值”，“小

数位”为 0。 

（5）设置 A1:K27 单元格区域的边框线：四周为 第二条“粗线”实线，颜

色为“主题颜色”｜“红色，强调文字颜色 2，深色 25%”，内部为“点线”，颜

色为“标准”｜“浅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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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单科成绩不及格的单元格设置成“浅红填充色深红色文本”，将平均

成绩列中高于平均成绩的单元格设置成浅灰色底纹。 

三、实验步骤 

1．创建工作簿 

操作方法如下： 

（1）单击“开始”|“程序”|“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命令，启

动 Excel 2010，创建一个默认名为“工作簿 1”的工作簿。 

（2）单击“快速”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 ，打开“另存为”对话框，

在该对话框中将“保存位置”为“D:\excel 作业”文件夹，在“文件名”文本

框中输入工作簿的名字“学生管理”。 

（3）单击“文件”|“退出”命令，退出 Excel 2010。 

另外，启动 Excel 2010 后，使用“快速工具”工具栏中的“新建”按钮 或

单击“文件”|“新建”命令也可以创建一个新工作簿。 

2．熟悉 Excel 2010 的窗口组成 

打开“D:\excel 作业”文件夹，双击“学生管理.xlsx”工作簿的图标。此

时，启动 Excel 2010的同时打开了“学生管理.xlsx”工作簿。认识并熟悉 Excel 

2010的窗口组成： 

一般的工作簿中包含有三个默认的工作表，工作表标签名称为 Sheet1、

Sheet2、Sheet3，当单击其中一个标签时，该标签会呈高亮显示，表明该工作表

为当前工作表（或活动工作表），Sheet1为默认的当前工作表。依次单击其他工

作表的标签，使之成为当前工作表。 

（1）依次单击位于标题栏的下方的功能区“文件”、“开始”、“插入”、“页

面布局”、“公式”、“数据”、“视图”7个选项卡，了解选择组中的命令按钮。 

（2）编辑栏的使用。 

将插入点定位在任一单元格，输入一些字符，然后单击编辑栏中的“取消”

按钮 ，或按“Esc”键，单元格中的内容被清除；再将插入点定位在任一单元

格，输入一些字符，然后单击编辑栏中的“输入”按钮 ，或按“Enter”键，

则单元格中保留了所输入的内容。 

（3）关闭当前工作簿。 



224 
 

单击工作簿窗口中的“关闭”按钮 ，或单击“文件”|“关闭”命令，关

闭当前工作簿。 

3．编辑工作表 

（1）工作表标签重命名及颜色设置 

① 单击“文件”菜单，在下拉菜单的最近打开的文件列表中找到“学生管

理”文件名，并单击该文件名，打开“学生管理.xlsx”工作簿。 

② 右键单击 Sheet1 标签，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重命名”命令（或双

击 Sheet1 标签），将工作表的名称改为“计算机”，用同样的方法将 Sheet2 标签、

Sheet3标签修改成“管理学”、“法律基础”。 

③ 右键单击“计算机”标签、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工作表标签颜色”

命令，将“计算机”标签的颜色设置成“标准红”色，用同样的方法将“管理学”

标签、“法律基础”标签、“金融工程”标签设置成“标准黄”色、“标准绿”色。 

④ 单击“法律基础”标签后面的“插入工作表”按钮，插入一个新的工作

表 Sheet4，将其标签改为“金融工程”标签颜色更改为“标准浅蓝”色，单击

“金融工程”标签后面的“插入工作表”按钮 Sheet5，将其标签改为“成绩汇

总表”，标签的颜色更改为“标准深蓝”色。 

（2）填充数据与计算 

① 按 4-1（a-d）图所示为“计算机”、“管理学”、“法律基础”、“金融工程”

表的 A1－G1输入标题。 

② 单击“计算机”工作表中的 A2 单元格，并在该单元输入学号

“’2013340001”（文本型数据），拖动填充柄到单元格 A26自动按序列填充学号，

按 4-1（a）图所示输入姓名列、性别列、课堂表现、平时成绩列、期末考试列、

I和 J列的数据。 

使用单元格引用的方法为其它工作表的学号、姓名和性别列填充数据，第一

步，在“管理学”工作表的 A2单元格中输入=，第二步，单击“计算机”工作表

标签，第三步，单击“计算机”工作表标签的 A2 单元格，最后按回车键即可将

“计算机”工作表中的 A2 单元的数据引用到“管理学”工作表的 A2 单元格中。

单击“管理学”工作表的 A2 单元格中选定 A2 单元格，拖动填充柄到单元格到

C2，如图 4-4（a）所示，选定 A2：C2单元格，拖动填充柄到单元格到 C26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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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号，姓名，性别列的数据引用，如图 4-4（b）所示。使用上述方法为“法

律基础”、“管理学”和“金融工程”3个表填充学号、姓名、性别列的数据。 

     

图 4-4（a）数据引用                图 4-4（b）数据引用 

③ 使用公式填充数据 

使用公式进行填充各表的“总平分”，计算公式为：总平分=课程表现×10%

＋平时成绩×20%+期末成绩×70%。 

a）选中 G2 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D2*$J$1+E2*$J$2+F2*$J$3”，单击

“输入”按钮 或直接按回车键确认，如图 4-5（a）所示。也可以在单元格 G2

中直接输入“=D2*$J$1+E2*$J$2+F2*$J$3”，然后按回车键。 

b）拖动 G2 单元格右下角的填充柄，向下复制 G2 单元格中的公式，直至第

G26行，释放鼠标，如图 4-5（b）所示。用同样的方法计算“管理学”、“法律基

础”和“金融工程”表的总平分列的值。 

注意:J1、J2、J3 单元格地址使用绝对引用。 

     

图 4-5 公式填充示例（a）              图 4-5 公式填充示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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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函数计算 

操作方法如下： 

总分计算： 

a) 选中 H2 单元格，单击 “开始”选项卡｜“编辑”组｜“自动求和”按

钮，在编辑栏中出现自动求和公式“＝SUM(D2:G2)”，按回车键后计算总分。 

b) 选定 H2单元格，拖动填充柄至 H26单元，将 H2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H3

－H26单元格中完成总分的计算。选定 H2－H26 单元格，单击开始选项卡｜数字

组｜ 按钮，将该列数据设置为整数。 

平均分计算： 

a）选中 I2单元格，单击编辑栏中的插入函数按钮 （或单击“公式”选项

卡｜“函数库”组｜ 按钮），单元格和编辑栏中自动出现“=”，并打开“插入

函数”对话框。 

b）在“函数名”列表框中选择求平均值函数“AVERAGE”，如图 4-6 所示，

单击“确定”按钮。 

c）在打开的 Average 函数面板中输入参与计算平均值的单元格区域，如

D2:G2，如图 4.7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也可以在编辑栏中直接输入函数公

式“=AVERAGE(D2:G2)，并按回车键确认。 

d）选定 I2 单元格后，拖动填充柄拖至 I26 单元，将 I2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

到I3－I26单元格中完成平均分的计算。选定 I2－I26单元格，单击开始选项卡｜

数字组｜ 按钮，将该列数据设置为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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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插入函数示例 

 

图 4-7    “Average”函数面板 

等级计算（使用 IF函数和 AND函数）： 

等级标准为：平均成绩大于等于 85，同时单科成绩不小于 60的学生等级为

“优”，平均成绩大于等于 60，同时单科成绩不小于 60 的学生等级为“及格”，

否则为不及格。 

选定 J2单元格，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如下公式： 

=IF(AND(D2>=60,E2>=60,F2>=60,G2>=60,I2>=85),"优", 

IF(AND(D2>=60,E2>=60,F2>=60,G2>=60,I2>=60),"及格","不及格"))  

选定 J2 单元格后，拖动填充柄至 J26 单元，将 J2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J3

－J26单元格中完成等级的计算。 

注：AND函数将条件式按“与”的方式来结合，函数的返回值为逻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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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格式：AND(条件 1，条件 2，…) 

名次计算： 

选定 J2 单元格，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RANK(I2,$I$2:$I$26)，按回车

键完成 J2 单元格的计算。选定 K2 单元格后，拖动填充柄至 K26 单元，将 K2 单

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K3－K26单元格中完成名次的计算。 

注意：排位函数 RANK 的第一参数是指需要排序的数值，第二个参数是指排

序数值所处的单元格区域，该区域必须使用绝对地址引用。 

各科全班平均分计算： 

选定 D28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AVERAGE(D2:D26)，按回车键完成

D28单元格的计算。选定 D27单元格后，拖动填充柄至 G28单元，将 D28 单元格

的公式复制到 E28－G28 单元格中完成各科平均分的计算。 

男女生人数和比率、男女生平均成绩、各等级人数的计算： 

选定 B29 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COUNTIF(C2:C26,"男")，按回车

键完成 B29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D29 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COUNTIF(C2:C26,"女")，按回车

键完成 D29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F29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AVERAGEIF(C2:C26,"男",I2:I26)，

按回车键完成 F29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H29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AVERAGEIF(C2:C26,"女",I2:I26)，

按回车键完成 H29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B30 单元，设置该单元格数据类型为百分比，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

=B29/COUNTA(C2:C26)，按回车键完成 B30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D30 单元，设置该单元格数据类型为百分比，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

=D29/COUNTA(C2:C26)，按回车键完成 D30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F30 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COUNTIF(J2:J26,"优")，按回车

键完成 F30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H30 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COUNTIF(J2:J26,"及格")，按回

车键完成 H30单元格的计算。 

选定 J30 单元，并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COUNTIF(J2:J26,"不及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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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车键完成 J30单元格的计算。 

4．格式化工作表 

操作方法： 

① 打开学生管理.xlsx 工作簿，选定“成绩汇总表”标签使其成为当前工

作表，单击鼠标右键打开快捷菜单，在快捷菜单中选择“复制或移动”命令，打

开复制或移动命令对话框，如图 4-8所示，在对话中选择“（移动最后）”和“建

立副本”选项后单击确定即可建立名为“成绩汇总表（2）”的副本。选择“成绩

汇总表（2）”标签使其成绩当前工作表，单击鼠标右键再次打开快捷菜单并选择

“重命名”命令，将工作表标签更名为“表格格式化”。鼠标移至“成绩汇总表”

标签上单击右键打开快捷菜单，在快捷菜单中选择“隐藏”命令即可将“成绩汇

总表”隐藏的操作。 

 

图 4-8 移动或复制工作表对话框 

② 选定“表格格式化”表中的 28 行～32 行，并单右键打开快速菜单，在

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命令即可完成删除指定的行的操作。选定“等级”列后

单击右键打开快捷菜单，在快捷菜单选择“隐藏”命令即可完成隐藏“等级”列

的操作。 

③ 单击“选项卡”｜“窗口”组｜“冻结窗格”按钮，打开如图 4-9 所示

窗口冻结窗口菜单在该菜单中选项“冻结首行”命令即可完成冻结首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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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冻结首列示意图 

⑴ 设置工作表标题格式 

操作方法如下： 

① 在首行插入一行，并 A1单元格中输入标题内容“学生成绩汇总表” 

② 选中 A1:K1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字体”组右下角的对话

框启动器按钮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单击“字体”选项卡，设置字体

为“华文行楷”，字形为“加粗”，字号为“24”磅，颜色为标准色“红色”，单

击“单元格式”对话框中的“填充”选项卡，在该窗口中选择背景色为“标准黄

色”，图案样式为“6.25%灰色”，如图 4-10所示。 

 

图 4-10    设置格式对话框中填充选项卡 

② 单击“对齐”选项卡，在“文本对齐”区域的“水平对齐”下拉列表框

中选择“居中”项，在“垂直对齐”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居中”项，在“文本控

制”区域中选中“合并单元格”复选框。 

更简捷的方法是：选中 A1:K1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对齐方

式”组中的 “合并及居中”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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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鼠标右键单击第 1行的行号，单击快捷菜单中的“行高”命令，打开“行

高”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设置行高为“40”磅，如图 4-11 所示，单击“确定”

按钮。 

 
  

图 4-11   设置“行高”                     图 4-12   填充颜色图列 

⑵ 设置工作表字段名格式 

操作方法如下： 

① 选中 A2:K2 单元格区域，设置字体为“宋体”，字号为“14”磅，加粗；

单击“格式工具栏”中的“居中”按钮 ，将字段名水平居中；单击“开始”选

项卡｜“字体”组“填充颜色”按钮 右侧的下拉箭头，从弹出的颜色选择板

中选择“主题颜色”中“白色，背景 1，深色 35%”，如图 4-12所示。 

② 设置 A2行高为“20”磅。 

③ 选中 A~K列，单击“开始”选项卡｜“单元格”级|“格式”按钮，弹出

格式列表，在该列表中选择“自动调整列宽”命令，为各列设置最适合的列宽。 

⑶ 设置数据格式 

① 先选中 A3:K27 单元格区域，其他的设置方法按照⑵中步骤进行操作即可。 

② 选定 A3:K27 单元格区域，打开设置单元格式对话框并选择数字选项卡，

在“分类”列表选择“数值”，“小数位数”框中输入 0。 

⑷ 设置边框线 

操作方法如下： 

① 选中 A1:K27 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字体”组右下角的对

话字体启动器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单击“边框”选项卡，在“线条”

区域的“样式”列表框中选择“粗线”型，在颜色下拉列表中选择“主题颜色”｜

“红色，强调文字颜色 2，深色 25%”，在“预置”区域中单击“外边框”按钮，

如图 4-13（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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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线条”区域的“样式”列表框中选择“点线”型，在颜色下拉列表中选

择“标准色”｜“浅蓝”，在“预置”区域中单击“内部”按钮，如图 4-13（b）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边框线的设置。 

         

图 4-13    设置边框线示例 

⑸ 设置条件格式 

操作方法： 

① 选定 A3:J27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样式”组｜“条件格

式”命令，在弹出的“条件格式”列表中选择“突出显示格规则”｜“小于”命

令，如图 4-14（a）所示，在“小于”对话框中的为“小于以下值的单元格设置

格式”文本框中输入数值 60，在“设置为”下拉式列表中选择“浅红填充色深

红色文本”，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不及格单元格的设置。 

选择 G3:G27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样式”组｜“条件格式”

命令，在弹出的“条件格式”列表中选择“项目选取规则”｜“高于平均值”命

令，如图 4-14（b）所示，在“高于平均值”对话框中的为“针对选定区域，设

置为”下拉式列表中选择“定义格式…”，打开“设置单元格式”对话框中的“填

充”选项卡，在该对话框中背景色中选择第一列第三行（白色，背景 1，深色 15%）

的“浅灰色”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总平分”列的格单元格的设置。 

   

 

 

 

 

 

 

图 4-14   条件格式示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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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保存工作簿并退出 Excel 2010。 

实验 2    数据管理 

一、实验目的 

1．掌握数据排序的操作方法。 

2．掌握自动筛选和高级筛选的操作方法。 

3．掌握分类汇总的操作方法。 

4．掌握数据透视表功能。 

二、实验内容 

1．数据排序 

打开“D:\Excel 实验”文件夹下的名为“数据管理.xlsx”的工作簿，按

4-15 图所示计算 sheet1 表中薪水列的值，并将 Sheet1 工作表标签改名为“数

据源”，按下面要求进行排序操作。 

注意：（薪级工资标准为：2级为 7000，3级为 6000，…，6级为 3000） 

薪水的计算公式为（以 I5单元格为例）： 

=IF(F5=2,7000+G5*H5,IF(F5=3,6000+G5*H5,IF(F5=4,5000+G5*H5,IF(F5

=5,4000+G5*H5,3000+G5*H5)))) 

图 4-14 条件格式示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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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5  “源数据”工作表 

（1） 将“数据源”工作表中的数据内容复制到 sheet2，并将标签更名为 “自

定义排序”。 

（2）在“自定义排序”工作表，在“姓名”后插入一列“学历”，具体内容

从上到下依次为：硕士（段楠）、大专（陈勇强）、大学、博士、大专、大学、大

学、硕士、大学、大学、大学、硕士、大学（孟晓姗）。 

（3）“自定义排序”工作表的排序要求：按分公司和部门排序，若分公司和

部门相同则按学历由高到底排列。结果如图 4-16所示。 

 

图 4-16 “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中“自定义排序”工作表 

2．数据筛选 

（1）打开“D:\Excel 实验”文件夹下“数据管理.xlsx”的工作簿，在 Sheet3

前创建三个“数据源”表的副本，并将其标签更名为“筛选”、“高级筛选（与关

系）”和“高级筛选（或关系）”，最后删除 Sheet3 工作表，如图 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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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中“源数据”工作表 

 

（2）对“筛选”工作表做如下筛选：要求筛选出“软件部中，2008年及以

后工作，薪水在 6000 到 8000 元之间（不含 6000 与 8000 元）”的职工数据。如

图 4-18 所示 

 

图 4-18  “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中“筛选”工作表 

（3））对“高级筛选（与关系）”工作表做高级筛选：要求筛选出“上海分

公司中，薪水少于 5000 元；薪水在 5000 元－7000 元之间及薪水大于 7000 元”

的职工，如图 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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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中“高级筛选（与关系）”工作表 

（4）对“高级筛选（或）关系”工作表做高级筛选：要求建立正确的筛选

条件区域，筛出薪级 4 级以下或薪水 7000元以上的职工表；软件部加班 20小时

以上及销售部加班 30 小时以上职工表。将两个条件筛选的结果依次放置于原始

数据下方，注意留出空行添加小标题。如图 4-20所示。 

 

图 4-20  “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中“高级筛选（或关系）”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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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类汇总 

（1）将“D:\Excel 实验\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复制一份，并将工作簿更

名为“分类汇总.xlsx”，仅保留其中“数据源”工作表，其它工作表删除。 

（2）将“数据源”工作表复制一份改表名为“分类汇总”。 

（3）利用 Excel 的分类汇总功能查看每一分公司的薪水支出情况，以及每

一部门中最高薪水额。汇总结果如图 4-21所示。 

 

图 4-21  “分类汇总.xlsx”工作簿中“分类汇总”工作表 

 

4．数据透视表 

在“D\Excel 实验”文件夹下新建一个名为“数据透视.xlsx”工作簿，并

将“数据管理.xlsx”工作簿中的“自定义排序”工作表中的内容复制到 Sheet1

工作表中，将更名工作表标签为“数据源”，在“姓名”列后面增加一个“性别”

列，并按图 4-22 所示输入性别值，最后删除 Sheet2 和 Sheet3 表，如图 4-22

所示数据。 



238 
 

 

图 4-22  “数据透视.xlsx”工作簿中“数据源”工作表 

（1）以“数据源”工作表中数据为基础，建立两张独立的数据透视表。 

（2）要求：① 统计各种学历员工加班小时报酬和薪水的平均值。 

② 统计不同分公司、不同部门、不同性别的员工的薪水总额。 

5．数据透视表操作。 

三、实验步骤 

1．数据排序 

操作方法： 

（1）打开“D:\Excel实验”文件夹下的名为“数据管理.xlsx”的工作簿，

右击 sheet1 工作表标签，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重命名”命令，将工作表

标签更名为“数据源”，单击“数据源“表中 I5 单元格使其成为当前单元格，并

在编辑栏中输入如下公式计算机薪水。 

=IF(F5=2,7000+G5*H5,IF(F5=3,6000+G5*H5,IF(F5=4,5000+G5*H5,IF(F5

=5,4000+G5*H5,3000+G5*H5)))) 

（2）单击“数据源”工作表中的全选按钮，并右击鼠标在打开的快捷菜单

中选择复制命令，复制“数据源”表中的全部数据。单击 Sheet2 标签使其成为

当前工作表，单击 A1 单元格，并右击鼠标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粘贴命令将

“数据源”表中的复制到 Sheet2 表中，最后将 Sheet2 标签更名为 “自定义排

序”。 

（3）在“自定义排序”工作表，将光标移动 B 标题上单击鼠标右键打开快

捷菜单，并选择插入命令空白列，在 B5单元格中输入“学历”，B6—B17 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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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输入：硕士（段楠）、大专（陈勇强）、大学、博士、大专、大学、大学、硕

士、大学、大学、大学、硕士、大学（孟晓姗）。 

（3）按分公司和部门排序，若分公司和部门相同则按学历由高到底排列。

结果如图 4-16所示。 

① 创建学历自定义序列：单击“文件”→“选项”→“高级”→“常规”

（注意是高级选项里面的常规）→“编辑自定义列表”，创建自定义序列“博士、

硕士、大学、大专、中专”。 

②对“分公司”、“部门”和“学历”排序：单击“数据”选项卡|“排序和

筛选”组|“排序”按钮，打开“排序”对话框，在该话框中选取主要关键字为

“分公司”，按添加条件按钮添加排序次要排序条件，选取次要关键字为 “部门”，

按添加条件按钮添加排序条件，选取次要关键字为“学历”，在次序列表中选择

“自定义序列”后列打开“自定义序列”对话框，选择所需的自定义顺序（“博

士、硕士、大学、大专、中专”），然后单击“确定”按钮以返回“排序”对话框，

在“排序”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4-23所示。 

 

图 4-23  设置“排序”对话框中 

2．数据筛选 

（1）筛选 

操作方法如下： 

①打开“D:\Excel 实验”文件夹下“数据管理.xlsx”的工作簿，首先选定

“数据源”工作表为当前工作表，按住 Ctrl键的不放，并将光标移到“数据源”

表标签处按住鼠标左键同时向右拖动鼠标产生一个“数据源”表副本，用同样的

方法再创建两个“数据源”副本，并将其标签更名为“筛选”、“高级筛选（与关

系）”和“高级筛选（或关系）”，最后右击工作表标签 Sheet3，打开快捷菜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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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删除命令，删除 Sheet3数据表。 

②选中数据清单区域或选中数据清单中的任一单元格； 

③单击“数据”选项卡｜“排序和筛选”组中｜“筛选”按钮 ，数据清单

中每个列标题后显示出筛选按钮。 

④进单击“部门”标题后的下拉箭头，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软件部”；

单击“工作时间”后的下拉列表，选择“日期筛选/之后”，在弹出的“自定义自

动筛选方式”对话框中定义“在以下日期之后”输入“2008-1-1”。 

⑤ 单击“薪水”下拉列表，按要求定义薪水范围大于等于 6000元且小于等

于 8000 元。 

最后单击“确定”，结果如图 4-18所示。 

（2）高级筛选 

操作方法如下： 

高级筛选（与关系） 

① 在$B$19:$C$20 区域中对应的单元格中先输写好筛选条件，如图 4-19所

示。 

② 合并第 22行 A～I列，输入图 4-19所示的标题。 

③ 选中数据清单的某个单元格，单击“数据”选项卡|“排序和筛选”组中

|高级按钮 ，打开高级筛选对话框，将准备好的筛选条件（$B$19:$C$20

单元格内容）设为条件区域，单击 A24单元格作为筛选结果放置区域的起始位置，

单击“确定”，筛选出上海分公司薪水 5000元以下的职工。 

④ 用类似的方法分别完成北京分公司 5000-7000及7000以上两个条件筛选。 

高级筛选（或关系） 

对“高级筛选（或）关系”工作表做高级筛选：要求建立正确的筛选条件区

域，筛出薪级 4级以下或薪水 7000元以上的职工表；软件部加班 20小时以上及

销售部加班 30 小时以上职工表。将两个条件筛选的结果依次放置于原始数据下

方，注意留出空行添加小标题。如图 4-20所示。 

3．分类汇总 

操作方法如下： 

① 汇总之前先进行数据分类：使用排序命令实现将员工信息按不同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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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门分类放置。 

② 选中数据清单，单击“数据”选项卡|“分级显示”组|“分类汇总”按

钮 ，在打开的“分类汇总”对话框中，设置分类字段为“分公司”，汇

总方式为“求和”，选定汇总项“薪水”，最后单击“确定”完成第一级汇总。 

观察执行结果：可以看到 Excel为每个分类插入汇总行，并在汇总行前加入

适当标志，在选定列上执行设定的计算，同时还在该数据清单尾部加入总计行。 

③ 再次打开“分类汇总”对话框，按第二级汇总的要求正确设置分类字段、

汇总方式及汇总项。 

④ 单击“替换当前分类汇总”复选项前面的勾，取消该项选择，以确保前

一次汇总的结果不被替换掉，汇总结果如图 4-21所示。 

提示：单击“分类汇总”对话框中的“全部删除”按钮，可取消分类汇总操

作。 

4．数据透视表 

操作方法如下： 

学历透视表 

① 选中“数据源”工作表的数据区（$A$4：$K$17）或选择“数据源”表的

任一单元格； 

② 单击“插入”选项卡|“表格”组|“数据透视表”，打开“创建数据透视

表”对话框，确认要分析的数据区域，并选择数据透视表放置在新工作表，单击

“确定”； 

③ 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勾选“学历”、“加班小时报酬”以及“薪水”，

在“∑数据”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值字段设置”命令，将“求和”更改为“平

均值”。设置如图 4-24 所示。 

⑤ 调整列宽及小数位，最后将工作表标签改名为“学历透视”，结果如图

4-26所示。 

性别透视表 

① 选中“数据源”工作表的数据区（$A$4：$K$17）或选择“数据源”表的

任一单元格； 

② 单击“插入”选项卡|“表格”组|“数据透视表”，打开“创建数据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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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话框，确认要分析的数据区域，并选择数据透视表放置在新工作表，单击

“确定”； 

③ 对于“性别透视”，可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勾选“分公司”、“部门”、

“性别以及“薪水”，在行标签的下单击“性别”下拉式按钮打开下拉式列表，

在该列表下“选择移到列标签”命令，将性别设置为列标签，设置如图 4-25 所

示，其数据透视的结果如图 4-27所示。 

     

图 4-24  “学历透视”设置 

     

图 4-25 “性别透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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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学历透视”工作表 

 

图 4-27  “性别透视”工作表 

 

实验 3   创建 Excel 图表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创建图表的方法。 

2．掌握图表的编辑。 

3．掌握图表的格式化。 

二、实验内容 

1．按季度总计创建嵌入“三维饼图”。 

（1）以一、二、三、四季度行和总计行为数据源在图表正文建立三维饼图，

图表标题为“公司销售图表”，图例在下方，显示百分比数据标志。 

（2）设置图表区格式：黑色单线边框，背景透明。为各季度扇形图分别设

置不同的填充效果（一季度设置“白色，背景 1，深色 15%”、二季度设置“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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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深色 5%”、三季度“深蓝，文字 2，淡色 80%”、四季度设置“白色，背

景 1，深色 35%”）。 

（3）按图 4-28所示为 D11单元格中的数据绘制一个黑色空心椭圆。绘制一

个爆炸形 2，然后往其中输入文字“淡季三季度”，（“淡季”字号 16 磅，“三季

度”字号 11 磅，“淡季三季度”设置为艺术字“填充－红色，强调文字颜色 2，

暖色粗糙棱台）。 

2．使用图 4-28 中的数据在 Sheet2 表中创建一个独立图表的簇状柱形图，

将该独立图表工作表命名为“组合图”。 

（1）按图 4-29 样张设置图表标题设置为“公司全年各地区销售图”、图例

为“华北、华北、西北、华东和平均”。 

（2）为平均列设置“带数据标记的拆线图”。 

（3）设置“绘图区”格式为填充为“主题颜色/白色，背景 1，深色 5%” 

（4）设置“图表区”格式为，“雨后初晴”，边框样式为“圆角”。 

三、实验步骤 

在“D:\Excel实验”文件夹中新建一个名为“图表.xlsx”的工作簿，在 Sheet1

工作表中输入如图 4-28所示的基本数据，并改表名为“三维饼图”。再按下面要

求完成如图 4-29和图 4-30所示的图表编辑。 

 

图 4-28 “三维饼图”工作表 

1．以一、二、三、四季度行和总计行为数据源在图表正文建立三维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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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标题为“公司销售图表”，图例在下方，显示百分比数据标志。 

操作方法如下： 

（1）选取绘制图表所需数据的区域（包含 B3:E3和 B11:E11）。 

（2）单击“插入”选项卡｜“图表”组｜“饼图”按钮，打开饼图下拉式

列表并选择“三维饼图”。 

利用“图表工具/布局”选项卡|“标签”中的“图表标题”、“数据标签”、

“图例”命令为图表添加标题、百分比数据标志、图例调整到图表底部。 

（3）单击“图表工具/布局选择卡｜“标签”组｜“图表标题”按钮，打开

标题下拉式列表并选择“图表上方”按钮建立图表标题文本框，并在标题文本框

内输入“公司销售图表”作为图表标题，设置标题的字体为隶书，字号为 16。 

（4）单击第三季度销售扇形图，按住鼠标并向外拖动，进行饼图的切割操

作。 

（5）利用“图表工具/格式”选项卡｜“形状样式”选项组，设置图表区格

式：黑色单线边框，背景透明。为各季度扇形图分别设置不同的填充效果（一季

度设置“白色，背景 1，深色 15%”、二季度设置“白色，背景 1，深色 5%”、三

季度“深蓝，文字 2，淡色 80%”、四季度设置“白色，背景 1，深色 35%”）。 

（6）利用“插入”选项卡|“插图”组，绘制一个空心椭圆，包围住 D11

单元格中的数据。绘制一个爆炸形 2，然后往其中输入文字“淡季三季度”，并

做相应修饰（“淡季”字号 16 磅，“三季度”字号 11 磅，“淡季三季度”设置为

艺术字“填充－红色，强调文字颜色 2，暖色粗糙棱台）。 

（7）绘制两条带箭头的直线：从爆炸形状指向单元格 D11 和图表中第三季

度销售额扇形图。 

2．利用 4-28表所示制作一个独立图表 

操作方法： 

（1）选定 A3：E7，A9：E9区域内的数据（即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及平

均）。 

（2）单击“插入”选项卡｜“图表”组｜“柱形图”按钮，打开柱型下拉

式列表并选择“簇状柱形图”按钮，在当前表中创建一个行坐标为“华东、华北、

西北、东北和平均”，列坐标为“相应的销售量”的簇状柱形图，单击“图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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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设计”选项卡｜“数据”组｜“切换行/列”按钮将图形行坐标转换成“一季

度、二季度、三季度和四季度”，列坐标转换成“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和平

均”。 

（3）将新建的簇状柱形图移至 Sheet2 表中。单击“图表工具/设计”选项

卡｜“位置”组｜“移动图表”按钮，打开“移动图表”对话框，在“对象位于”

下拉式列表中选择 Sheet2，单击“确定”后将图表移至 Sheet2表中，更名 Sheet2

表标签为“组合图”。 

（4）修改“平均”数据系列图表类型的操作步骤： 

① 单击“平均”数据系列，选中“平均”系列； 

② 右击已选中的“平均”系列，弹出快捷菜单，选择“更改系列图表类型”

命令，然后单击“折线图”选项卡，列表框中选择“带数据标记的拆线图”。 

 

图 4-29  “图表.xlsx”工作簿中“组合图”工作表 

（5）单击“图表工具/布局选择卡｜“标签”组｜“图表标题”按钮，打开

标题下拉式列表并选择“图表上方”按钮建立图表标题文本框，输入“公司全年

各地区销售图”文字作为图表标题。 

（6）选定绘图区，设置绘图区的填充为“主题颜色/白色，背景 1，深色 5%”。 

（7）选定图表区，单击“图表工具/格式”选项卡｜“形状样式”组的打开

“设置形状格式”对话框按钮 打开“设置图表区格式”对话框，如图 4-30 所

示。在该对话框中的填充项选择“渐变填充/预设颜色/雨后初晴”，边框样式选

项中选择“圆角”，单击“关闭”按钮完成图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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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设置图表格式 

实验 4  Excel综合练习 

一、实验目的 

1．提高 Excel电子表格综合应用能力。 

2．掌握数据标注、保护、隐藏、条件格式设计等实用的功能。 

二、实验内容 

在“D:\Excel 实验”文件夹中建立一个名为“Excel 综合实验.xlsx”新的

工作薄。 

1．格式设置练习 

在“Excel 综合实验.xlsx”工作簿 sheet1 工作表中制作如图 4-31 所示的

工作表，要求如下： 

（1）制作如图 4-31所示的边框线，并将 sheet1改名为“利润表”。 

（2）工作表除标题外各行高设置为 20，第 1列和第 2列自动调整列宽，3、

4、5列设置列宽为 12，最后一列宽为 10。 

（3）标题设置黑体、加粗、18号字，工作表中其它文字设为幼圆，14 号。 

（4）为最后一列数据单元格区域命名为“percent”。 

（5）中间 3 列(从一月开始)数据设置条件格式：利润前三名用红色粗体显

示，利润后 3名用蓝色斜体显示。设置最后一列（百分比列）条件格式：数据条

渐变填充。 

（6）左上角和左下角单元格设置蓝色逆对角线底纹，右上角和右下角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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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使用灰色背景填充。 

（7）按图 4-31所示设置各列的对齐方式，C、D、E列使用货币格式，最后

一列比例加百分号并保留两位小数位。 

（8）“十一分厂”处加单元格批注，内容为“★★★ 销售冠军！★★★”。 

（9）请隐藏最后一列。 

（10）用公式求出“天津分公司”三个月总利润，公式如下：=SUMIF(A3:A13,"

天津分公司",C3:C13)+SUMIF(A3:A13,"天津分公司",D3:D13)+SUMIF(A3:A13,"

天津分公司",E3:E13) 

 

图 4-31  “Excel综合练习.xlsx”工作簿中“利润表”工作表 

2．公式及函数练习 

利用选择性粘帖将“利润表”中的内容复制到 Sheet2 中（不复制格式和公

式，只复制数据），在 sheet2 中删除百分比所在的列和天津分公司三个月总利润

所在的行，增加如图 4-32 所示的行和列，并将 sheet2 改名为“公式和函数”，

然后把计算公式和函数填写对应的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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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Excel综合练习.xlsx”工作簿中“公式和函数”工作表 

F3单元格公式：                                                           

G3单元格公式：                                                           

H3单元格公式：                                                           

I3单元格公式：                                                           

J3单元格公式：                                                           

K3单元格公式：                                                           

3．数据管理及图表练习 

（1）使用选择性粘帖将公式和函数工作表中的数据（不复制公式和格式）

复制到 sheet3中，在 sheet3中制作规范的数据清单，然后筛选出“上海分公司

回扣值大于 60000或．小于 30000”的数据，筛选结果如图 4-33。 

 

图 4.4.3  “Excel综合练习.xlsx”工作簿中“筛选”工作表中的筛选结果 

 

（2）在工作簿中插入一张新的工作表，再使用选择性粘帖将公式和函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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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中的数据（不复制公式和格式）复制到新的工作表中，然后制作如图 4-34

所示汇总，并折叠明细数据。 

 

图 4-34  “Excel综合练习.xlsx”工作簿中“数据汇总”工作表 

（3）使用各分公司总产值生成如图 4-35所示的“圆锥图”，图表要求： 

① 在相应工作表中生成圆锥图表； 

② 图表区边框为圆角粗黑虚线； 

③ 为图表区设置阴影； 

④ 尽量加大绘图区大小； 

⑤ 图表标题幼园、16号字； 

⑥ 坐标轴刻度最大值为 800000，刻度间距为 200000； 

⑦ 锥体上方显示数据标志（添加千分位）； 

⑧ 锥体渐变色填充； 

⑨ 其它细节如图 4-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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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Excel综合练习.xlsx”工作簿中的图表 

实验 5     Excel 拓展实验 

一、实验目的 

1．综合应用 Excel 完成项目式任务。 

2．培养同学间协作沟通能力。 

二、实验内容 

每一小组同学利用 Excel登记分析本组成员考试成绩，具体要求： 

1．小组中每一位同学选取以下科目中的 1 门课程（不得重复）作登记及分

析：英语（4 学分）、高等数学 I(4 学分)、体育(2 学分)、银行会计(4 学分)、

国际金融学(4 学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3 学分)、形式政策(1 学分)、

高等数学 II(2 学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2 学分)、大学计算机基础(3 学分)、

纲要(2 学分)、Visual FoxPro 程序设计 (4 学分)、金融工程学(5 学分)、货币

银行学(5 学分)、就业指导(1学分)。 

2．成绩登记表格式如图 4-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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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6  “学生成绩登记表”格式 

总评成绩=平时成绩×0.3+考试成绩×0.7，总评成绩不及格用红色字显示，

对总评成绩不及格者，如果考试成绩在 40分以上并且总评成绩在 45分以上，“补

考否”栏填写“补考”，考试成绩在 40分及 40 分以下或总评成绩在 45分及 45

分以下，在“重修否”栏填写“重修”。 

3．筛选出补考同学放置在一张工作表中，筛选出重修同学放置在另一张工

作表中。 

4．制作一张考试成绩分析表，成绩分析格式如图 4-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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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7  “学生成绩分析表”格式 

5．新建“分组实验(第 X组).xlsx”工作簿，将每位同学做好的成绩登记表

及成绩分析合并到“分组实验(第 X 组).xlsx”工作簿中，在此工作簿的每张工

作表标签中标出制作者的学号和姓名。 

6．在“分组实验(第 X组).xlsx”工作簿的最后一张工作表汇总各门课程的

绩点及所有课程加权平均绩点。 

绩点计算方法表： 

分数 
59 分 以

下 
60-69分 70-79分 80-89分 90-99分 100 分 

绩点 0 1-1.9 2-2.9 3-3.9 4-4.9 5.0 

加权平均绩点计算公式：加权平均绩点=各门课程的学分绩点之和/各门课程

的学分之和＝∑(课程绩点×课程学分)/∑课程学分 

在此产生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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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学生 4门课程的学分、成绩、绩点及学分绩点 

课程学

分 

考试成绩 绩点 学分绩

点 

3 95 4.5 13.5 

2 85 3.5 7.0 

4 75 2.5 10.0 

1 65 1.5 1.5 

该学生加权平均绩点=(13.5＋7.0＋10.0＋1.5)/(3＋2＋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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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演示文稿制作软件 PowerPoint 2010 

实验 1  PowerPoint 2010 基本操作 

一、实验目的 

4. 熟悉 PowerPoint 2010 的工作界面。 

5. 掌握 PowerPoint 2010 快速访问工具栏的定制。 

6. 掌握 PowerPoint 2010 视图显示方式的切换及不同视图的特点。 

7. 掌握幻灯片版式的概念及其打开方法。 

8. 掌握演示文稿主题的概念及其打开方法。 

二、实验内容 

4. 运行 PowerPoint 2010，观察 PowerPoint 2010 的工作界面。 

5.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6. 切换 PowerPoint 2010 的不同的视图显示方式。 

7. 打开幻灯片版式窗格。 

8. 打开演示文稿主题窗格。 

三、实验步骤 

4. 熟悉 PowerPoint 2010 的工作界面 

（1）选择“开始”|“所有程序”|“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PowerPoint 

2010”选项，即可启动 PowerPoint 2010；或者双击桌面 PowerPoint 2010 快捷方式图

标，也可以启动 PowerPoint 2010。 

（2）PowerPoint 2010 的工作界面由标题栏、快速访问工具栏、功能区、标尺栏、

文档编辑区和状态栏等组成，如图 5-1所示。 

 

 

 

 

 

 

 

 



256 
 

 

 

 

 

 

 

 

 

 

 

 

 

5. 定制 PowerPoint 2010 的快速访问工具栏 

（1）单击 PowerPoint 2010 窗口“快速访问工具栏”区域的“自定义快速访问工

具栏”按钮，在弹出的如图 5-2所示菜单中单击勾选需要的命令，即可将该命令添加到

快速访问工具栏中，以实现对该命令的快速访问。 

（2）如果要取消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命令按钮，用同样的方法打开该菜单，单击

要取消的命令即可。 

6. 切换 PowerPoint 2010 的视图方式 

单击状态栏右边的视图切换按钮可以切换不同的视图模式，见图 5-3；也可以单击

功能区“视图”选项卡下“文档视图”组的相应视图按钮来选择视图模式，见图 5-4。 

图 5-2  PowerPoint 的工作界面 

幻灯片编辑区 

标题栏 

 

功
能
区 

幻
灯
片
窗

格 

状态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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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视图模式可以提高演示文稿的制作效率，节省编排时间。PowerPoint 

2010不同视图的特点： 

（1）普通视图 

普通视图是 PowerPoint 的默认视图，主要用于实现文字、表格、图片、形状、音

频和视频等内容的输入、插入和编辑操作。共包含三种窗格：大纲窗格、幻灯片窗格和

备注窗格。这些窗格使得用户可以在同一位置使用演示文稿的各种特征。其中在大纲窗

格可以键入演示文稿中的所有文本，然后重新排列项目符号点、段落和幻灯片；在幻灯

片窗格中，可以查看每张幻灯片中的文本外观。可以在单张幻灯片中添加图形、影片和

声音，并创建超级链接以及向其中添加动画；而备注窗格使得用户可以添加与观众共享

的演说者备注或信息。 

（2）幻灯片浏览视图 

在幻灯片浏览视图中，可以在屏幕上同时看到演示文稿中的所有幻灯片，这些幻灯

片是以缩略图方式整齐地显示在同一窗口中。在该视图中可以看到改变幻灯片的背景设

计、配色方案或更换模板后文稿发生的整体变化，可以检查各个幻灯片是否前后协调、

图标的位置是否合适等问题；同时在该视图中也可以很容易地在幻灯片之间添加、删除

和移动幻灯片的前后顺序以及选择幻灯片之间的动画切换。 

（3）备注页视图 

图 5-4 “视图”选项卡下的“演示文稿视图” 图 5-3 视图切换按钮 图 5-2 定制“快速访问工具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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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视图包括幻灯片和备注页窗格两部分，用来显示和编排备注页内容。 

（4）阅读视图 

与幻灯片放映视图相似，不同之处是阅读视图上的状态栏上显示视图切换按钮，可

以进行不同视图模式切换。 

（5）幻灯片放映视图 

在创建演示文稿的任何时候，用户都可以通过单击“幻灯片放映”按钮启动幻灯片

放映和预览演示文稿。在幻灯片放映视图中并不是显示单个的静止的画面，而是以动态

的形式显示演示文稿中各个幻灯片。幻灯片放映视图是演示文稿的最后效果，所以当演

示文稿创建到一个段落时，可以利用该视图来检查，从而可以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及时

的修改。 

4. 打开幻灯片版式窗格。 

幻灯片版式：是 Power Point 2010 的一种常规排版的格式，利用幻灯片版式制作

新幻灯片，可以对幻灯片上的文字、图片、图形等多种对象进行合理、简洁的布局。Power 

Point 2010 提供了 11 种幻灯片版式，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幻灯片版式：标题幻灯片、标

题和内容、两栏内容、内容与标题、图片与标题、标题和竖排文字等。 

打开方法 1：打开“开始”选项卡，单击“幻灯片”组中“新建幻灯片”后的三角

按钮，打开如图 5-5所示的幻灯片版式窗格。此方法用于在新建一张幻灯片时，选择幻

灯片版式，快速实现幻灯片上内容的布局。 

打开方法 2：打开“开始”选项卡，单击“幻灯片”组中“版式”后的三角按钮，

打开如图 5-6所示的幻灯片版式窗格。此方法用于改变当前幻灯片的版式，选择新的幻

灯片版式，改变幻灯片上内容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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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当前幻灯片的“幻灯片版式”窗格 

图 5-5  新建幻灯片的“幻灯片版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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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演示文稿主题窗格。 

演示文稿主题：PowerPoint 2010 将幻灯片的配色方案、背景和格式组合成各种主

题，通过选择“演示文稿主题”将其应用到当前演示文稿中。 

打开方法：打开“设计”选项卡，单击“主题”组中主题预览区域右下角的下三角

按钮，打开如图 5-7所示的演示文稿主题窗格。 

 

图 5-7  演示文稿的“所有主题”窗格 

实验 2  演示文稿创建与编辑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演示文稿的创建、打开和保存。 

2. 掌握演示文稿中幻灯片版式的使用方法。 

3. 掌握演示文稿中文字、图片、SmartArt图形、艺术字、声音等对象的插入方法。 

4. 掌握幻灯片的选定、复制、移动、插入、删除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在“D:\练习”文件夹中（如果该文件夹不存在，请自建），创建文件名为“自

我介绍.pptx”的演示文稿。 

2. 在演示文稿中添加如图 5-8所示的六张幻灯片，其中第 1张幻灯片的版式为“标

题幻灯片”；第 2、3、4、6张幻灯片的版式为“两栏内容”；第 5张幻灯片的版

式为“标题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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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自我介绍” 

3. 将第一张幻灯片的标题“自我介绍”改为艺术字，艺术字样式为“快速填充-紫

色，强调文字颜色 4，映像”。 

4. 在第一张幻灯片上插入声音文件，设置为演示文稿的背景音乐，并将声音图标

设置为放映时隐藏。 

三、实验步骤 

1. 在“D:\练习”文件夹中（如果该文件夹不存在，请自建），新建一个 Microsoft 

Office PowerPoint 演示文稿文件，重命名为“自我介绍.pptx”。 

2. 利用幻灯片版式制作如图 5-8所示的六张幻灯片。 

① 制作第一张幻灯片“自我介绍”。 

 添加第一张幻灯片，通常默认幻灯片版式为“标题幻灯片”，在标题占位

符中，输入“自我介绍”，字体为“宋体”，字号为 66。 

② 制作第二张幻灯片“我的基本情况”：， 

 在“开始”选项卡中，单击“幻灯片”组中“新建幻灯片”后的按钮，

选择“两栏内容”内容幻灯片版式，插入一张新的幻灯片。 

 在标题占位符中，输入“我的基本情况”。 

 在下方左边占位符中，输入相应的文本。分别设置字体、字号，如图 5-8

所示。 

 在下方右边占位符中，单击“插入来自文件的图片”按钮，选择图片文

件插入到当前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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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依照上面方法，分别制作第三张幻灯片“我的爱好”和第四张幻灯片“我的

学校”和第五张幻灯片“我的家人”。 

④ 在第四张与第五张幻灯片之间插入一张新幻灯片“我的班级”。 

 在“开始”选项卡中，单击“幻灯片”组中“新建幻灯片”后的按钮，

选择“标题和内容”内容幻灯片版式，插入一张新的幻灯片。 

 在标题占位符中，输入“我的基本情况”。 

 在下方占位符中，单击“插入 SmartArt 图形”按钮，先选择如图 5-9

所示中的“层次结构”类型，再在图中的子图区域选择“组织结构图”。 

 根据图 5-8所示，完成幻灯片内容的输入。 

 

图 5-9  “选择 SmartArt图形” 

3. 将第一张幻灯片的标题“自我介绍”改为艺术字，艺术字样式为“快速填充-紫

色，强调文字颜色 4，映像”。 

① 选择第一张幻灯片的标题“自我介绍”； 

② 打开“绘图工具”的子选项卡“格式”，单击“艺术字样式”组中样式预览区

域右下角的三角按钮，打开如图 5-10所示的艺术字样式窗格，选择其中的“快

速填充-紫色，强调文字颜色 4，映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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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艺术字样式”窗格 

4. 在第一张幻灯片上插入声音文件，设置为演示文稿的背景音乐，并隐藏声音图

标。 

选择第一张幻灯片； 

① 打开“插入”选项卡，单击“媒体”组中“音频”，选择需插入的声音文件。 

② 选择声音图标，打开“音频工具”的子选项卡“播放”，如图 5-11 所示，打

开“开始”后面的组合框，将声音播放的“开始”方式由默认的“单击时”

播放，改为“跨幻灯片播放”，即可将声音文件设置为演示文稿的背景音乐。 

③ 在图 5-11所示的界面中，选择“放映时隐藏”选项。 

 

 

5-11  设置演示文稿的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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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文件”︱“保存”命令，或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工具栏上的“保存”

按钮 ，完成文件的保存。 

实验 3 演示文稿外观设置 

一、实验目的 

6. 掌握利用演示文稿主题为演示文稿设置统一外观的方法。 

7. 掌握设置幻灯片背景样式的方法。 

8. 掌握利用幻灯片母版为演示文稿设置统一外观的方法。 

9. 掌握利用幻灯片页眉页脚为演示文稿设置统一外观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 

11. 将演示文稿“自我介绍”的主题设置为“波形”。 

12. 将第一张幻灯片的背景样式设置为“样式 10”。 

13. 利用幻灯片母版，将第 2-4，6 张幻灯片的标题格式改为“隶书、54 号，加粗、

颜色为 RGB(255,255,7)”。 

14. 利用幻灯片页脚为幻灯片添加“日期和时间”、“幻灯片编号”，标题幻灯片中不

显示。将日期和时间设置为在幻灯片的左下角显示。     

三、实验步骤 

1. 将演示文稿“自我介绍”的主题设置为“波形”。 

① 选择第一张幻灯片； 

② 打开“设计”选项卡，在“主题”组中，选择图 5-7中所示的“波形”主题，

设置效果如图 5-12所示。 

 

5-12  “波形”主题演示文稿的设置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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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第一张幻灯片的背景样式设置为“样式 10”。 

① 选择第一张幻灯片； 

② 打开“设计”选项卡，在“背景”组中，单击“背景样式”后面的三角按钮，

在打开的“背景样式”窗格中，在“样式 10”上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快捷菜

单中的“应用于所选幻灯片”选项，如图 5-13所示。 

③ 再选择“隐藏背景图形”选项，使选择的背景样式生效，设置效果见图 5-15。 

 

5-13  设置幻灯片的背景样式 

3. 利用幻灯片母版，将第 2-4，6 张幻灯片的标题格式改为“隶书、54 号，加粗、

颜色为 RGB(255,255,7)”。 

④ 打开“视图”选项卡，单击“母版视图”组中的“幻灯片母版”，打开“幻灯

片母版”选项卡； 

⑤ 在图 5-14 所示的左侧窗格中，双击选择“两栏内容 版式：幻灯片 2-4，6

使用”对应的母版； 

⑥ 在右侧窗格中，选择标题占位符，打开“开始”选项卡，设置标题格式为“隶

书、54号，加粗、颜色为 RGB(255,255,7)”； 

⑦ 打开“幻灯片母版”选项卡，单击“关闭母版视图”。标题格式设置效果如图

5-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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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设置多张指定幻灯片对应母版的标题格式 

 

5-15  利用幻灯片母版设置多张幻灯片标题格式的效果 

4. 利用幻灯片页脚为幻灯片添加“日期和时间”、“幻灯片编号”，标题幻灯片中不

显示。将日期和时间设置为在幻灯片的左下角显示。 

① 选择任意一张幻灯片； 

② 打开“插入”选项卡，单击“文本”组中的“页眉和页脚”，在图 5-16中选

择“日期和时间”、“幻灯片编号”、“标题幻灯片中不显示”等选项。 

③ 利用幻灯片母版将“日期和时间”占位符移到第 1张母版幻灯片的左下角位

置。设置效果如图 5-17所示。 



267 
 

 

  

5-16  设置幻灯片页脚                         5-17  幻灯片页脚设置效果 

实验 4 幻灯片动画与切换效果设置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为幻灯片上的对象设置动画效果的方法。 

2. 掌握为幻灯片设置切换效果的方法。 

3. 掌握利用超链接和动作按钮创建交互式演示文稿的方法。 

二、 实验内容 

1. 设置第一张幻灯片标题进入动画效果为：弹跳，设置声音效果为：风声，设置

计时为：慢速(3 秒)，设置“开始”方式为：与上一动画同时。 

2. 设置第 2-6 张幻灯片上所有对象的“开始”方式均为：上一动画之后。其他设

置如下： 

① 设置第二张幻灯片标题进入动画为：擦除；文本进入动画为：轮子；图片进

入动画为：浮入； 

② 设置第三张幻灯片标题退出动画为：百叶窗；文本退出动画为：阶梯状；图

片进入动画为：玩具风车； 

③ 设置第四张幻灯片标题进入动画效果为：随机线条；；文本进入动画为：盒状；

图片进入动画为：十字形扩展； 

④ 设置第五张幻灯片标题进入动画效果为：飞旋；SmartArt 图形进入动画为：

缩放； 

⑤ 设置第六张幻灯片标题进入动画效果为：旋转；文本进入动画效果为： “陀

螺旋”，数量为“旋转两周”，速度为“快速”。 

3. 为演示文稿设置切换效果，前两张幻灯片设为“水平百叶窗”，声音为“打字机”；

其余幻灯片为“垂直百叶窗”，声音为“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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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一张幻灯片后面添加一张目录幻灯片，创建超链接，使每个标题链接到与

标题对应的幻灯片。 

5. 插入“后退或前一项”、“前进或下一项”、“开始”、“结束”以及“自定义”动

作按钮，要求“自定义”按钮超链接到第二张目录幻灯片。 

三、实验步骤 

1. 设置第一张幻灯片标题进入动画效果为：弹跳，设置声音效果为：风声，设置

计时为：慢速(3 秒)，设置“开始”方式为：与上一动画同时。 

① 打开“动画”选项卡，选择标题占位符，设置动画效果为：弹跳，设置“开

始”方式为：与上一动画同时；如图 5-18所示。 

② 单击“高级动画”组中的“动画窗格”，在打开的窗格中的标题 1 对象上，单

击鼠标右键，选择“效果选项”，在对话框中，分别设置声音效果为：风声，

设置计时为：慢速(3 秒)。 

 

5-18  设置幻灯片动画效果 

2. 设置第 2-6 张幻灯片上所有对象的动画效果可以仿照上一题的操作步骤。进入

或退出动画效果设置界面如图 5-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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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更多进入/强调/退出效果的幻灯片动画设置界面 

3. 为演示文稿设置切换效果，前两张幻灯片设为：百叶窗，水平，声音为：打字

机；其余幻灯片为：百叶窗，垂直，声音为：风铃。 

① 打开“幻灯片浏览”视图，选择前两张幻灯片； 

② 打开“切换”选项卡，在“切换到此幻灯片”组中选择“百叶窗”，效果选项

设置为：水平；声音设置为：打字机。如图 5-20所示。 

③ 其余幻灯片切换效果设置步骤同上。 

 

5-20  设置幻灯片切换效果 

4. 在第一张幻灯片后面添加一张目录幻灯片，创建超链接，使每个标题链接到与

标题对应的幻灯片。 

① 按照题目要求添加幻灯片后，选择“我的基本情况”，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超

链接”，在对话框中，单击“本文档中的位置”，选择链接幻灯片标题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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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情况”；如图 5-21所示。 

② 其他目录标题设置超链接步骤同上。 

 

5-21  设置超链接 

15. 在第 2-7张张幻灯片中，插入“后退或前一项”、“前进或下一项”、“开始”、“结

束”以及“自定义”动作按钮，要求“自定义”按钮超链接到第二张目录幻灯

片。 

① 打开“视图”选项卡，单击“母版视图”组中的“幻灯片母版”，打开“幻灯

片母版”选项卡； 

② 双击选择第 1 张母版，打开“插入”选项卡，单击“形状”下面的三角按钮，

在打开的形状窗格中，单击“后退或前一项”动作按钮，在母版幻灯片右下

角上绘制按钮，动作设置为默认超链接，仿照此操作完成“前进或下一项”、

“开始”、“结束”和“自定义”按钮的绘制；将“自定义”按钮动作设置为

超链接到第二张幻灯片，在“自定义”按钮上添加文字“目录”。设置界面如

图 5-21所示。设置效果如图 5-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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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在幻灯片母版上插入动作按钮 

 

5-23  幻灯片插入动作按钮的设置效果 

实验 5  幻灯片放映与其他设置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设置幻灯片放映方式的方法。 

2. 掌握放映演示文稿时，隐藏幻灯片的方法。 

3. 掌握排练计时的使用方法。 

4. 掌握设置幻灯片大小的方法。 

5. 掌握将演示文稿保存为放映文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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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内容 

1. 设置幻灯片放映方式为：观众自行浏览（窗口）。 

2. 设置放映演示文稿时，第六张幻灯片不放映。 

3. 使用“排练计时”功能，预演展示所有幻灯片。 

4. 设置幻灯片大小为：35毫米幻灯片。 

5. 将编辑好的文稿按原名先保存，再在“我的文档”下另存为：自我介绍.ppsx。 

三、实验步骤 

1. 设置幻灯片放映方式为：观众自行浏览（窗口）。 

 打开“幻灯片放映”选项卡，单击“设置幻灯片放映”，在图 5-24 所示对话

框中选择“观众自行浏览（窗口）。” 

2. 设置放映演示文稿时，第六张幻灯片不放映。 

 在“普通视图”中，选中第六张幻灯片，打开“幻灯片放映”选项卡，单击

“隐藏幻灯片”，或者在幻灯片缩略图的第六张幻灯片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快

捷菜单中选择“隐藏幻灯片”命令。如图 5-25所示。 

 
5-24  设置幻灯片放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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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设置隐藏幻灯片 

3. 使用“排练计时”功能，预演展示所有幻灯片。 

 打开“幻灯片放映”选项卡，单击“排练计时”，如图 5-26所示，预演所有

幻灯片。 

 
5-26  采用排练计时 

4. 设置幻灯片大小为：35毫米幻灯片。 

 打开“设计”选项卡，单击“页面设置”，在打开对话框的“幻灯片大小”

中，选择“35 毫米幻灯片”。如图 5-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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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设置幻灯片大小 

5. 将修改完的文稿按原名先保存，再在“我的文档”下另存为：自我介绍.ppsx。 

 打开“文件”菜单，选择“另存为”，完成图 5-28中所示的设置。 

 

5-28  演示文稿保存为放映文件 

实验 6  综合设计实验 

一、实验内容 

制作完成一个演示文稿，内容可以选择以下三个主题中的任意一个。 

1. 介绍节日或自己喜欢的名人、明星、偶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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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绍自己的家乡、母校或班级等。 

3. 制作一份多媒体个人简历：用于报名参加某一社团招新。 

二、实验要求 

1. 演示文稿至少由 16张多种版式幻灯片组成。 

2. 内容主题明确、色调搭配和谐、布局美观。 

3. 制作要求： 

① 必须设置目录项到对应幻灯片标题的链接及返回的动作。 

② 要在演示文稿中合理地设置幻灯片的动画及切换效果。 

③ 设置演示文稿背景音乐。 

④ 使用“排练计时”功能，预演展示所有幻灯片，并保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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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计算机网络基础 

实验 1 配置 TCP/IP 参数 

1. 实验目的 

1. 通过实验掌握配置静态 IP地址的方法。 

2. 掌握配置动态 IP 地址的方法。 

3. 掌握验证 TCP/IP 参数配置的方法。 

2. 实验内容 

在计算机上配置静态 IP地址和动态 IP地址，并分别验证其配置。 

                                                       

三、实验步骤 

① 双击任务栏通知区域的 图标，弹出如图 6-1所示“本地连接状态”对话框，在

对话框中单击“属性”按钮，弹出如图 6-2所示“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 

② 在“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中双击“Internet 协议（TCP/IP）”，弹出如图 6-3

所示的“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对话框，在此对话框中配置 IP地址。 

图 6-1 “本地连接状态”对话框 图 6-2 “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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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Internet协议（TCP/IP）属性”对话框 

③ 配置静态 IP 地址，选择“使用下面的 IP 地址”单选按钮和“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单选按钮。设置具体 TCP/IP 参数。例如，IP 地址为 211.67.129.31，子

网掩码为 255.255.255.0，网关地址为 211.67.129.254，首选 DNS服务器为 211.67.128.1，

备用 DNS服务器为 202.102.224.68。参数的配置如图 6-3所示。 

④ 使用网络管理命令 ipconfig验证配置。选择“开始/运行”命令，在其中输入命

令“cmd”后单击“确定”按钮，弹出如图 6-4 所示的命令行窗口，在其中输入命令

“ipconfig”，键入回车后可验证 TCP/IP的参数配置。 

 

图 6-4 命令行窗口 

⑤ 按照上面的步骤重新配置 IP 地址，这次配置的是动态 IP 地址，在“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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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TCP/IP）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自动获得 IP 地址”单选按钮和“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单选按钮。设置具体设置具体 TCP/IP 参数。例如，首选 DNS 服务器为

211.67.128.1，备用 DNS 服务器为 202.102.224.68。 

⑥ 参照第④步的操作，验证动态配置 IP地址的 TCP/IP参数配置。 

【小技巧】打开“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的另外一种方法: 

如果在任务栏的通知区域没有显示 图标，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桌面上的“网上邻居”

图标，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弹出“网络连接”窗口，右键单击“本地连

接”图标，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弹出“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在此对话框

下方有“连接后在通知区域显示图标”复选框，选中此选项后可在任务栏的通知区域显

示图标 。   

实验 2    测试网络的连通性 

1. 实验目的 

1. 掌握使用 ping命令测试网络连通性的方法。 

2.  熟悉使用 traceroute 命令观察主机之间的路径。 

2. 实验内容 

通过实验 6-1 中静态配置的 IP 地址，使用 ping 命令测试网络的连通性，并使用

tracert命令查看网络路径。 

3. 实验步骤 

① ping 回环地址。在开始菜单中单击“运行”，输入“cmd”命令，在命令行窗口

下输入命令“ping 127.0.0.1”。此命令用来验证 TCP/IP 协议栈是否正确安装。如果

能 ping成功，即出现显示信息如图 6-5所示，表明协议栈已经正确安装，如果没有 ping

成功，即出现显示内容为：Request timed out，表明协议栈安装不正确，需要在系统

盘下重新安装。 

②  ping本地地址。在命令行窗口下输入命令“ping 211.67.134.157”。如果能 ping

成功，即显示内容为“Reply from 211.67.134.157:byte=32 time<1ms TTL=128”,显

示信息类似于图 6-5，表明网卡工作正常，如果不能 ping 通，即显示内容为“Request 

timed out”，则表明网卡安装或配置有问题。将网线断开再次执行此命令，如果显示正

常，则说明本机使用的 IP 地址可能与另一台正在使用的机器 IP地址重复了。如果仍然

不正常，则表明本机网卡安装或配置有问题，需继续检查相关网络配置。 

③ ping 网关地址。在命令行窗口下输入命令“ping 211.67.134.254”。 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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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成功，表明局域网网关工作正常。如果不能 ping 通，则表明路由器接口作为网关

的服务出现了问题。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网关地址有误。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路由器接口

完全正常，但对其采取了阻止其处理或响应 ping请求的安全限制。 

④ ping 远程主机。选择远程网络中正常运行的主机。例如选择 DNS 服务器。在命

令行窗口中输入命令“ping 202.102.224.68”。如果能 ping 成功，表明本机可以正常

访问 Internet。如果不能 ping成功，说明本机无法正常连接因特网。 

 

图 6-5 ping命令显示信息 

⑤ 使用 tracert 命令观察本地主机与其他主机之间的路径。选择一台主机，例如

域名为“www.sohu.com”的主机，即查看与搜狐网站之间的路径。在命令行窗口下输入

命令“tracert www.sohu.com”,显示结果如图 6-6 所示。图 6-6 中，自上到下显示了

本地主机发送的测试数据包到达目的主机“www.sohu.com”所经过的所有路由器。第一

列表明所经过的路由器的顺序，第二列到第四列是三个测试数据包到到达路由器所需的

时间。最后一列表明所经过的路由器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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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tracert命令显示信息 

【小技巧】使用 ping 和 tracert命令可以找出网络故障点。 

这两个命令是用来诊断网络故障的常用的方法。使用实验中的五个步骤来逐步找出

故障点的位置。前三个步骤用来找出本主机及本地网络的故障。后两个步骤用来找出远

程网络的故障点。排除本主机及本地网络的故障后，如果还无法 ping 成功远程主机，

可以使用 tracert命令找出具体的故障点。如果数据无法到达沿途的某一台路由器，此

命令会提供作出响应的最后一台路由器的地址。通过查看此路由器的路由表可以找到与

之相连的下一跳路由器地址，从而可以对此路由器或下一跳的路由器进行故障修复。 

由于路由器的故障由专业网管维护管理，这里只举一个简单的可以由用户自行解决

的故障案例。例如执行 tracert 命令后，没有任何一台路由器做出响应，即网关也未做

出响应，而第三步骤中网关却是能够 ping 成功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本地主机配置不

正确，未将正确的网关地址配置为默认网关。通过 ipconfig 命令可以查看网关配置的

正确性。 

实验 3   设置和访问共享资源 

一、 实验目的 

1. 掌握将本机资源共享给局域网的其他计算机用户访问的方法。 

2. 熟悉如何设置共享访问的权限。 

3. 掌握访问共享资源的方法。 

 

二、 实验内容 

将“我的文档”中的“图片收藏”文件夹设为共享资源，并设置其共享权限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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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查看工作组计算机，并从中选择一台计算机查看其共享的资源。 

三、 实验步骤 

① 打开“我的文档”，右键单击要共享的“图片收藏”文件夹，在快捷菜单中选择

“共享和安全”，弹出如图 6-7所示的“图片收藏属性”对话框。 

 

② 选择“共享此文件夹”，共享名默认为“图片收藏”，在“用户数限制”选项组

中设置可以连接的用户数目 10。 

③ 单击“权限”按钮，设置共享权限。弹出如图 6-8所示的“图片收藏的权限”对

话框，为“Everyone”组设置“读取”权限。 

④ 打开“网上邻居”，在“网络任务”中选择“查看工作组计算机”，可以查看此

局域网中与本机位于同一个工作组下的计算机。任意双击其中任意一台计算机，可以查

看其共享资源。 

【小技巧】利用计算机名或 IP地址访问共享资源的方法 

访问局域网中某一台计算机的共享资源可以利用其计算机名或 IP 地址来访问。例

如要访问计算机名为“abc”、IP 地址为“211.67.134.75”的计算机的共享资源，可以

单击“开始”|“运行”，在文本框中输入\\abc或\\211.67.134.75,单击“确定”即可。

除此之外，还可以打开“网上邻居”，在地址栏中输入\\abc 或\\211.67.134.75，单击

“转到”即可。 

图 6-7 “图片收藏属性”对话框 图 6-8 “图片收藏权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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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   使用浏览器 

1. 实验目的 

1 通过实验掌握使用浏览器快速浏览网页的方法。 

2 掌握将网页添加到收藏夹的方法。 

3 掌握设置 IE浏览器的方法。 

2. 实验内容 

使用 IE浏览器浏览“河南财经学院”网页并将网页添加到收藏夹。对 IE 浏览器进

行简单的设置。 

3. 实验步骤 

① 启动 IE浏览器，在其地址栏中输入“www.hnufe.edu.cn”，按回车键或单击“转

到”即可打开网页。 

② 选择“收藏”|“添加到收藏夹”命令，弹出如图 6-9 所示的“添加到收藏夹”

对话框，单击“创建到”按钮，选择收藏此网页的文件夹，并选中“允许脱机使用”复

选框。单击“确定”即可将此网页添加到收藏夹中。 

③ 设置主页。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命令，打开如图 6-10所示的“Internet

选项”对话框，选择“常规”选项卡，单击“使用当前页”按钮，可将目前打开的网页

设置为主页，也可在“地址”编辑栏中输入一个指定的主页地址，如输入“www.baidu.com”，

则将百度设置为主页，同样可以选择“使用默认页”或“使用空白页”按钮将主页设置

为默认页或空白页。单击“确定”后重启 IE浏览器验证主页的设置。 

④ 调整 IE浏览器的安全级别。在“Internet选项”中选择“安全”选项卡，单击

“默认级别”按钮，在“该区域的安全级别”选项组中出现可上下调节的滑块，如图 6-11

所示，上下调节此滑块可增加或降低浏览器的安全级别。 

图 6-9 “添加到收藏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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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Internet选项”对话框             图 6-11 调整安全级别 

 

⑤ 限制访问某些网页。在图 6-11 所示的对话框中选中“受限制的站点”，单击“站

点”按钮，打开如图 6-12 所示的“受限站点”对话框，在“将该网站添加到区域中”

文本框中输入要阻止访问的站点，如输入“www.sohu.com”，单击“添加”按钮，再单

击“确定”按钮既可将搜狐网站列为受限制访问的站点。可在 IE 浏览器中打开搜狐网

站验证此设置。 

【小技巧】快速浏览网页的一些小技巧: 

① 第二次打开同一网页时，可单击地址栏右侧的下拉按钮 ，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

选择浏览过的网站地址，按回车键或单击“转到”即可再次打开此网页。 

② 查看网页时，鼠标指针移动到超级链接上时可变成一只小手的形状，单击该链

接，可直接跳转到相应的网页。 

图 6-12 “受限站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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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单击工具栏上的“历史”按钮，出现“历史记录”列表，其中包含了近几天或

几星期内访问的网页的站点的链接，选择需要访问的网页的链接，即可快速打开要访问

的网页。 

实验 5    使用网络搜索引擎 

一、 实验目的 

通过实验掌握百度搜索引擎的使用。 

二、 实验内容 

使用百度搜索引擎实现多关键字搜索、分类搜索以及高级搜索。 

三、 实验步骤 

① 多关键字搜索。启动 IE 浏览器，在其地址栏中输入“www.baidu.com”，打开百

度搜索引擎。在搜索框中输入“河南 城市 -郑州”，单击“百度一下”，搜索不包括郑

州的河南城市。在搜索框中输入“鲜花 | 城市”，单击“百度一下”，搜索关键词为“鲜

花”或者关键词为“城市”的网页。 

② 分类搜索。 

④ 搜索音乐。打开百度网页，在搜索框上方选择搜索的类别“MP3”，打开百度 MP3

搜索页面，在搜索框中输入要搜索的音乐名称，例如“北京欢迎你”，在打开的音乐下

载页面选择速度较快的链接下载。 

⑤ 搜索图片。打开百度网页，在搜索框上方选择搜索的类别“图片”，打开百度图片

搜索页面，在搜索框下方选择要搜索的图片类型，例如“壁纸”，在搜索框中输入要搜

索的图片名称，例如“熊猫”，在打开的网页中单击喜欢的图片预览。右键单击图片，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图片另存为”，可以将图片保存到本地磁盘中。 

⑥ 搜索视频。打开百度网页，在搜索框上方选择搜索的类别“视频”，打开百度视频

搜索页面，在打开的视频页面中选择视频种类，例如“热门电影”，在搜索框中输入要

搜索的视频名称，例如“建国大业”，在打开的网页中可以在线观看。 

③ 高级搜索。打开百度网页，单击“百度一下”右方的“高级”选项，弹出百度高

级搜索页面，设定搜索条件，如图 6-13 所示。此搜索条件用于搜索“河南除安阳外的

任何一个城市的近一年来的需求、消费市场调查报告”。 

【小技巧】百度搜索的一些小技巧: 

① 使用百度语法“filetype:”限定搜索对象的文档格式，如 PDF、DOC、XLS 等。

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权威性的，信息量大的专业报告、论文、上市公司的年报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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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等，这些文档在互联网上通常不是网页格式，而是 Office 文档或者 PDF 文档。因

此使用此语法可以帮助限定搜索条件，提高搜索效率。例如：“数码相机使用手册 

filetype:pdf”。 

② 使用百度语法“intitile”指定网页标题中的关键词。查找某个专题的论文或

某种类型的范文，其主题通常会出现在网页标题中。因此使用此语法可以限定只搜索关

键词出现在网页标题中的网页。例如，查找市场调查报告范文，其网页标题中通常会有

“××××调查报告”的字样，并且在文中通常会出现“市场”、“消费”、“需求”等特

征词，因此设定搜索条件为：“市场 消费 需求 intitile:调查报告”。 

③ 使用“百度知道”提问问题或者搜索问题的答案。打开百度网页，单击搜索框上

方的“知道”选项，打开“百度知道”页面。在输入框中输入问题的详细描述，例如“计

算机出现了蓝屏，怎么解决”。单击输入框下方的“搜索答案”或“我要提问”按钮来

搜索问题的答案或提出问题，等待解决。 

 

图 6-13 百度高级搜索 

实验 6   使用电子邮件 

一、 实验目的 

1. 通过实验掌握邮箱的设置方法。 

2. 理解 SMTP协议和 POP3协议的应用和提供的主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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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收发电子邮件的方法。 

二、 实验内容 

配置电子邮件客户端工具 Outlook Express。服务器设置为搜狐的邮件服务器，并

将电子邮件地址设置为在搜狐上已经注册好的电子邮件地址 dzyjsy@sohu.com，密码为

123456abc。通过 Outlook Express3 向 dzyjsy@126.com 发送电子邮件。 

三、 实验步骤 

① 启动 Outlook Express。选择“工具”|“账号”命令，打开“Internet 账户”

对话框，如图 6-14所示。 

② 单击“添加”按钮，选择“邮件”,启动 Internet 连接向导，在“显示名”文本

框中输入“dzyjsy”，如图 6-15所示。 

③ 单击“下一步”。按照向导的提示，依次输入电子邮箱地址“dzyjsy@sohu.com”，

接收邮件服务器“pop3.sohu.com”，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sohu.com”， 帐户名“dzyjsy”

及密码“123456abc”，如图 6-16、6-17、6-18所示。   

 

图 6-14 “Internet账户”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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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Internet连接向导”对话框 

 

图 6-16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图 6-17 输入电子邮件服务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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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输入帐户名和密码 

④ 用此向导可以设置多个帐号，Outlook可以同时管理多个邮箱。 

⑤ 单击 Outlook Express 工具栏上的“发送/接收”按钮 ，系统会自动进行

邮件的收取。系统会在左侧窗格中显示新邮件的相关信息。单击“收件箱”图标，则收

件箱中保存的所有邮件显示在右侧上方的窗格中，单击邮件主题，内容显示在下方窗格

中，如图 6-19所示。 

⑥ 发送邮件。单击工具栏上的“创建邮件”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的“收件

人”文本框中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箱地址，如“dzyjsy@126.com”。可以在“抄送”文

本框中输入另外的收件人电子邮箱地址，如“dzyjsy@yahoo.com.cn”，这样两个收件人

都可以收到此邮件。在“主题”文本框中输入信件的主题，如“问候”,在下方的文本

框中输入邮件正文，如图 6-20 所示。单击对话框工具栏中的“附件”按钮 或者选

择“插入”菜单中的“文件附件”命令，弹出如图 6-21 所示的“插入附件”对话框，

选择要发送的文件，单击“附件”按钮，可以将其他文件添加到电子邮件中。单击工具

栏中的“发送”按钮 完成邮件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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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9 查看邮件内容 

 

图 6-20 撰写邮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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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插入附件对话框 

⑦ 回复邮件。单击收件箱中的需要回复的邮件，单击工具栏上的“答复”按钮 ，

弹出发送邮件对话框，收件人地址与主题均已填好，只须填写回复内容后单击工具栏中

的“发送”按钮 回复邮件。 

⑧ 转发邮件。单击收件箱中的需要转发给其他人的邮件，单击工具栏上的“转发”

按钮 ，弹出发送邮件对话框，邮件内容已默认填为原邮件内容，只须填写接收邮件

的用户地址，单击工具栏中的“发送”按钮 完成邮件的转发。 

实验 7   使用防病毒软件 

一、 实验目的 

1. 通过实验掌握利用工具软件查杀木马、清理恶意软件、修补漏洞、保护网银、游

戏等账号的安全。 

2. 掌握使用杀毒软件清理病毒的方法。 

3. 掌握设置实时监控的方法。 

二、 实验内容 

使用 360安全卫士进行木马的查杀、恶意软件的清理、漏洞的修补以及账号安全的

保护。使用 NOD32杀毒软件进行病毒的查杀并设置实时监控。 

三、 实验步骤 

① 360软件为全免费软件，可以从 360网站下载安装，安装后在任务栏的通知区域

中出现“360安全卫士实时保护”图标 和“360保险箱”图标 。 

② 单击“360 安全卫士实时保护”图标 ，打开如图 6-22 所示“360 安全卫士”

窗口，依次选中“电脑体检”、“清理插件”、“修复漏洞”、“清理垃圾”、“清理痕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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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IE”选项卡，根据提示为电脑进行体检、清理恶评插件、修复系统漏洞、清理系统垃

圾、清理上网痕迹以及修复 IE设置。 

③ 单击工具栏上的“杀木马”按钮 ，打开如图 6-23所示的“360木马云查杀”

窗口，选择“快速扫描”方式对电脑进行快速的木马查杀。 

④ 单击“360 保险箱”图标 ，打开如图 6-24 所示“360 保险箱”窗口，“360 保

险箱”的作用是防盗号，阻止盗号木马对网游、聊天等程序的侵入，帮助用户保护游戏

账号、聊天账号、网银账号、炒股账号等。单击“账户保护”选项卡，在保险箱界面上

可以看到已经添加到保险箱中的应用程序，通过右侧的“常规设置”面板中的“添加软

件”和“移除软件”按钮添加其他的应用程序到保险箱中或移除保险箱中的应用程序。 

⑤ 单击保险箱中的应用程序“腾迅 qq”即可从保险箱中启动此应用程序。360保险

箱会在打开应用程序之前扫描隐藏在用户操作系统中的盗号木马，如图 6-25 所示。如

果从保险箱外打开此应用程序，保险箱也会进行扫描。在应用程序运行过程中，任何木

马试图入侵所保护的应用程序，“360保险箱”都会进行拦截。 

⑥ 从保险箱中打开银行网站可以有效保护网银账号的安全。单击保险箱下方导航栏

中的工商银行图标，观察打开工商银行网站之前 360 保险箱的扫描过程。 

 

图 6-22 360安全卫士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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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3 360木马查杀界面 

 

图 6-24 360保险箱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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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打开程序之前的安全扫描 

⑦ 安装 NOD32后在任务栏的通知区域显示“NOD32 防病毒”图标 ，单击此图标打

开 NOD32主界面，如图 6-26所示。单击左侧窗格中的“计算机扫描”，在右侧窗格中选

择“智能扫描”即可开始本地磁盘的扫描。 

⑧ 单击左侧窗格的“设置”选项，在右侧窗格中选择“切换到高级模式”，在右侧

窗格中单击“病毒和间谍软件防护”，打开如图 6-27 所示界面，在此界面中可以详细配

置实时防护。单击“文档系统实时防护”下的“配置”选项，打开“设置”对话框如图

6-28所示。设定要扫描的对象为“本地磁盘”和“可移动磁盘”。 

⑨ 在图 6-27所示界面中禁用“电子邮件客户端防护”。 

 

图 6-26 NOD32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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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配置实时防护 

 

图 6-28 配置文件系统实时防护 

【小技巧】保护系统安全的一些小提示： 

① 360安全卫士也可以结合 360杀毒软件或卡巴斯基等杀毒软件使用。 

② 通常一台计算机上不能同时安装两个或更多的杀毒软件。 

    ③ 及时修复系统的漏洞、定期更新杀毒软件的病毒库并定期进行病毒和木马的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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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可以有效预防病毒的入侵。 

实验 8   综合设计实验 

一、实验内容 

1.了解网络环境的配置   

（1）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拨号连接”中的本地连接，观察网卡类型和该连接使

用的组件，并设置连接后在任务栏显示图标。  

 （2）打开 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观察本机 IP地址设置，考察其含义。   

（3）用 Ipconfig命令，查看网卡物理地址、主机 IP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等，

查看主机信息，包括主机名、DNS服务器、结点类型等。   

2．浏览器、搜索引擎的使用   

（1）设置浏览器的启动首页为 http://www.huel.edu.cn。   

（2）访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址 http://www.cnnic.net.cn，查看相关信息。   

（3）使用搜索引擎 http://www.baidu.com，查找“奥运会、北京、场馆”的网页

或网站，保存其中的部分图片和文字。   

（4）使用其它搜索引擎，查找关于“音乐，mp3”的网页或网站，下载找到的音乐

节目。  

3．电子邮件的使用   

（1）如果读者没有 Email 信箱，请在 http://www.Sina.com.cn 或其他网站申请。   

（2）通过浏览器给教师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同时将邮件抄送给自己。 邮件标题包

括学号、姓名等；内容可以是任何关于课程学习的问题、建议；在附件中附上一张图片。  

（3）查看本信箱收到的邮件。   

（4）使用 Outlook Express， 根据信箱服务器提供的 POP3（如 pop3.sina.com.cn）

和 SMTP地址配置信箱账号。使用 Outlook Express 收发邮件，保存邮件正文、附件。 

二、实验要求 

1．了解网络环境的配置   

2．掌握局域网中共享文件夹和打印机  

3．掌握浏览器、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的使用 

实验 9   拓展实验 

一、实验内容 

网络维护与故障排除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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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要求 

1.熟悉常见的网络故障。 

（1）在工作组内找不到要访问的主机应如何处理？ 

（2）局域网的计算机访问不到 Internet应如何处理？ 

2.掌握常见的网络故障排除方法。 

（1）工作组内找不到要访问的主机 

a) 网络设备故障。 

b) 传输介质故障。 

c) 集线器或交换机故障。 

d) 未正确安装 NetBEUI 协议，不支持主机名查询。 

e) 网络名称设置好后，系统未及时更新。 

（2）局域网的计算机访问不到 Internet 

a) TCP／IP配置不正确。 

b) DNS域名服务器效率不高导致 Internet 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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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数据库基础 

实验 1    Access 2010 的基本操作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启动与退出 Access 2010 的方法。  

2. 了解 Access 2010 的界面组成及使用方法。 

3. 掌握建立数据库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 

9. 用正确方法启动和关闭 Access2010 。  

10. 了解 Access 2010  的主界面。 

11. 创建“学生管理”数据库。 

 三、实验步骤 

1. Access的启动 

单击 “开始”菜单→执行“所有程序”→“Microsoft Office”→“Microsoft Office 

Access 2010”命令，可以启动 Access 系统。也可以通过双击具体的 Access 数据库文

件启动系统。 

2. Access的退出 

退出 Access的方法是单击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也可以通过单击“文件”

选项卡中的“退出”命令来关闭 Access 2010。 

无论何时退出，Access 都将自动保存对数据的更改，如果上一次保存之后，又更改

了数据库对象的设计，Access 将在关闭之前询问是否保存这些设置。 

注意：如果意外退出 Access，可能会损坏数据库。 

3. Access的 Backstage 视图 

启动 Access系统后，在打开 Access但未打开数据库时，默认显示 Backstage视图，

如图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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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Backstage视图 

4. 创建“学生管理”数据库 

（1） 选择“新建”命令，再选择“空数据库”类别。 

（2）在 Backstage 视图窗格的右侧，单击文件名文本框边上的浏览按钮 ，打开

“文件新建数据库”对话框，选择数据库文件的存储路径，并输入文件名。如图 7-2所

示。 

 

图 7-2创建空数据库 

单击“创建”按钮，进入 Access工作界面。 

5. Access工作界面 

为介绍 Access工作界面，选择了一个非空数据库“学生库”，如图 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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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Access工作界面 

Access的工作界面包括快速访问工具栏、标题栏、功能区、导航窗格、工作区和状

态栏等几部分。 

实验 2   创建数据库表对象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掌握建立数据表的方法。 

2.掌握字段属性设置方法。 

3.掌握主键的设置。 

4.掌握记录输入方法及技巧。 

二、 实验内容 

1．在创建的“学生管理”数据库中，创建“学生信息”表、“身份证”表、“学生

成绩”表。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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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学生信息”表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主键 不允许为空 

学号 文本 10   

姓名 文本 8   

性别 文本 1   

出生日期 日期    

籍贯 文本 50   

政治面貌 文本 10   

班级编号 文本 6   

入学分数 数字 整型   

简历 备注    

照片 
OLE 对

象 
  

 

表 7-2 “身份证”表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主键 不允许为空 

学号 文本 10   

身份证号 文本 18   

表 7-3 “学生成绩” 

字段名称 数据类型 字段大小 主键 不允许为空 

学号 文本 10    

课程号 文本 18   

成绩 数字 整型   

2.分别将图 7-4、7-5、7-6中所示数据录入到相应表中。 

 

图 7-4  “学生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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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5  “身份证”表                     图 7-6  “学生成绩”表 

三、实验步骤 

4. 使用设计视图创建“学生信息”表 

 

图 7-7  表设计视图 

（1） 打开“学生管理” 数据库，单击功能区中的“创建”选项卡下“表格”组

中的“表设计”按钮 ，打开表的设计视图。如图 7-7所示 

（2） 在设计视图的第 1 行中输入第 1 个字段：字段名称为“学号”，数据类型为

“文本”，在字段属性区域中的“常规”列表中，将“字段大小”属性设置为 10。 

按上述方法，参考表 7-1，依次定义“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政

治面貌”、“班级编号”、“入学分数”、“简历”、“照片”等字段。 

（3） 选择“学号”字段，单击“工具”组中的“主键”按钮，设置“学号”字段

为主键。或者右击“学号”字段，从快捷菜单中选择“主键”命令，将“学号”字段设

置为主键。表结构的最终设计结果如图 7-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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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学生信息”表结构的设计 

  

 

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 ，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在“表名称”

文本框中输入“学生信息”，如图 7-9所示。 

（4） 单击“确定”按钮，在导航窗格中会显示“学生信息”表，如图 7-10 所示。

此时完成数据表结构的设计过程，数据表中没有任何记录，为一个空表。

 

图 7-10  新增表对象 

（6）依此方法，创建“身份证”表、“学生成绩”表。 

2.录入数据 

在导航窗格中，双击“学生信息”表对象，打开“学生信息”表的数据表视图。如

图 7-11所示。此时可以向表中输入记录。 

 

图 7-11 “学生信息”表的数据表视图 

（1）文本型字段和数字型字段数据的输入 

鼠标单击要输入的字段，输入相应内容。如“2012010101”；“李雷”、“男”、“吉林”、

主键标

记 

字段选定器 

图 7-9 “另存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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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120101”，560 等； 

（2） 日期型字段输入 

有以下两种输入方法：  

直接输入 

鼠标单击要输入日期的字段，输入数据。年、月、日之间用“-”或“/”分隔即可。

如果日期后面带有时间，则日期和时间之间要用空格分隔，例如，“1996-12-1 10:30”。 

 

选择输入 

当鼠标单击要输入日期的字段，在单元格的右边会出现一个“日历表” ，单击“日

历表”，选择需要的日期即可。 

（3）较长的文本字段输入、备注类型字段的输入 

可以展开字段以便对其进行编辑。展开字段的方法是：打开数据表，单击要输入的

字段，按下 Shift+F2键，弹出“缩放”对话框，如图 7-12所示。                图 

7-12 “缩放”对话框 

（4）OLE对象数据类型字段的输入方法 

OLE 对象字段用来存储图片、视频文件、声音、Word 文档或 Excel 文档等。OLE 对

象类型字段数据的输入步骤如下： 

① 右击该字段打开快捷菜单，单击“插入对象”命令，弹出 Microsoft Access（插

入对象）对话框。 

② 选择“由文件创建”单选按钮，单击“浏览”按钮，选择一个已存储的文件对象，

如图 7-13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将选中的对象插入到字段中。若“链接”复

选框被选定，则插入对象为“链接”对象，否则为“嵌入”对象。 



 

304 
 

 

图 7-13 选择插入的对象 

（5）数据录入完成后，关闭表。 

依此方法，分别将数据录入到“身份证”表和“学生成绩”表中。 

实验 3  表的维护与操作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索引的种类和建立方法。 

2. 掌握修改表的结构，增加或删除字段。 

5. 掌握数据表中记录的编辑  

6. 掌握数据的查找与替换 

7. 掌握数据的排序与筛选 

8. 掌握建立表间关系的方法。 

9. 掌握调整数据外观的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在“学生信息”表的以“性别”字段建立单字段索引。 

2． 在“学生成绩”表中，设置“学号”字段、“课程号”字段和“成绩”字段的多

字段索引。 

3． 在“学生信息”表“简历”字段前添加新字段“院系名称”（文本型，长度为 10）、

“婚否”（逻辑型）。输入相应内容。 

4． 增加两条新记录，内容为本人真实信息和同学的信息。 

5． 删除最后一条记录，删除“婚否”字段，观察结果。 

6. 找所有姓“团员”的同学，并将其政治面貌改为“共青团员”。 

7. 对“学生信息”表中的记录按“性别”由高到低排序。 

8. 对“学生成绩”表排序，要求“学号”相同时，“课程号”由低到高排序。 



 

305 
 

9. 从“学生信息”中筛选出所有性别为“男”的记录；筛选出“入学成绩”在 550～

600之间的学生记录。 

10. 冻结学号、姓名列，观察结果。 

11．设置“学生信息”表中记录的行高为 13，列宽为 12。 

12．建立“学生信息”表、“身份证”表、和“学生成绩”表之间的关系。 

三、实验步骤 

1. 建立单个字段索引 

（1）打开“学生信息”表的设计视图，选中“性别”字段。 

（2）在“索引”属性列表中选择“有（有重复）”选项。如图 7-14所示。 

（3）单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后的“学生信息”表对象。 

  

图 7-14 为“性别”建立索引 

2.  建立多字段索引。 

(1) 打开“学生信息”表设计视图，单击功能区“表格工具/设计”选项卡下“显

示/隐藏”组中的“索引”命令 ，打开“索引”对话框。 

(2)在“索引名称”单元格中输入组合索引的名称“学号成绩”，在“字段名称”单

元格中依次选择“学号”、 “成绩”字段，“排序次序”分别为“升序”、“升序”和“降

序”。如图 7-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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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索引”对话框 

(3)保存修改后的“学生成绩”表对象。 

(4)切换到“数据表视图”查看建立索引后的记录排序结果。 

3. 修改表结构 

(1) 打开“学生信息”表设计视图，将光标定位于“简历”字段，单击功能区“表

格工具/设计”选项卡下“工具”组中的“插入行”命令 ，在当前位置处插入一

个新的字段行。 

(2) 将其字段名称设为“学院名称”，数据类型为“文本”，在字段属性区域中的“常

规”列表中，将“字段大小”属性设置为 10。 

依此方法，添加新字段“婚否”。结果如图 7-16所示。 

图 7-16添加新字段 

(3) 保存。打开“学生信息”表数据表视图观察，并录入相应内容。

 

 图 7-17 删除字段行时消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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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修改表记录 

打开“学生信息”表数据表视图，光标定位在最后一条记录上，录入有关数据。

保存并观察。 

13. 删除记录和字段 

（1） 打开“学生信息”表数据表视图，选中最后一条记录上，单击鼠标右键，选

择“删除记录”。 

（2） 打开“学生信息”表设计视图，选中“婚否”字段，按 Delete键删除。 

执行“删除行”命令的时候会弹出如图 7-17 的消息框，如果单击“是”按钮，将

永久删除该字段及其所有的数据（数据不可恢复）。  

14. 查找与替换 

（1） 打开“学生信息”表数据表视图，单击功能区“开始”选项卡下的“查找”

组中的“替换”按钮，弹出“查找和替换”对话框，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输入相

关的参数，设置结果如图 7-18所示。

 

图 7-18 “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2）单击“全部替换”按钮。 

注意：“匹配”选项有“字段任何部分”、“整个字段”和“字段开头”三个选项，

默认项是“整个字段”。该选项在查找数据时经常需要改变选择，经常选为“字段任何

部分”，也常常使用“字段开头”。 

15. 简单排序 

（1） 打开“学生信息”表的数据表视图。将光标定位在“性别”列的任一单元格中。 

（2）单击功能区“开始”选项卡下“排序和筛选”组中的“升序”按钮，可将性别按

由男到女的顺序排列；单击“降序”按钮，则可将性别按由女到男的顺序排列。 

（3）单击功 能区“开始”选项卡下“排序和筛选”组中的“取消排序”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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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恢复原来的记录顺序。 

    8. 高级排序 

（1） 打开“学生成绩”表的数据表视图，单击功能区“开始”选项卡下“排序和筛

选”组中“高级”按钮 ，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高级筛选/排序”命令，打开排

序设置窗口。 

（2） 按图 7-19所示设置，第一个字段选择“学号”，排序方式为“升序”；第二个

字段选择“课程号”，排序方式为“降序”。 

 

图 7-19 设置高级排序 

（3） 单击“排序和筛选”组中“切换筛选”命令 ，结果如图 7-20所示。 

（4） 单击“排序和筛选”组中的“取消筛选”命令 ，可以恢复原来的记

录顺序。 

图 7-20 高级排序结果 

9.筛选记录 

（1）基于选定内容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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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打开“学生信息”表的数据表视图，将光标定位在“性别”值为“男”的单元格

中。 

② 单击功能区“开始”选项卡下“排序和筛选”组中的“选择”按钮 ，打开

选择列表，其中有四个选项，如图 7-21所示。选择“等于‘男’”选项，结果如图 7-22

所示。 

 

 

  

图 7-22 筛选“男”同学的记录 

（2）使用筛选器筛选 

① 打开“学生信息”表的数据表视图，单击“入学成绩”列标题按钮上的下拉箭

头，打开筛选列表。 

② 选择“数字筛选器”下拉列表的“期间”命令，打开“数字边界之间”对话框，

输入相关参数，如图 7-23 所示。             

③ 单击“确定”按钮，筛选结果如图 7-24所示。 

 

 

 

图 7-23 设置数字范围

图 7-21 “选择”的四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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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按入学分数范围筛选学生记录 

10. 字段的冻结与解冻 

（1）打开“学生信息”表的数据表视图，选中“学号”与“姓名”字段。 

（2）单击鼠标右键，执行“冻结字段”命令。 

（3）取消冻结的列只需执行“取消冻结所有字段”命令，即可取消所有字段的冻

结。 

11. 调整表的外观 

（1） 调整列宽 

要精确调整列宽，可以在字段

选择器上右击，执行“字段宽度”

命令，弹出“列宽”对话框，如图

7-25 所示。可以在“列宽”对话框

中输入调整列宽的数字，单击“确

定”按钮。 

（2） 调整行高 

与调整列宽一样，也可以在行选定器上右击，打开“行高”对话框，如图 7-26 所

示，调整行高。 

12.建立表间关系 

（1）关闭所有表，单击功能区“数据库工具”选项卡下“关系”组的中的“关系”

按钮 ，打开“关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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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功能区“关系工具/设计”选项卡下“关系”组的“显示表”按钮 ，打

开“显示表”对话框，如图 7-27所示。 

图 7-27 “显示表”对话框 

（3） “显示表”对话框中，列出了当前数据库中所有的表，依次双击“身份证信

息”表、“学生信息”表和“学生成绩”表，即可把这三个表添加到“关系”窗口中，

关闭“显示表”对话框。如图 7-28所示。

 

 

（4）选中“学生信息”表中选中“学号”字段，按住左键不放，拖到“身份证”

表中的“学号”字段中，放开左键，这时打开“编辑关系”对话框，选中“实施参照完

整性”复选框，如图 7-29 所示。 

图 7-28 “关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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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编辑关系”对话框 

注意： 

当两个表间建立参照完整性规则后，在主表中不允许更改与子表相关的记录的关

联字段值；在子表中，不允许在关联字段中输入主表关联字段不存在的值，但允许输入

Null值；不允许在主表中删除与子表记录相关的记录；在子表中插入记录时，不允许在

关联字段中输入主表关联字段中不存在的值，但可以输入 Null值。 

级联更新相关字段 

当关联表间实施参照完整性并级联更新时，若更改主表中关联字段值时，则子表所

有相关记录的关联字段值会随之更新。但在子表中，不允许在关联字段输入除 Null值

以外的主表关联字段中不存在的值。 

级联删除相关字段。 

当关联表间实施参照完整性并级联删除时，若删除主表中的记录，子表中的所有相

关记录会随之删除。 

（5）单击“创建”按钮，关闭“编辑关系”对话框，返回到“关系”窗口。“学生

信息”和“身份证”表之间建立了一对一的关系 。 

（6） 同样的方法创建“学生信息”表和“学生成绩”表的一对多的关系，最终结

果如图 7-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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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0建立关系后的“关系”窗口 

（7）关闭窗口，保存对“关系”布局的更改。 

注意：修改关系时，可用以下方法： 

 双击该关系线。 

 右键单击该关系线，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单击“编辑关系”命令。 

 单击功能区“设计”选项卡下“工具”组的“编辑关系”命令按钮。 

若需删除一个关系，则单击关系线，按“DEL”键，即可删除。 

实验 4   查询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利用设计视图创建单表和多表的查询。 

2.掌握利用向导创建查询。 

3.掌握创建查询的方法。 

4.掌握查询准则的应用。 

二、实验内容 

1．创建不带条件的选择 

（1）使用向导创建查询，显示“学生信息”表中学生“学号”、“姓名”、“性

别”和“政治面貌”信息，查询名为：学生名单 。 

（2）使用设计视图建立查询，显示学生的学号、姓名、身份证号，查询名为：学

生身份证信息。 

2．创建带条件的查询 

（1）查询女团员的相关信息，显示学号，姓名。（查询名称为：女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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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显示入学分数在[560，590]的记录。（查询名称为：成绩查找） 

（3）显示“河南”和“吉林”考生的入学分数。（查询名称为：河南吉林考生情

况） 

（4）显示课程号为“1001”不及格学生的学号、姓名，并按成绩排序。（查询名

称为：1001课程不及格名单） 

（5）查找姓“王”或姓“张”的人。（查询名称为：姓氏查询） 

（6）显示入学分数女生前二名的记录。（查询名称为：男生前二名查找） 

（7）显示 1995年以后出生学生的信息。（查询名称为：1995年以后出生学生名单） 

（8）查找身份证号为“410203198810121025”学生的各课成绩。（查询名称为：

个人成绩） 

3. 参数查询 

（1）设计一个查询，按照用户输入的学生姓名，查找该学生的身份证。（查询名

称为：按姓名查找身份证） 

（2）检索“入学分数”在用户输入的范围内的所有学生的“学号”、“姓名”和

“入学分数”。（查询名称为：入学成绩区间查找） 

4. 交叉表查询 

（1）使用“交叉表查询向导”创建查询，按性别统计不同政治面貌的人数。（查

询名称为：男女生政治面貌） 

（2）使用查询设计器创建交叉表查询查询，查询学生各科成绩。（查询名称为：

各科成绩） 

三、实验步骤 

1. 创建不带条件的选择 

（1）使用向导创建查询 

① 打开“学生管理”数据库，单击功能区“创建”选项卡下“查询”组中的“查询

向导”按钮 。打开新建查询对话框，如图 7-31 所示，选择“简单查询向导”。 

② 单击“确定”按钮，在打开的对话框“表/查询”列表框中选择“学生信息”表，

在“可用字段”中选择所需字段，如图 7-32所示。 

③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打开的对话框中为查询指定标题，如图 7-33 所示。 

④ 单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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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新建查询对话框 

 

图 7-32 确定简单查询向导的数据源和字段 

 

图 7-33给简单向导查询制定标题 

（2）使用设计视图建立查询       

① 单击功能区“创建”选项卡下“查询”组中的“查询设计”按钮 。打开“显

示表”对话框，如图 7-34 所示。 

② 确定所需的数据表，在弹出的“显示表”对话框中选择添加“身份证”表、“学

生信息”表。 

③ 确定查询所要包含的字段，在设计网格中的字段行依次选择。如图 7-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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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每个网格的下拉列表中，都可以看到所有数据源表中的所有字段，要选择一个表

中的所有字段请选择列表中的“表名.*”。字段的选取，除了在下拉列表中直接选择外，

还可以在数据源区双击选择想要的字段；或者把数据源区想要的字段直接拖拉到字段行

应在的位置。字段选择的同时，网格的第二行的“表”栏目中自动出现所选字段的所属

表。 

（4）保存查询对象，在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为查询命名为“学生身份证信

息”。在“学生管理”数据库的左边导航窗格下就会显示新创建的查询。 

（5）运行查询，即单击功能区“设计”选项卡下“结果”组中的运行 按钮。观

察结果。 

 

图 7-34显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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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 网格设计视图 

注意：如果三张表已经建立了关联关系，那么添加的表格之间会自动按照设置好的

关联显示连接线；如果还设置了表间的参照完整性，连线的主表（主键）一端显示“1”，

子表（外键）一端显示“∞”；如果事先没有设置关联关系，可以在数据源区域进行设

置，将主表的主键拖动到子表的外键处，这时出现一条两者之间的连线。要想进一步编

辑关联关系，可双击这条线进行编辑。 

2．创建带条件的查询 

（1）简单条件查询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在“性别”和“政治面貌”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

条件，如图 7-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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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6设计排序和条件网格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女团员”。 

④ 运行查询。 

 

（2）设置表示区间的条件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在“入学分数”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如图

7-37、图 7-38所示。 

 

图 7-37  第一种方法（And运算符）条件网格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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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8  第二种方法（Between运算符）条件网格设计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成绩查找”。 

④ 运行查询。 

（3）或运算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在“籍贯”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如图 7-39、

图 7-40所示。 

 

图 7-39  或运算的第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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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0 或运算的第二种方法条件网格设计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河南吉林考生情况”。 

④ 运行查询。 

（4）设置排序字段与隐藏字段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学生成绩”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在“课程号”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将“课

程号”设置为不显示、将“成绩”字段排序设置为“升序”，如图 7-41所示。 

 

图 7-41  设置排序字段、隐藏字段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1001课程不及格名

单”。 

④ 运行查询。 

（5）模糊查询条件设置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在“姓名”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如图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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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7-42  姓氏查询条件设置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姓氏查询”。 

④ 运行查询。 

（6）设置返回值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对“性别”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对“入

学分数”字段排序，设置功能区“查询工具/设计”选项卡下“查询设置”组中的“返

回”值为“2”，如图 7-43 所示。 

 

图 7-43 设置返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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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男生前二名查询”。 

④ 运行查询。 

（7）设置日期条件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对“出生日期”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如

图 7-44所示。 

 

图 7-44  设置日期型条件 

注意：表示日期型常量时，数据左右两边需加上“#”。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1995年以后出生学

生名单”。 

④ 运行查询。 

（8） 多表查询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学生成绩”表、“身份证”

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对“身份证号”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如

图 7-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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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5  设置日期型条件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个人成绩”。 

④ 运行查询。 

3. 参数查询 

（1）单参数查询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身份证”表。 

② 确定查询所需要的字段，对“姓名”字段下方的条件网格中设置条件，输入提

示信息：“[请输入学生姓名：]”，中括号不能省略。如图 7-46所示。   

 

图 7-46  参数查询设计网络 

③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按姓名查找身份证”。 

④ 运行查询时，弹出“参数值”对话框，输入要查询的学生姓名“李雷”，如图 7-47

所示，并单击“确定”按钮，得到的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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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7 “输入参数值”对话框 

（2）多参数查询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 

② 在设计网格中添加“学号”、“姓名”、“入学分数”字段。 

③ 在要做参数的“入学分数”字段“条件”单元格中，输入：Between [输入分数

下限] And [输入分数上限]。用方括号“[ ]”括起来的是提示信息，查询设计视图如

图 7-48所示。 

如果不需要指定范围，可直接在字段下输入表达式。如在“姓名”字段下的“条件”

单元格中，输入“[请输入要查找的学生姓名]”。 

④ 单击“保存”按钮，弹出“另存为”对话框，查询命名为“入学成绩区间查找”。 

⑤ 运行查询。在出现的第一个对话框中输入“入学分数”的下限值，如图 7-49所

示，单击“确定”按钮，在出现的第二个对话框中输入“入学分数”的上限值，如图 7-50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图 7-48  分数查询设计网格 

 

图 7-49  设置入学分数查询下限 

 

图 7-50  设置入学分数查询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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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叉表查询 

（1）使用“交叉表查询向导”创建查询 

① 单击功能区“创建”选项卡下“查询”组中的“查询向导”按钮 。选择“交叉

表查询向导”，如图 7-51 所示。 

② 单击“确定”按钮，在弹出“交叉表查询向导”对话框中选择“表”单选项，选

择“学生信息”作为数据源。如图 7-52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③ 选定 “政治面貌”字段，此字段作为行标题，如图 7-53所示。单击“下一步”

按钮。 

④ 选定“性别”字段作为列标题，如图 7-54 所示。单击“下一步”按钮。 

⑤ 对“学号”个数计数，作为行列交叉点的数据，如图 7-55所示。单击“下一步”

按钮。 

⑥ 指定查询名称：男女生政治面貌，如图 7-56 所示。 

⑦ 单击“完成”按钮，观察结果。 

 

图 7-51 新建交叉表查询  

 

图 7-52  选择交叉表查询的数据源 



 

326 
 

 

图 7-53 选择交叉表查询的行标题 

 

图 7-54 选择交叉表查询的列标题  

 

图 7-55 指定交叉点计算方式 

 

图 7-56  指定交叉表查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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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查询设计器创建交叉表查询查询 

① 使用查询设计视图创建查询，添加“学生信息”表、“学生成绩”表和“课程信

息”表。 

② 在“查询类型”组中单击“交叉表” 按钮。 

③ 在条件网格中添加“学号”、“姓名”、“课程名”和“成绩”字段。 

④ 在设计网格中修改“成绩”字段的总计项为“First”（因为成绩唯一，选择“平

均值”，“最后一个”等都可以）。 

⑤ 在交叉表网格将“姓名”字段和“学号”字段设置为“行标题”，将“课程名”

设置成“列标题”，将“成绩”设为“值”。查询设计视图如图 7-57所示。 

⑥ 保存并运行。结果如图 7-58所示。 

 

图 7-57  交叉表查询设计视图 

 

图 7-58 各科成绩结果 

实验 5  窗体和报表 

一、实验目的 

（1）熟悉和掌握利用“窗体向导”创建主/子窗体。 

（2）熟悉和掌握利用“设计视图”创建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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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和掌握窗体和控件属性的设置方法。 

（4）熟悉和掌握利用“设计视图”创建报表。 

二、实验内容 

1．使用“窗体向导”按钮创建窗体：“河南吉林考生情况窗体”，数据源为“河

南吉林考生情况”查询，窗体中显示所有字段。 

2. 在窗体“设计视图”中，创建名为“学生信息浏览”窗体。如图 7-59 所示。 

图 7-59  “学生信息浏览”窗体 

3.  在“报表向导”中，创建名为“学生信息情况”报表。 

三、实验步骤 

1. 使用“窗体向导”按钮创建窗体 

（1）打开 “学生管理”数据库。 

（2）单击功能区“创建”选项卡下“窗体”选项组中的“窗体向导”按钮 ，打

开“窗体向导”对话框，选择“查询：河南吉林考生情况”作为数据源，利用按钮 

选取所需字段，如图 7-6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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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0 在“窗体向导”中选择数据源和字段 

    （3）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窗体使用的布局，这里选择“纵栏表”。 

    （4）单击“下一步”按钮，为窗体指定标题为“河南吉林考生情况”。如图 7-61

所示。 

 

图 7-61为窗体指定标题 

（6）单击“完成”按钮，将窗体保存为“河南吉林考生情况窗体”，观察结果。 

2. 使用“设计视图”创建窗体 

（1） 单击功能区“创建”选项卡下“窗体”选项组中的“窗体设计”按钮 ，

打开窗体设计视图，同时打开“窗体设计工具”选项卡。 

（2） 指定窗体数据源：单击功能区“窗体设计工具”选项卡下“工具”组中的“属

性表”按钮 ，打开“属性表”对话框，如图7-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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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2 窗体设计窗口 

（3） 在窗体上添加字段：窗体设定了记录源后，单击功能区“窗体设计工具”选

项卡下“工具”组中的“添加现有字段”按钮 ，弹出“字段列表”框，将“字段列表”

框中的字段拖入窗体，如图7-63所示。 

 

图 7-63 将字段列表框中字段到窗体中 

（4） 根据要求，修改控件位置、字体格式等。切换到窗体视图查看窗体的设计效

果，如需修改，再切换到窗体设计视图。 

（5） 单击“保存”按钮，将窗体保存为“学生信息浏览”。 

3．创建报表 

（1）在“学生管理”数据库窗口中，单击功能区“创建”选项卡下“报表”组的

“报表向导”按钮 ，进入报表向导对话框，选择数据源和字段，如图 7-6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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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4  报表向导对话框 

（2）单击“下一步”按钮，选择“学号”为升序；单击“下一步”，选择报表的布

局方式，这里选用默认选项。 

（3）单击“下一步”按钮，为报表指定标题，标题为“学生信息情况表”。如果想

在完成报表创建后，预览报表，选中“预览报表”；如果要打开报表设计视图窗口修改

报表设计，则选中“修改报表设计”。这里选择“预览报表”。 

（4）单击“完成”，生成报表如图 7-65所示。 

 

图 7-65学生信息情况报表 

实验 6  综合设计实验 

一、实验内容 

完善“学生管理”数据库中表对象。合理设计表结构，使其能反映出学生的更全面

的基本信息： 

1. 所在班级代码、班级名称、学院代码。 

2. 所在学院名称、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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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考课程名称，代码，学分，先修课。 

4. 所考课程授课教师的基本情况。 

 

图 7-66学生管理系统主窗体 

二、实验要求 

1. 表结构设计合理，数据完整。 

2. 数据无冗余。 

3. 为多表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 

实验 7  拓展实验 

一、实验内容 

在“学生管理”数据库中创建如图 7-66所示窗体。 

二、实验要求 

（1）根据需要设计查询、报表、窗体对象。当单击学生管理系统主窗体的功能按

钮时，完成相应功能。 

（2）根据实际需要在学生管理系统主窗体中添加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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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教学目标 

 

通过实例，使学生认识 Excel界面的常规布局，了解 Excel 界面的特点，快速了解

和掌握 Excel 的基本功能和基本操作技巧，包括快速数据输入、排序、简单函数使用、

表格格式化、图表制作和页面设置等；通过对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掌握解决问题

的具体方法；根据图表和数据的关系选择恰当的图表，通过图表表达数据之间的关系，

了解数据内在的信息变化；通过多个通俗易懂的实例，使学生熟练掌握 Excel 中函数的

应用，达到巧妙、灵活应用 Excel 函数的程度，充分体验 Excel 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

掌握 Excel数据管理和分析的常用工具，包括筛选、单变量求解等，体验 Excel 的数据

管理和分析的特色功能；把数据量大的平面表通过数据透视表和透视图的功能，从多个

角度观察表中数据间的关系，从而得出有用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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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基础篇 

1.1 认识 Excel 

Excel是 Microsoft公司 Office软件包中的一个通用的电子表格软件，集电子表格、

图表、数据库管理于一体，支持文本和图形编辑，具有功能丰富、用户界面良好等特点。

利用Excel提供的函数计算功能，用户不用编程就可以完成日常办公的数据计算、排序、

分类汇总及报表等。自动筛选技术使数据库的操作变得更加方便，为普通用户提供了便

利条件，是实施办公自动化的理想工具软件之一。 

Excel的一般用途包括： 

会计专用：可以在众多财务会计表中使用 Excel 强大的计算功能。 

预算：无论需求是与个人还是公司相关，都可以在：Excel中创建任何类型的预算。 

账单和销售：Excel 还可以用于管理账单和销售数据，可以轻松创建所需表单。 

报表：可以在 Excel 中创建各种可反映数据分析或汇总数据的报表。 

计划：Excel是用于创建专业计划或有用计划程序的理想工具。 

跟踪：可以使用 Excel 跟踪时间表或列表中的数据。 

使用日历：由于Excel工作区类似于网格，因此它非常适用于创建任何类型的日历。 

1.1.1 Excel 的基本概念 

Excel 2010程序包含三个基本元素，分别是：工作簿、工作表、单元格。下面介绍

三个基本元素的基本知识。 

1. 工作簿、工作表及单元格 

（1）工作簿 

在 Excel 2010中，工作簿是用来存储并处理数据的文件，其文件扩展名为．xlsx。

一个工作簿由一个或多个工作表组成，默认情况下包含 3个工作表，默认名称为 Sheet1、

Sheet2、Sheet3，最多可达到 255个工作表。它类似于财务管理中所用的账簿，由多页

表格组成，将相关的表格和图表存放在一起，非常便于处理。Excel 刚启动时自动创建

的文件“工作簿 1”就是一个工作簿。 

（2）工作表 

工作表类似于账簿中的账页。包含按行和列排列的单元格，是工作簿的一部分，也

称电子表格。使用工作表可以对数据进行组织和分析，能容纳的数据有字符、数字、公

式、图表等。 

（3）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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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是组织工作表的基本单位，也是 Excel 进行数据处理的最小单位，输入的数

据就存放在这些单元格中，它可以存储多种形式的数据，包括文字、日期、数字、声音、

图形等。 

在执行大多数 Excel 命令或任务前，必须先选定要作为操作对象的单元格。这种用

于输入或编辑数据，或者是执行其他操作的单元格称为活动单元格或当前单元格。活动

单元格周围出现黑框。 

2. 工作簿、工作表及单元格的关系 

工作簿、工作表及单元格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一个工作簿中可以有多张工

作表，而一张工作表中又包含多个单元格。工作簿、工作表与单元格的关系式相互依存

的关系，它们是 Excel中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 

1.1.2 工作界面 

Excel 的工作界面包括选项卡、工具按钮等等，用户可以通过它们完成多种运算和

分析工作。启动 Excel后，我们会看到如图 1-1所示的 Excel界面。 

 

图 1-1  

1. 快速访问工具栏 

快速访问工具栏位于 Excel 2010 工作界面的左上方，用于快速执行一些操作。使

用过程中用户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按钮，添加或删除快速访问工

具栏中的工具。默认情况下，快速访问工具栏中包括三个按钮，分别是【保存】、【撤消】

和【恢复】按钮。 

2. 标题栏 

标题栏位于 Excel 2010 工作界面的最上方，用于显示当前正在编辑的电子表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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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名称。拖动标题栏可以改变窗口的位置，用鼠标双击标题栏可以最大化或还原窗口。

在标题栏的右侧分别是【最小化】、【最大化】、【关闭】三个按钮。 

3. 功能区 

功能区位于标题栏的下方，默认会出现【开始】、【插入】、【页面布局】、【公式】、【数

据】、【审阅】和【视图】七个功能区，每个功能区由若干个组组成，每个组中由若干功

能相似的按钮和下拉列表组成。 

（1）组。Excel 2010 程序将很多功能类似的、性质相近的命令按钮集成在一起，

命名为“组”。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在组中选择命令按钮，编辑电子表格，如【页面布

局】功能区下的【页面设置】组。 

（2）启动器按钮。为了方便用户使用 Excel 表格运算分析数据，在有些组中的右

下角还设计了一个启动器按钮，单击该按钮后，根据所在不同的组，会弹出不同的命令

对话框，用户可以在对话框中设置电子表格的格式或运算分析数据等内容。 

4. 工作区 

工作区位于 Excel 2010 程序窗口的中间，是 Excel 2010 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的主

要工作区域，用户在此区域中可以向表格中输入内容并对内容进行编辑，插入图片，设

置格式及效果等。 

5. 编辑栏 

编辑栏位于工作区的上方，其主要功能是显示或编辑所选单元格中的内容，用户可

以在编辑栏中对单元格中的数值进行函数计算等操作。编辑栏的左端是“名称框”，用

来显示当前选定单元格的地址。 

6. 状态栏 

状态栏位于 Excel窗口的最下方，在状态栏中可以显示工作表中的单元格状态，还

可以通过单击【视图】按钮切换工作表的视图模式。在状态栏的最右侧还可以通过拖动

滑块或单击【放大】、【缩小】按钮，调整工作表的显示比例。 

1.2 制作学生信息表 

1.2.1 问题描述 

制作并输入如图 1-2 所示的“学生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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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2.1 知识要点 

1．单元格的选择 

单元格是工作表的基本单位，也是 Excel进行数据处理的最小单位，输入的数据就

存放在这些单元格中。 

(1) 选择一个单元格 

直接单击某个单元格，即可选中。此外，在地址框中输入要选择的单元格的地址，

然后按下【Enter】键确认，也可选中一个单元格。 

(2) 选择连续的多个单元格 

若要选择连续的多个单元格，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实现。 

选中需要选择的单元格区域左上角的单元格，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并拖动，当拖

动到需要选择的单元格区域右下角的单元格，释放鼠标即可。 

选中需要选择的单元格区域左上角的单元格，然后按住【Shift】键不放，并单击

单元格区域右下角的单元格。 

在单元格名称框中输入需要选择的单元格区域的地址，然后按下【Enter】键即可。 

(3) 选择不连续的单元格 

选择一个单元格后按住【Ctrl】键不放，然后依次单击需要选择的单元格，选择完

成后释放鼠标和【Ctrl】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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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行 

选择一行。将鼠标指针指向需要选择的行对应的行号处，单击鼠标可选中该行的所

有单元格。 

选择连续的多行。选中需要选择的起始行号，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至需要

选择的末尾行号处，释放鼠标即可。 

选择不连续的多行。按下【Ctrl】键不放，然后依次单击需要选择的行对应的行号

即可。 

(5) 选择列 

选择一列。将鼠标指针指向需要选择的列对应的列标处，单击鼠标可选中该列的所

有单元格。 

选择连续的多列。选中需要选择的起始列标，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至需要

选择的末尾列标处，释放鼠标即可。 

选择不连续的多列。按下【Ctrl】键不放，然后依次单击需要选择的列对应的列标

即可。 

(6) 选择全部单元格 

单击行号和列标交汇处，可选中当前工作表中的全部单元格。 

2．单元格的编辑 

(1) 插入单元格 

即对工作表的结构进行调整，可以插入行、列、单元格。 

插入行。单击左边的行号选中一行，然后在【开始／单元格】组中，单击【插入】

按钮右侧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插入工作表行】选项，即可在所选择

的行的前面插入空白行。 

插入列。单击列标选中一列，然后在【开始／单元格】组中，单击【插入】按钮右

侧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插入工作表列】选项，即可在所选择的列的

前面插入空白列。 

插入一个单元格。选中某个单元格，然后在【开始／单元格】组中，单击【插入】

按钮右侧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插入单元格】选项，弹出【插入】对

话框，如图 1-3所示，选择活动单元格的移动方式，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单元

格的插入。也可用插入单元格的方式，完成插入整行和整列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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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图 1-4  

(2) 删除单元格 

  在编辑表格的过程中，对于多余的单元格，可将其删除，删除是指删除行、列、

单元格及单元格区域。 

删除行。单击需要删除的行的行号，然后在【开始／单元格】组中，单击【删除】

按钮右侧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删除工作表行】选项，即可删除所选

择的行。 

删除列。单击需要删除的列的列标，然后在【开始／单元格】组中，单击【删除】

按钮右侧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删除工作表列】选项，即可删除所选

择的列。 

删除一个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选中需要删除的某个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然后在

【开始／单元格】组中，单击【删除】按钮右侧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单击

【删除单元格】选项，弹出【删除】对话框，如图 1-4 所示。选择单元格的移动方式，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的删除。也可用删除单元格的方式，

完成删除整行和整列的操作。 

3．数据的输入 

Excel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向单元格输入数据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法： 

单击要输入数据的单元格，使其成为“活动单元格”，然后直接输入数据。 

双击要输入数据的单元格，单元格内出现光标，此时可定位光标直接输入数据或修

改已有数据信息。 

单击选中单元格，然后移动鼠标至编辑栏，在编辑栏添加或输入数据。数据输入后，

用鼠标单击编辑栏上的 按钮或单击回车键确认输入，单击 或按 Esc 键取消输入。选

中单元格后，单击 也可以用插入函数的方法为单元格输入内容。 

(1) 文本的输入 

单击需要输入文本文字的单元格直接输入即可，输入的文字会在单元格中自动以左

对齐方式显示。 

若需将纯数字作为文本输入，可以在其前面加上单引号。如’450046，然后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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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也可以先输入一个等号，再在数字前后加上双引号，如 ="450046"。 

(2) 数值的输入 

数值是指能用来计算的数据。可向单元格中输入整数、小数和分数或科学计数法。

在 Excel 2007中能用来表示数值的字符有：0~9、+、－、（）、/、$、%、，、.、E、e。 

在输入分数时应注意，要先输入 0和空格。例如输入 3/7，正确的输入是【0 3/7】，

按 Enter 键后在编辑栏中可以看到其分数形式，否则会将分数当成日期，按 Enter 键

后单元格中将显示3月7日；再如要输入“5又3/7”，正确的输入是：5空格3/7【5 3/7】，

若不加空格按 Enter 键后单元格中将显示 Jul-53，在编辑栏中可以看到 1953-7-1,单元

格内容被转换成了日期。 

输入负数时可直接输入负号和数据，也可以不加负号而为数据加上小括号。 

默认情况下，输入到单元格中的数值将自动右对齐。 

(3) 日期和时间 

 

图 1-5                             图 1-6 

在工作表中可以输入各种形式的日期和时间格式的数据内容。在【开始/数字】组中

的【数字格式】列表框中选择（如图 1-5 所示）。也可以在【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中对时间格式进行设置，如图 1-6所示。 

输入日期时，其格式最好采用 YYYY-MM-DD的形式，可在年、月、日之间用“/” 或

“-”连接。例如 2008/5/12 或 2008-5-12。 

时间数据由时、分、秒组成。输入时，时、分、秒之间用冒号分隔。例如 8:23:46

表示 8点 23分 46秒。Excel 时间是以 24小时制表示的，若要以 12小时制输入时间，

请在时间后加一空格并输入【AM】或【PM】（或【A】及【P】），分别表示上午和下午。 

如果要在单元格中同时输入日期和时间，应先输入日期后输入时间，中间以空格隔

开。如输入 2008年 5月 12 日下午 2点 28分，则可用 2008-5-12  2:28 PM或 2008-5-12  

14:28。  

在单元格中要输入当天的日期，按【Ctrl】+【；】键，输入当时时间，按【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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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rl】+【；】键。 

4．数据有效性检查 

在 Excel 中，可以使用一种称为“数据有效性”的特性来控制单元格中可接受数据

的类型。例如，限定为特定的数据类型，一定的取值范围，甚至特定的字符及输入的字

符数。使用这种特性能够有效地减少和避免输入数据的错误。 

(1) 指定数据类型 

指定单元格的数据有效性规则时，先选中要制定规则的单元格，然后选择【数据/

数据工具】组中的“数据有效性”命令，打开“数据有效性”对话框，如图 1-7 所示。

默认打开“设置”选项卡，在“允许”下拉列表中选择单元格可接受的数据类型。例如，

“整数”、“介于”“最小值”0，“最大值”100 之间。以便对工作表上的选定单元格

应用数据输入限制。 

   

图 1-7                  图 1-8                    图 1-9  

(2) 设置输入信息 

在“数据有效性”对话框的“输入信息”选项卡中，可以为制定了有效性规则的单

元格设置选中时的显示信息，如图 1-8所示。这样用户就可以知道该单元格已建立了有

效性规则，而不会输入错误的信息。 

若要清除单元格被选中时的显示信息，则在如图 1-8所示的“输入信息”选项卡中，

单击“全部清除”按钮即可。 

在“输入法模式”选项卡中，主要是指在向单元格中输入内容时采用什么样的输入

法，默认为“随意”，也可以选择“打开”，(例如，中文输入法)和“关闭(英文模式)”。 

(3) 设置出错警告 

在“数据有效性”对话框的“出错警告”选项卡中，可以设置当用户在单元格中输

入不被允许的数据时弹出警告。“出错警告”选项卡中有 3种处理方式可供选择，分别

为： 

①选择“停止”样式，则当用户输入不被允许的数据时会弹出对话框，单击“重试”

按钮可以重新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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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择“警告”样式，则当用户输入不被允许的数据时会弹出如图 1-9 所示的警告

标志及信息，单击“是”按钮保持输入的数据，单击“否”按钮则可以重新输入数据。 

③选择“信息”样式，则当用户输入不被允许的数据时只会提示用户输入了非法值，

而不会阻止输入数据。 

如果用户在设置的“数据有效性”为“整数”、“介于”“最小值”0，“最大

值”100 之间的单元格中输入了数据“120”，则系统会弹出如图 1-10 所示的警告标志

及信息。 

 

图 1-10    

5．自动填充数据 

在表格中输入数据时，往往有些栏目是由序列构成的，如编号、序号、星期等等，

在 Excel 中，序列值不必一一输入，可以在某个区域快速建立序列，实现自动填充数据。 

(1) 自动重复列中已输入的项目 

如果在单元格中键入的前几个字符与该列中已有的项相匹配，Excel 会自动输入其

余的字符。但 Excel 只能自动完成包含文字或文字与数字的组合的项。只包含数字、

日期或时间的项不能自动完成。如果接受建议的输入内容，按 Enter键；如果不想采用

自动提示的字符，就继续键入所需的内容。 

(2) 使用填充命令填充相邻单元格 

实现单元格复制填充 

选中包含要填充的数据的单元格上方、下方、左侧或右侧的空白单元格。 在【开始】

选项卡上的【编辑】组中，单击【填充】，如图 1-11 所示。然后选择【向上】、【向下】、

【向左】或 【向右】，可以实现单元格某一方向所选相邻区域的复制填充。如图 1-12

所示。 

             

图 1-11             图 1-12               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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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单元格序列填充 

选定要填充区域的第一个单元格并输入数据序列中的初始值；选定含有初始值的单

元格区域；在【开始】选项卡上的【编辑】组中，单击【填充】，然后单击【系列】， 弹

出【序列】对话框。序列填充对话框如图 1-13所示。 

序列产生在：选择行或列，进一步确认是按行或是按列方向进行填充。 

类型：选择序列类型，若选择【日期】，还必须在【日期单位】框中选择所单位。 

步长值：指定序列增加或减少的数量，可以输入正数或负数。 

终止值：输入序列的最后一个值，用于限定输入数据的范围。 

(3) 使用填充柄填充数据 

填充柄：是位于选定区域右下角的小黑方块。将鼠标指向填充柄时，鼠标的指针更

改为黑十字。 

对于数字、数字和文本的组合、日期或时间段等连续序列，首先选定包含初始值的

单元格，然后将鼠标移到单元格区域右下角的填充柄上，按下鼠标左键，在要填充序列

的区域上拖动填充柄，在拖动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序列的值；松开鼠标左键，即释放填

充柄之后会出现【自动填充选项】按钮 ，然后选择如何填充所选内容。例如，可以

选择【复制单元格】实现数据的复制填充，也可以选择【填充序列】实现数值的连续序

列填充。 

如果填充序列是不连续的，比如数字序列的步长值不是 1，则需要在选定填充区域

的第一个和下一个单元格中分别输入数据序列中的前两个数值作为初始值，两个数值之

间的差决定数据序列的步长值，同时选中作为初始值的两个单元格，然后拖动填充柄直

到完成填充工作。效果如图 1-14和 1-15所示。 

         

图 1-14                       图 1-15 

1.2.3 方案步骤 

1. 制作表头 

输入表头信息，合并单元格，调整表头信息的格式。效果如图 1-16所示。 

javascript:ToggleDiv('divExpCollAsst_IDAEP5M')
javascript:AppendPopup(this,'XldefFillHandle_2')
javascript:AppendPopup(this,'XldefFillHandle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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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2. 设置字段格式 

表中的“序列”字段可以“快速填充”。 

表中的“性别”字段可以通过“数据有效性”进行设置： 

选中“性别”字段，打开“数据有效性”对话框，如图 1-17所示。进行设置，效果

如图 1-18所示。 

 

图 1-17   

  

图 1-18    

表中的“籍贯”字段同样也可以通过“数据有效性”进行设置： 

先选中一列（例如第 V列）输入全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名称。然后再选中“籍贯”

字段，打开“数据有效性”对话框，将“来源”指向第 V列。之后输入“籍贯”字段值

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下拉列表选择了，效果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同时，我们还可以对“手机”、“班级”、“学号”等字段的长度通过“数据有效

性”进行设置。 

全部设置完成后，就可以逐条输入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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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制作九九乘法表 

1.3.1 问题描述 

制作如图 1-20所示的“九九乘法表”。 

 

图 1-20 

1.3.2 知识要点 

1. 数据运算 

Excel的数据计算是通过公式实现的，它可以对工作表中的数据进行算术运算、比

较运算和文本连接运算等。 

Excel的公式以等号开头，后面是表达式。 

公式中的表达式可以包括常量、变量、函数以及单元格引用等。 

数值型常量：具体的数值。例如，25，3.12E-2 

字符型常量：用双引号引起来的内容。例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算术运算符 

表 1-1中列出了算术运算符及其运算举例。 

（2）比较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又称为关系运算符)用来对两个值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一个逻辑值。

如果关系成立，则结果 True，否则结果为 False。 

表 1-1算术运算符机器举例 

运算

符 
意义 举例 运算结果 

+ 加法运算 2+5 7 

- 减法运算 2-7 -5 

=（25 + B4）/ SUM（D5:F5）

引入公式的特定符号 单元格引用

运算操作符号
Excel函数

区域范围引用

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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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负数 -2 -2 

* 乘法运算 
2.1*1

.5 
3.15 

/ 除法运算 13/5 2.6 

% 分百运算 13% 0.13 

^ 幂运算 
2^3 

3^0.5 

8 

1.732050

8 

表 1-2中列出了比较运算符及其运算举例。 

表 1-2  比较运算符 

运算符 意义 举例 
运算

结果 

< 小于 
2<5 

"ab"<"abc" 

True 

True 

> 大于 
2>5 

"123">"99" 

False 

False 

<= 小于等于 
2<=（5+3）/2 

"a"<="a"&"b" 

True 

True 

>= 大于等于 
5-3>=2 

"abc">="abcd" 

True 

False 

= 等于 
2=(4\2) 

"abc"="abc" 

True 

True 

<> 不等于 
2<>3^0.5 

"abc"<>"ABC" 

True 

True 

要注意，“<=”、“>=”、“<>”三个运算符的写法！ 

（3）字符串运算符 

字符串的运算只有连接运算。其运算符是“&”。它表示把两个字符串首尾连接成一

个字符串。例如： 

"学习 "  &  "Excel" ，其运算结果为“学习 Excel” 

2. 单元格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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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式中可以引用本工作薄或其他工作薄中任何单元格区域的数据。公式中输入的

是单元格区域地址，引用后，公式的运算值随着被引用单元格的变化而变化。 

单元格地址的引用可分为相对引用和绝对引用。 

（1）相对引用 

相对引用是指单元格的公式中直接使用了其他单元格的地址。 

当单元格的值被移动时，相对引用的地址不改变；当单元格的值被复制时，相对引

用的地址将随之改变。 

     

图 1-21 

如图 1-21所示，C1单元格中的公式为“=A1+B1”。现在将 C1单元格的值复制到 D4

单元格时，D4单元格中的引用将随之改变。单元格的值从 C1复制到 D4，列增加 1，因

此 D4单元格中相对引用的列全部要增加 1，也就是，原来的 A增加为 B、B增加为 C；

同理，单元格的值从 C1复制到 D4，行增加 3，因此 D4单元格中相对引用的行全部要增

加 3，也就是，原来的 1 增加为 4。而要将 C1单元格的值移动 D3单元格时，D3单元格

中的内容仍然保持与原来 A1单元格中相同的内容。 

（2）绝对引用 

绝对引用是指单元格公式中引用其他单元格地址的行或列前面添加了“$”符号。 

绝对引用无论是被移动还是被复制时，其引用的地址都不改变。 

如图 1-22所示，C1单元格中的公式为“=$A$1+$B$1”。现在将 C1单元格的值复制

到 D4单元格时，D4单元格中的引用不变。将 C1单元格的值移动的 D3单元格时，D3单

元格中的引用也不改变。 

     

图 1-22 

（3）混合引用 

混合引用是指在一个单元格地址中，用绝对列和相对行，或者相对列和绝对行，如

$A1或 A$1。当含有公式的单元格因复制等原因引起行、列引用的变化时，公式中相对

引用部分会随着位置的变化而变化，而绝对引用部分不随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注意：当“自动填充数据”时，实际上是对单元格引用的复制！ 

1.3.3 方案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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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作表头 

在第 1行、第 A列分别输入表头，如图 1-23所示。 

2. 编写公式  

选择 B2单元格，输入公式“=A2*B1”。 

而 C2单元格中的公式应该是“=A2*C1”。如果选择 B2单元格,将其向右“快速填

充”，由 B2到 C2，那么 B2中引用的列标应该加 1，变为“=B2*C1”。为了满足既可以

向右“快速填充”，又需要保证 C2单元格中的公式为“=A2*C1”，就应该将 B2单元格

中“A2”的列引用固定下来，也就是将公式修改为“=$A2*B1”。 

 

图 1-23 

同理，B3 单元格中的公式应该是“=A3*B1”。如果选择 B2单元格,将其向下“快速

填充”，由 B2到 B3，那么 B2中引用的行标应该加 1，变为“=A3*B2”。为了满足既可

以向下“快速填充”，又需要保证 B3单元格中的公式为“=A3*B1”，就应该将 B2单元

格中“B1”的行引用固定下来，也就是将公式修改为“=$A2*B$1”。 

考虑到表格中要求显示的是“1×1=1”样式，因此 B2单元格中的公式应该写为： 

=$A2 & "×" & B$1 & "=" & $A2*B$1 

之后，分别向右、向下“快速填充”即可。 

1.4 学生成绩表的处理 

1.4.1 问题描述 

计算如图 1-24所示的表格中红色框中的各个数据。同时生成“高等数学”单科的五

级人数的柱状图。  



 

- 350 - 

  

图 1-24 

1.4.2 知识要点 

1. 函数的使用 

函数实际上是一些预定义的公式，运用一些称为参数的特定的顺序或结构进行计算。

Excel 2010提供了财务、统计、逻辑、文本、日期与时间、查找与引用、数学和三角、

工程、多维数据集和信息函数等共 13类函数。运用函数进行计算可大大简化公式的输

入过程，只需设置函数相应的必要参数即可进行正确的计算。 

函数的结构：一个函数包含两部分：函数名称、函数参数。函数名称表达函数的功

能，每一个函数都有唯一的函数名，函数中的参数是函数运算的对象，可为数字、文本、

逻辑值、表达式、引用、或是其它的函数。 

2. 基本函数 

（1）求和函数 SUM( ) 

格式：SUM（number1,number2,……） 

功能：计算一组数值 number1,number2, ……的总和 

说明：此函数的参数是必不可少的，参数允许是数值、单个单元格的地址、单元格

区域、简单算式，并且允许最多使用 30个参数。 

（2）求平均值函数 AVERAGE( ) 

格式：AVERAGE（number1,number2,……） 

功能：计算一组数值 number1,number2, ……的平均值 

说明：对于所有参数进行累加，并计数，再用总和除以计数结果，区域内的空白单

元格不参与计数，但如果单元格中的数据为 0时参与运算。 

（3）最大值函数 MAX( ) 

格式：MAX(number1,number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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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计算一组数值 number1,number2, ……的最大值。 

说明：参数可以是数字或者是包含数字的引用。如果参数为错误值或为不能转换为

数字的文本，将会导致错误。 

（4）最小值函数 MIN( ) 

格式： MIN(number1,number2,……) 

功能：计算一组数值 number1,number2, ……的最小值。参数说明同上。 

（5）计数函数 COUNT（） 

格式：COUNT（value1,value2,……） 

功能：计算区域中包含数字的单元格个数 

说明：只有引用中的数字或日期会被计数，而空白单元格、逻辑值、文字和错误值

都将被忽略。 

例如，在 B6单元格插入计数函数 COUNT（A1:A5）的结果如图 1-25所示。 

 

图 1-25 

（6）条件计数函数 COUNTIF( ) 

格式：COUNTIF（单元格区域，条件） 

功能：计算区域中满足条件的单元格个数 

说明：条件的形式可以是数字、表达式或文字。 

例如，在 B6单元格中输入:=COUNTIF(B1:B5,">80"),结果显示 3；在 C6 单元格中输

入=COUNTIF(C1:C5,"良好"),结果显示 2。效果如图 1-26所示。 

  

图 1-26 

（7）条件函数 IF( ) 

格式： IF（logical-test, value-if-true, value-if-false） 

功能：根据逻辑值 logical-test进行判断，若为 true，返回 value-if-true，否则，

返回 value-if-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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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IF函数可以嵌套使用，最多嵌套 7层，用 logical-test和 value-if-true

参数可以构造复杂的测试条件。 

例如，在 B1单元格中输入：=IF(A1>=60,"及格","不及格")，结果显示“及格”；

在 B2单元格中输入：=IF(A2>=60,"及格","不及格")，结果显示“不及格”；效果如图

1-27所示。 

 

图 1-27 

3. 生成图表 

为使表格中的数据关系更加直观，可以将数据以图表的形式表示出来。通过创建图

表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各个数据之间的关系和数据之间的变化情况，方便对数据进行对

比和分析。在 Excel中，只需选择图表类型、图表布局和图表样式，便可以很轻松地创

建具有专业外观的图表。 

根据数据特征和观察角度的不同，Excel提供了包括柱形图、折线图、饼图、条形

图、面积图、散点图、股价图、曲面图、圆环图、气泡图和雷达图总共有 11 类图表供

用户选用；每一类图表又有若干个子类型。 

无论建立哪一种图表，都要经过以下几步：指定需要用图表表示的单元格区域，即

图表数据源；选定图表类型；根据所选定的图表格式，指定一些项目，如图表的方向，

图表的标题，是否要加入图例等等；设置图表位置可以是直接嵌入到原工作表中，也可

以放在新建的工作表中。 

（1）插入图表 

首先选择要包含在图表中的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 

选用【插入】选项卡下【图表】组，列表中给出了图表的样本，如图 1-28 所示。可

以选择所需图表样式；或者单击创建图表下拉列表按钮，在弹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图表

类型，然后在右边区域中选择所需的图表类型，确定后即创建了原始图表如图 1-29所

示。 

这样就建立好了一张图表，从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作表中的有关数据以及数据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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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8                           图 1-29 

（2）编辑图表 

选中已经创建的图表，在 Excel窗口原来选项卡的位置右侧增加了【图表工具】组，

并提供了【设计】、【布局】和【格式】三个选项卡，以方便对图表进行更多的设置与美

化。 

【设计】选项卡（如图 1-30所示）： 

在【数据】组中，单击【选择数据】，出现“选择数据源”对话框窗口，可以实现对

图表引用数据的添加、编辑、删除等操作。 

在【数据】组中，单击【切换行/列】，则可以在从工作表行或从工作表列绘制图表

中的数据系列之间进行快速切换。 

在【位置】组中，单击【移动图表】，出现“移动图表”对话框窗口，在“选择放置

图表的位置”时，可以选择“新工作表”将图表重新创建于新建工作表中，也可以选择

“对象位于”将图表直接嵌入到原工作表中。 

在【类型】组中，单击【更改图表类型】，重新选定所需类型。 

在【图表样式】组中，可以重新选定所需图表样式。 

 

图 1-30 

【布局】选项卡（如图 1-31所示）： 

单击【标签】组中的【图表标题】按钮，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图表上方】选项，

在图表中自动生成默认的图表标题，输入标题文本内容，再在图表位置上单击鼠标右键，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设置标题字体、字号、颜色、位置等。 

单击【标签】组中的【坐标轴标题】按钮，在展开的下拉列表中对坐标轴的标题进

行设置，方法和图表标题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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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签】组中还可以设置图表中添加、删除或放置图表图例、数据标签、数据表。 

单击【插入】组中的下拉按钮，在展开的列表中可以对图表进行插入图片，形状和

文本框的相关设置。 

 

图 1-31 

【格式】选项卡（如图 1-32所示）： 

在【当前选择内容】组中，单击【图表区】框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要设置格式的

图表元素。 

若要为所选图表元素的形状设置格式，请在【形状样式】组中单击需要的样式，或

者单击【形状填充】、【形状轮廓】或【形状效果】，然后选择需要的格式选项。  

若要通过使用【艺术字】为所选图表元素中的文本设置格式，请在【艺术字样式】

组中单击需要的样式，或者单击【文本轮廓】或【文本效果】，然后选择需要的格式选

项。  

若要使用常规文本格式为图表元素中的文本设置格式，可以右键单击或选择该文本，

然后在【浮动工具栏】上单击需要的格式选项。也可以使用功能区【开始】选项卡上的

【字体】组上的格式化按钮。 

当然，也可以单击选中要设置格式的图表元素，然后通过右键快捷菜单进行相应的

设置。对建好的图表，边框上有八个控制点，将鼠标定位在图表上，通过拖动鼠标，可

将图表移动到指定位置。将鼠标定位在控制点上，当指针变成双向箭头时，拖动鼠标可

调整图表大小。 

 

图 1-32 

1.4.3 方案步骤 

1. 完善表头 

在 A15到 A22单元格中分别输入表头字样，然后再选择 A、B两列分别合并单元格，

做成如图 1-33所示的样式。 

3. 计算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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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G3”单元格，输入“=”，在系统弹出的函数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SUM”函

数。 

如果系统弹出的“函数列表”中没有要使用的函数，则可以通过“其他函数”打开

“插入函数”对话框（如图 1-34）进行选择。 

选择“SUM”函数后系统会弹出一个选择“函数参数”对话框（如图 1-35 所示）。可

以通过“拾取”按钮选择参数的区域。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函数的计算（如图

1-36所示）。 

 

图 1-33 

   

图 1-34                                  图 1-35 

最后，使用向下快速填充的方法完成“总分”的计算。 

实际上，求和运算也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按钮快速实现。 

用类似计算“总分”的方法计算“最高分”（使用函数 MAX）、“最低分”（使用函

数 MIN）、“平均分”（使用函数 A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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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3. 统计各类人数 

在 C18单元格中统计“优秀”的人数。 

选中“C18”单元格，输入“=”，在系统弹出的函数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COUNTIF”

函数。选择“C3:C14”单元格区域，设定统计的条件为“>=90”（如图 1-37 所示），最

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函数的计算。 

C18单元格中显示的公式为：=COUNTIF(C3:C14,">=90") 。 

 

图 1-37 

在 C19单元格中统计“良好”的人数。 

选中“C19”单元格，用类似统计 90分以上人数的方法统计 80分以上的人数，然后

再将优秀的人数减去 90分以上人数。 

C19单元格中显示的公式为：=COUNTIF(C3:C14,">=80")-C18 。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计算“中等”和“及格”的人数。 

“不及格”的人数可以直接统计：=COUNTIF(C3:C14,"<60") 。 

计算完成后，选择 C15 到 C22的单元格区域，向右快速填充即可完成全部计算。 

4. 制作图表  

选中“A18:C22”区域，单击“插入”选项卡中“图表”组中的“柱形图”按钮（如

图 1-38所示），选择其中的“二维柱形图”（如图 1-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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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已经创建的图表，通过【图表工具】组，中的【设计】、【布局】和【格式】三

个选项卡，可以对图表进行更多的设置与美化。 

   

图 1-38                          图 1-39 

1.5 完善学生信息表 

1.5.1 问题描述 

在原“学生信息表”的基础上增加“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和“计算机入学测

试成绩”等三个字段（如图 1-40所示）。 

同时还要求： 

1. 按“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降序排列； 

2. 按“籍贯”分类统计人数； 

3. 只显示“河南省”考生“入学测试成绩”在 60分以上的学生。 

1.5.2 知识要点 

1. 字符函数  

（1）LEFT函数 

功能：根据所指定的字符数从文本字符串左边取出前几个字符。也就是说，LEFT函

数对字符串进行“左截取”。 

 

图 1-40 

其语法格式为：LEFT（text,num_ch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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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参数 Text是要提取字符的文本字符串； Num_chars是指定提取的字符个数，

它必须大于或等于 0。如果省略参数 num_chars，默认值为 1。如果参数 num_chars 大

于文本长度，则 LEFT函数返回所有文本。 

示例： 

LEFT("电脑爱好者",2) 

返回字符串“电脑”。 

（2）RIGHT函数 

功能：根据所指定的字符数从文本字符串右边取出前几个字符。也就是说，LEFT函

数对字符串进行“右截取”。 

其语法格式为：RIGHT（text,num_chars） 

其中参数 Text是要提取字符的文本字符串； Num_chars是指定提取的字符个数，

它必须大于或等于 0。如果省略参数 num_chars，默认值为 1。如果参数 num_chars 大

于文本长度，则 RIGHT函数返回所有文本。 

示例： 

RIGHT("电脑爱好者",3) 

返回字符串“爱好者”。 

（3）MID函数 

功能：返回文本字符串中从指定位置开始的特定数目的字符，该数目由用户指定。 

其语法格式为：MID(text,start_num,num_chars) 

其中参数 text为要提取字符的文本字符串；start_num 为要提取的第一个字符的位

置（文本中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为 1，其余依此类推）；num_chars为指定提取的字符个数。 

示例： 

MID("电脑爱好者",3,2) 

返回字符串“爱好”。 

（4）LEN函数 

功能：返回文本字符串中的字符数。 

其语法格式为：LEN(text) 

其中参数 text为要查找其长度的文本，空格也将作为字符进行计数。 

示例： 

LEN("电脑爱好者") 

返回 5 。 



 

- 359 - 

2. 逻辑函数 

AND (logical1,logical2, …) 

OR (logical1,logical2,…) 

参数 Logical1, logical2, …表示待测试的条件值或表达式，其结果可为 TRUE 或 

FALSE，最多不超过 30个。 

当使用 AND函数时，只有当运算对象都为 TRUE 的情况下，运算结果才为 TRUE，否

则为 FALSE； 

当执行 OR运算时，只有当运算对象都为 FALSE 的情况下，运算结果才为 FALSE，否

则为 TRUE。 

   

图 1-41 

例如，某城市电话号码由 7位升为 8位，其具体方法是：由“1”、“9”开头的特

服号不变，其余的在原号码前加“2”。 

B2单元格的公式应为：=IF(OR(LEFT(A2)="1",LEFT(A2)="9"),A2, "2"&A2) 

然后，向下快速填充完成全部计算，其结果如图 1-41所示。      

如果电话号码升位中，如果不考虑特服号，操作还可以这样： 

将 A列的数据粘贴到 B列，通过“格式提示”的下拉，选择将数据格式“转换为数

字”（如图 1-42所示）。 

    

图 1-42                            图 1-43                       图 1-44 

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在分类中选择“自定义”，在“类型”框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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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图 1-43所示）。最后单击“确定”按钮结束设置（如图 1-44所示）。 

3. 引用函数 

格式：VLOOKUP(查找值，查找数组，指定列，选项) 

      HLOOKUP(查找值，查找数组，指定行，选项)  

功能：返回“查找数组”中第一列（行）与“查找值”相同的“指定列（行）”的

值。 

      “选项”缺省、1、TRUE，模糊查找，要求有序； 

                    0、FALSE，精确查找，支持无序。 

      如果“查找值”没有出现在“查找数组”中，则返回“#N/A”。 

例如：依据“奖励表”的信息完成“奖励”字段的填写（前 30名都有积分，同时限

定选前 30名）。 

 

图 1-44 

在“男子跳高成绩表”的 E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VLOOKUP(D3,奖励

表!A$3:B$32,2,1) 

然后，向下快速填充完成全部计算，其结果如图 1-45所示。 

表格中第 7名以后的“奖品”字段中均出现了“0”值。这是因为引用时的第一个值

是数值造成的。可以通过下面两种方法隐藏“0”值。 

在原来公式后面链接一个空串，及公式修改为： 

=VLOOKUP(D3,奖励表!A$3:B$32,2,1) &"" 

或者通过“文件”选项卡打开“选项”对话框，在“高级”栏目中将“在具有零值

的单元格中显示零”的选中标记撤销。 

隐藏“0”值后的结果如图 1-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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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奖品”字段信息的引用 

   

图 1-46  隐藏“0”值 

“积分”字段的计算类似“奖品”字段。在“男子跳高成绩表”的 F3单元格中输入

公式：=VLOOKUP(D3,奖励表!A$3:C$32,3,1) 

然后，向下快速填充完成全部计算，其结果如图 1-47所示。 

 

图 1-47  “男子跳高成绩表” 

1.5.3 方案步骤 

1. 完善表格  

在原来表格的 C列后插入两列，在原来表格的最后一列插入一列。输入相应的字段

名称，并调整字段格式，如图 1-48所示。 

2. 完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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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证号”字段 

“身份证号”字段的宽度为 18位，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有效性”控制该字段的宽度。 

 

图 1-48  完善表格 

（2）“出生日期”字段 

有了“身份证号”以后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通过“身份证号”获得相应的“出生日期”

信息。 

因为身份证号的第 7~14 位显示的就是“出生日期”的年份（4位）、月份（2位）和

日期（2位）。 

所以“出生日期”字段的值就可以通过如下公式获得： 

=MID(D4,7,4)&"年"&MID(D4,11,2)&"月"&MID(D4,13,2)&"日" 

实际上，“性别”字段也可以通过“身份证号”字段的值获得，因为身份证号的第

17位显示的是性别：奇数表示男性，偶数表示女性。 

所以“性别”字段的值就可以这样获得： 

=IF(MOD(MID(D4,17,1),2)=0,"女","男") 

其中 MOD函数的功能是返回两个数相除的余数。 

其语法格式为：MOD（Number,Divisor） 

其中包括两个参数，意义分别为： 

   Number，被除数 

   Divisor，除数  

例如：MOD(3,5)，返回的值为：3 

MOD(5,3)，返回的值为：2 

（3）“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字段 

“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字段的值可以通过“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汇总表” （如图

1-49所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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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9  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汇总表 

在 M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 

=VLOOKUP(K4,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汇总表!A$2:D$5876,4,0) 

然后，向下快速填充完成全部计算，其结果如图 1-50所示。 

 

图 1-50  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汇总表 

3. 按“成绩”排序  

在建立工作表时，记录（或称数据）是按照输入顺序排列的，通常没有规律。要查

看满足某些特定条件的记录不是很方便。为此，可以对工作表中的记录进行排序，从而

提高查找效率。 

选中整个数据区域，通过“数据”选项卡打开“排序”对话框（如图 1-51所示），

选中“数据包含标题”选项，在“主要关键字”下拉列表中选择“计算机入学测试成

绩”，在“排序依据”中选择“数值”，在“次序”中选择“降序”。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排序。其结果如图 1-52所示。 



 

- 364 - 

 

图 1-51  “排序”对话框 

 

图 1-52  按“计算机入学测试成绩”降序排列的结果 

如果在排序时需要涉及多个关键字，则可以在排序对话框中，单击“添加条件”以

添加“次要关键字”的设置项。 

默认情况下字符的排序是按照字母顺序进行的，如果需要对字符（特别是汉字）按

笔划排序时，可以单击“排序”对话框中的“选项”按钮，打开“排序选项”对话框（如

图 1-53所示）进行设置。 

 

图 1-53  “排序选项”对话框 

4. 按“籍贯”分类统计人数  

这个要求实际上是“分类汇总”。 

分类：按某个字段进行分类，将同类记录放在一起。为此，需要对指定字段进行“排

序”操作(排序的本质就是分类)。 

汇总：排序后，按指定方式进行数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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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按“籍贯”排序。然后再通过“数据”选项卡打开“分类汇总”对话框（如图

1-54所示），在“分类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籍贯”，在“汇总方式”中选择“计数”，

在“选定汇总项”中选择“籍贯”。同时选中对话框中的其他复选项，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分类汇总。其结果如图 1-55所示。 

 

图 1-54  “分类汇总”对话框 

 

图 1-55  分类汇总后的结果 

5. 筛选 

“筛选”就是按照给定条件将复杂的“大表”变成明晰的“小表” 

数据筛选目的就是使用户能够快速地在数据清单的大量数据中提取出满足条件的有

用数据，隐藏暂时没用的数据。 

一旦筛选条件被撤走，这些数据又重新出现。 

1.6 100以内的加减法测试 

1.6.1 问题描述 

设计一个 100以内的加减法运算自动判分表。要求系统自动产生若干道算术题，由

学生回答。系统要给出未答题数量并显示自动统计出的成绩（如图 1-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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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加减法测试的界面 

1.6.2 知识要点 

1. 随机函数  

（1）格式：RAND() 

功能：返回一个大于等于 0,小于 1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注意：每当编辑工作表时便会重新计算一个新的数值。  

（2）格式：RANDBETWEEN(数值 M,数值 N) 

功能：返回一个[M,N]的均匀分布的随机整数。 

注意：如果该函数不可用，则应该通过“文件”菜单下的“选项”命令，打开“Excel

选项”对话框，单击其中的“加载项”，加载“分析工具库”（如图 1-57所示）。   

 

图 1-57  加载“分析工具库” 

2. “宏” 

宏是一个指令集，是一系列的命令和函数，用来告诉 Excel完成用户指定的动作。

宏类似于计算机程序，但是它是完全运行于 Excel 之中的，我们可以使用“宏”来完成

枯燥的、频繁的重复性工作。“宏”完成动作的速度比用户自己做要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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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宏病毒的影响和对编程的畏惧心理，使很多人不敢用“宏”，或是不知道什么

时候可以找“宏”来帮忙。其实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 Excel

中重复完成某项任务，那么可以用宏自动执行该任务，并且在需要执行该项任务时可随

时运行。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录制宏”的方法，将需要重复执行的操作录制到“宏”中，这

就好比用录音机把一些操作录下来一样，只是在此我们录的不是声音而是“操作”。到

需要重复执行的时候，只要执行这个宏，系统就会把录制好的操作再执行一遍。 

我们可以通过“开发工具”菜单下“代码”组中的“录制宏”命令（如图 1-58所

示），打开“录制新宏”对话框（如图 1-59所示）。 

   

图 1-58  “代码”组命令                       图 1-59  “录制新宏”对话框 

在“录制新宏”对话框中可以给“宏”重新命名，还可以给“宏”设置快捷键。 

单击“确定”按钮后的操作即被录制下来。此时，“开发工具”菜单下“代码”组

中的“录制宏”命令变为“停止录制”（如图 1-60 所示）。 

在确定操作结束后，单击“停止录制”按钮，“宏”的录制工作结束。 

当需要执行已经录制的“宏”的时候，通过“开发工具”菜单下“代码”组中的

“宏”命令（如图 1-58所示），打开“宏”对话框（如图 1-61所示），选择所需要的“宏”，

并执行它，即可重复录制宏时的全部操作。 

     

图 1-60  “停止录制”命令            图 1-61  “宏”对话框     图 1-62   表头信息 

1.6.3 方案步骤 

1. 制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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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表格信息，调整表格线及表头信息的格式。效果如图 1-62所示。 

3. 出题 

先利用随机函数产生加法算式的两列数据和减法算式的后一列数据。 

考虑到随机函数是每次运算都改变，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过度。我们可以在 L列选

10个单元格，分别产生[10，49]区间的随机整数（如图 1-63所示）。 

   

图 1-63   表头信息       图 1-64  “选择性粘贴”对话框 

选中 L列的 10个随机整数，单击“复制”命令。再选择 B3:B12区域，打开“选择

性粘贴”对话框，选中其中的“数值”单选按钮（如图 1-64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关闭对话框。 

再分别选择 D3:D12区域、D13:D22 区域，重复以上的粘贴操作（如图 1-65 所示）。 

我们再在 L列选 10个单元格，分别产生以第 D 列数据+1为左端点，以 99 为右端点

的随机整数。用类似以上的操作，将其复制粘贴到 B13:B22区域，完成算术测试的命题

工作（如图 1-66所示）。 

   

图 1-65  粘贴后的效果              图 1-66  命题结束 

3. 自动评判 

我们在 G列给出“对”、“错”的判断。 

在 G3单元格输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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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F3="","",IF(B3+D3=F3,"对","错")) 

用来判断加法运算的结果，并向下快速填充至 G12单元格。 

在 G13单元格输入公式： 

=IF(F13="","",IF(B13-D13=F13,"对","错")) 

用来判断减法运算的结果，并向下快速填充至 G22单元格。 

在 J2单元格输入公式： 

=COUNTIF(G3:G22,"") 

用来统计没有作答的题目数量。 

在 J3单元格输入公式： 

=IF(J2=20,"",COUNTIF(G3:G22,"对")) 

用来统计答对的题目数量。 

在 J4单元格输入公式： 

=IF(J3="","",20-J3-J2) 

用来统计答错的题目数量。 

至此，整个“100 以内加减法测试”的设计就完成了，我们可以将光标定位在 F3单

元格中开始测试了。图 1-67所示的界面就是一次完整的测试。 

 

图 1-67   一次完整的测试 

4. 重复出题 

如果这个测试要进行多次，我们就应该借助“宏”来命题了。 

打开“录制新宏”对话框（如图 1-59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后完成如下操作： 

1）选择 F3:F22区域，将其清空； 

2）选择 L3:L12区域，单击“复制”命令。再选择 B3:B12区域，打开“选择性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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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选中其中的“数值”单选按钮（如图 1-64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3）再分别选择 D3:D12 区域、D13:D22区域，重复以上的粘贴操作（如图 1-65所示）。 

4）再选择 L13:L22区域，单击“复制”命令。用类似以上的操作，将其复制粘贴到

B13:B22区域。 

5）将光标定位在 F3。 

单击“开发工具”菜单下“代码”组中的“停止录制”命令结束宏的录制。当我们

需要重复出题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执行刚才录制的“宏”就可以完成全部出题操作了。 

1.7 货物出库单的制作 

 

图 1-68   货物出库单 

1.7.1 问题描述 

制作如图 1-68所示的“出库单”，要求： 

1. “货号”字段由下拉框选择输入； 

2. 当“货号”字段的值输入完成后，“商品”、“单价”字段的值自动填充； 

3. “数量”字段应该是大于等于 1的整数； 

4. “小计”字段的值自动填充，同时“合计”的值不能超过 999999.99； 

5. 将“小计”字段各个位的值拆开，自动填充到“金额”项的相应字段。 

1.7.2 知识要点 

1. 单元格区域命名 

单元格区域命名就是给一个单元格区域起一个“名字”。 

使用单元格区域命名有很多好处： 

 使公式含义更容易理解。 

 提高公式编辑的准确性。 

 快速定位到特定位置。 

 名称可以作为变量来使用。 

 可以方便地应用于所有的工作表。 

 可以方便地使用另一个工作薄中的定义名称，或者定义一个引用了其他工作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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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单元格的名称。 

 使用区域名称比单元格地址更容易创建和保持宏。 

名称的命名规则 

 名称的第一个字符必须是字母或下划线，不能使用单元格地址。 

 名称中的字符可以是字母、数字，不能含有空格，可以使用句点。 

 名称的长度不能超过 255个字符。 

 名称中的字母不区分大小写。 

 命名时，不要使用 Excel的内部名称。 

如果我们希望将一个单元格区域命名，可以通过“公式”菜单下“定义的名称”组

（如图 1-69所示）中的“名称管理器”命令打开“名称管理器”对话框（如图 1-70所

示）。单击“新建”按钮，在弹出的“新建名称”对话框（如图 1-71所示）中（该对话

框也可以直接通过“定义的名称”组中的“定义名称”命令打开），分别指定“名称”、

“范围”和“引用位置”。“确定”后即可完成单元格区域的命名。 

 

图 1-69   “公式”菜单 

   

图 1-70   “名称管理器”对话框         图 1-71   “新建名称”对话框 

我们也可以通过“名称框”快速定义“名称”。 

先选择“名称”要引用的区域，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要定义的“名称”即可（如

图 1-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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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通过地址栏定义区域“名称”   图 1-73   通过“根据所选内容创建”“名称” 

Excel还提供了对带有行列标题的多个单元格区域定义名称的方法。 

选中需要定义名称的多个单元格区域，通过“公式”菜单下“定义的名称”组中的

“根据所选内容创建”命令打开“以选定区域创建名称”对话框（如图 1-73 所示）。 

如果需要“编辑”、“删除”已经定义的名称，可以要在“名称管理器”对话框中

进行。 

2. 名称的使用 

我们可以通过输入的方式在公式中使用定义的名称，也可以通过“公式”菜单下

“定义的名称”组（如图 1-69所示）中的“用于公式”命令打开，还可以通过<F3>键

打开“粘贴名称”对话框来使用定义的名称。 

1.7.3 方案步骤 

1. 制作表格 

输入表格信息，调整表格线及表头信息的格式。效果如图 1-74所示。 

图 1-74   “出库单”空表 

 

图 1-75  选项中的“高级”设置 

2. 单元格设置 

通过“文件”菜单下的“选项”命令，打开“Excel 选项”对话框，单击其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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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选项卡，去掉“显示网格线”前面的复选标记效果如图 1-75所示。 

选中表格内容，选择“边框”中的“所有框线”显示出如图 1-74所示的效果。 

3. “货号”、“商品”和“单价”字段的设置 

选择另外一个区域，输入所有商品的“货号”、“商品名称”、“单价”（如图 1-76

所示）。 

选中 A5：A9区域，通过“数据”菜单下的“数据工具”组中的“数据有效性”命令，

打开“数据有效性”对话框（参见 1.2.2）。在其“设置”选项卡的“允许”中选择“序

列”，在“来源”中选择“O3:O10”区域（图中选中的区域）。 

 

图 1-76  商品信息 

选择 B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A5="","",VLOOKUP(A5,O$3:Q$10,2,0)) 

向下快速填充至 B9。 

选择 C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A5="","",VLOOKUP(A5,O$3:Q$10,3,0)) 

向下快速填充至 C9。 

4. “数量”字段的设置 

选择“D5:D9”区域，打开“数据有效性”对话框，将其设置为大于等于 1的整数。 

5. “小计”字段的计算   

选择 E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D5=0,"",C5*D5) 

向下快速填充至 E9。 

6. “合计”字段的计算   

为方便公式的编写，我们先将对“小计”项的求和定义一个名字为“Total”的“名

称”（具体方法参见图 1-69~图 1-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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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 E10单元格，输入公式： 

=IF(Total=0,"",IF(Total>999999.99,"数据太大",Total)) 

7. “金额”的计算   

将“小计”字段值的各个位分离出来，分别显示在不同的单元格中。 

其中“分”、“角”、“元”三列数据是一定会有的： 

“分”： 

选择 M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RIGHT(TEXT(E5,"#.00"),1)) 

向下快速填充至 M10。 

“角”： 

选择 L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MID(E5,LEN(TEXT(E5,"#.00"))-1,1)) 

向下快速填充至 L10。 

“元”： 

选择 K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MID(E5,LEN(TEXT(E5,"#.00"))-3,1)) 

向下快速填充至 K10。 

而“十”、“百”、“千”等几列数据需要判断： 

“十”： 

选择 J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IF(LEN(TEXT(E5,"#.00"))>4,MID(E5,LEN(TEXT(E5,"#.00"))-4,1),

"")) 

向下快速填充至 J10。 

“百”： 

选择 I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IF(LEN(TEXT(E5,"#.00"))>5,MID(E5,LEN(TEXT(E5,"#.00"))-5,1),

"")) 

向下快速填充至 I10。 

“千”： 

选择 H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IF(LEN(TEXT(E5,"#.00"))>6,MID(E5,LEN(TEXT(E5,"#.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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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快速填充至 H10。 

“万”： 

选择 G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IF(LEN(TEXT(E5,"#.00"))>7,MID(E5,LEN(TEXT(E5,"#.00"))-7,1),

"")) 

向下快速填充至 G10。 

“十万”： 

选择 F5单元格，输入公式： 

=IF(E5="","",IF(LEN(TEXT(E5,"#.00"))=9,LEFT(E5,1),"")) 

向下快速填充至 F10。 

请大家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将“出库单”修改为如图 1-77所示样式。即： 

1. “合计”前面的人民币符号“￥”怎么添加？ 

2. 在此单元格中如何显示人民币大写？ 

 

图 1-77   修改后的“出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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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应用篇 

Excel作为功能完备的电子表格处理工具，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通

过这些功能，用户可以方便地完成日常工作中的各类数据分析工作。 

2.1 销售记录分析 

在企业中，往往会通过电子表格的形式将每笔销售情况记录下来，本销售记录包括

订单编号、订货日期、发货日期、地区、城市、订货金额、联系人和地址等信息。在此

借助 Excel的排序和分类汇总功能对销售数据进行分析，使企业对各个地区的销售情况

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指导下一步的工作。 

2.1.1 知识点分析 

Excel可以依据表格中某个或某几个关键字排序，也可以根据列的内容升序/降序排

序，还可以对月份、星期或自定义数据清单排序。 

数据分类汇总是按不同的类别进行统计的一项重要指标，Excel可以自动计算清单

中的分类汇总和总计值。当插入自动分类汇总时，Excel将分级显示数据清单，以便为

每个分类汇总显示和隐藏明细数据行。 

若要插入分类汇总，需要先将数据清单排序，以便将分类的行组合到一起。然后为

包含数字的列分类汇总。若数据不是以数据清单的形式组织，或者只需单个汇总，则可

使用“自动求和”功能。 

2.1.2 制作步骤 

1. 利用排序功能分析数据 

排序问题可能在所有的数据处理中都是首当其中的，在 Excel中可以按照某个字段

名对数据进行排序，为了避免在选择单元格区域时的繁琐操作，对于一个无缝表格，只

要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单元格，Excel就会对整个表格进行排序。要对特定的几行进行

排序，还需要单独选中。 

在本案例的销售记录表中，需要按“地区”字段进行排序，即将同一个地区的记录

集中显示，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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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1）在“销售记录表”工作表中，单击任意一个数据单元格。 

（2）执行菜单栏中的【数据排序】命令，打开排序对话框。从“主要关键字”下拉

列表中选择“地区”，从“次要关键字”下拉列表中选择“城市”，从“第三关键字”下

拉列表中选择“订单编号”，并选择全部以“升序”方式进行排序，从“我的数据区域”

选项选择选择“有标题行”单选按钮，如图 2-2所示。原始数据 2-1所示。 

（3）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工作表，此时工作表将首先按“地区”进行升序排序，

如果地区名相同，则按“城市”进行升序排序，若城市名相同，则按“订单编号”排序。

如图 2-3所示。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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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 利用分类汇总功能分析数据 

分类汇总，是指在表格中对不同逻辑组的数据进行归类，并在组设定完成后提供进

一步操作的可能。这一功能在工作表的分析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分类汇总的操

作不但增加了表格的可读性，并且有它提供的进一步分析功能也能使用户更快更便捷的

获得需要的数据并给出判断。 

需要注意的是，进行分类汇总操作之前，用户需要对数据进行排序。显然，这样的

排序是针对汇总操作的字段进行。 

在本例中，将按照“地区”字段对销售记录表中的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以获得不同

地区的订货金额汇总情况，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1）执行菜单栏中的【数据分类汇总】命令，打开“分类汇总”对话框。 

（2）在“分类汇总”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地区”，在“汇总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

“求和”；在“选定汇总项”列表中选择“订货金额”复选框；选中“替换当前分类汇

总”和“汇总结果显示在数据下方”复选框。如图 2-4所示。 

（3）设置完毕后，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工作表。此时 Excel已经进行了汇总计

算，在工作表的左侧会出现 符号，单击它可打开或收缩分类数据。收缩到 3 级，

就可以看到各“地区”的“订货金额”汇总情况和详细的订单，如图 2-5所示，收缩到

2级，可以看到各“地区”的订货金额汇总情况如图 2-6所示。鼠标单击左侧目录栏中

的“加号”或“减号”，就可以打开或折叠某个汇总项目的具体内容。 

（4）再次执行菜单栏中的【数据分类汇总】命令，打开“分类汇总”对话框，在“分

类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城市”，在“汇总方式”下拉列表中选择“求和”，在“选定

汇总选项”列表中选择“订货金额”复选框；取消“替换当前分类汇总”复选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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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所示。 

（5）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到工作表，将会看到二重嵌套分类汇总，该工作表中

将首先按“地区”对订货金额进行汇总，再按“城市”进行嵌套汇总。如图 2-8 所示。 

（6）单击左边栏目中的“加号”或“减号”，就可以打开或折叠某个汇总项目的具

体内容。 

   

图 2-4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8 

2.1.3 实例总结 

通过“销售记录表”这个实例，可以使用户充分了解到 Excel在的大量数据存储和

分析中的应用，排序功能可以使数据按照用户希望的顺序进行调整；分类汇总功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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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作表中的数据按照用户希望的类别进行统计汇总。 

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是按照不同类别进行统计的一个重要功能。当对数据进行分类

汇总后，Excel将分级显示数据，以便为每个分类汇总显示或隐藏明细数据。 

若要在工作表中进行分类汇总操作，必须先将数据排序，以便将要进行分类汇总的

行组合到一起，然后为包含数子的列计算分类汇总。 

对于行列数较多，字段类别包含多个层次含义的 Excel的数据表，可以用“分级显

示”功能创建多层次的、带大纲结构的显示样式。  

2.1.4 借助分类汇总制作工资条 

图 2-1所示为一张常见的职工工资表，利用分类汇总只对相同分类字段进行汇总的

特性，可以将其制作为工资条，操作方法如下。 

 

图 2-9 

（1）选中数据表中的任一单元格，在【数据】选项卡中单击【分类汇总】按钮，在

弹出的【分类汇总】对话框中的【分类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姓名”，【汇总方式】保

持默认的“求和”方式，在【选定汇总项】的列表框中勾选“姓名”复选框并取消“实

发工资”复选框的勾选，同时取消勾选【替换当前分类汇总】复选框和【汇总结果显示

在数据下方】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10,2-11所示。 

   

图 2-10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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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图 2-13 

 

图 2-14 

 

图 2-15 

（2）选中 A1:M1单元格区域，复制所选区域，如图 2-12所示。 

（3）选中 A列，在【开始】选项卡中单击【查找和替换】按钮，单击【定位条件】

按钮打开【定位条件】对话框，单击【选择】中的【常量】单选按钮，单击【确定】按

钮，如图 2-13所示。 

（4）按<Ctrl+V>组合键粘贴，粘贴后的效果如 2-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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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删除 A列和第 1、2行的数据，清楚分级显示，完成制作。 

2.2 使用数据透视表分析产品销售数据 

数据透视表是 Excel 的高级数据分析功能，他是一种显示数据清单中具有潜在价值

的域和数据的工具。数据透视表有机的结合了分类汇总和合并计算的优点，可以方便的

调整分类汇总数据，灵活地用多种不同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分析。本节将根据上节的“销

售记录表”和“产品销售汇总表”介绍 Excel数据透视表的强大数据分析的功能。 

案例说明： 

根据“销售记录表”，我们知道了产品的销售状况明细表，但公司要统计每月，每季

度，每年的各个地区的销售情况，使用普通的方法是不能满足要求的，但使用 Excel提

供的数据透视表可以灵活的对销售数据进行统计，效果如图 2-16所示。 

 

图 2-16 

2.2.1 知识点分析 

Excel的数据透视表是一种可以轻松的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的三维表格。它的特点

在于表格的不固定性，可以随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从而得到不同的视图。它可以

将数据的排序、筛选和分类汇总 3个过程结合在一起，可以转换行和列查看数据的不同

汇总结果，可以显示不同页面来筛选数据，还可以根据需要显示指定区域的明细数据，

非常便于用户在一个清单中重新组织和统计数据。 

数据透视表的结构包括以下项目。 

字段和项：数据透视表中含有总段，每个字段都对应源数据中的一个列，并汇总源

数据中的多行信息。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出了整行或整列的数据项。行列交叉处的单元

格，显示了该列上与该行以左各项的汇总数据。 

汇总函数：如果要汇总数据字段的值，则可在数据透视表中使用汇总函数，包括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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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或 Average。这些函数会在使用位置处自动提供分类汇总和总计值。 

查看明细数据：在大多数数据透视表中都可以查看源数据的细节数据行，而特定数

据单元格中的汇总值是通过这些数据产生的。 

更改布局：通过将字段按钮拖动到数据透视表的其它部分，用户可以按不同的方式

查看并集散不同的汇总值。 

数据透视图可以以图形的方式显示数据透视表的内容，将包含大量数据的表格变成

生动的图形，使数据以更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比表格更好的显示效果。 

 

图 2-17 

2.2.2 制作步骤 

创建数据透视表的操作比较复杂，为了便于用户使用，Excel提供了数据透视表和

数据透视图向导，在该向导的指导下，用户只要按部就班的进行操作，就可以轻松的完

成数据透视表的制作过程。 

原始数据如图 2-17。 

1. 操作步骤： 

（1）打开如图 2-17 所示的工作表，单击数据清单的任一单元格，单击菜单栏中的

【插入】|【数据透视表】命令，打开如图：2-18 所示的“创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

选择数据区域，选择放置数据透视表的位置，这里选择的是“新工作表”。  

 

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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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击【确定】按钮，生成一个名为“sheet5”的工作表，如图 2-19 所示。把

“地区”字段拖放在“报表筛选”处，“订货日期”拖放在“列标签”处，“城市”拖放

在于“行标签”，“订货金额”拖放在“数值”求和处。 

 

图 2-19 

   

图 2-20                    图 2-21 

（3）选中列表日期中的任一单元格，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如图 2-20所示的快捷菜

单，选择创建组选项，弹出如图 2-21所示的对话框。 

（4）按住“Shift”键，选择或填入“自动”选项卡中的“起始”和“终止”日期，

选中步长中的“月”、“季度”、“年”选项卡，则可按选中的选项分析数据。如图 2-22

所示。 

（5）如选择 2-23所示的选项，得到的结果如 2-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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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图 2-23 

 

图 2-24 

2. 认识数据透视表 

字段 

新创建的数据透视表，如图 2-24所示。其中，“地区”、“城市”、“订货金额”、“订

货日期”都是字段，是从源列表或数据库中的字段衍生出的数据分类。例如，“地区”

字段来自源列表标记为“地区”的数据列。 

项 

如图 2-24所示，其中“全部”、“北京”、“2002”等都是项，项四字段的子分类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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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表示源数据中字段的唯一条目。例如“北京”项表示“城市”字段包含条目“北京”

的所有数据行。 

汇总函数 

用来对数据字段中的值进行合并的计算类型。数据透视表通常为包含数字的数据字

段使用 Sum求和，而包含文本的数据字段使用 Count 计数。可选择其它汇总函数。如

Average、Min等函数。 

行标签 

如图 2-24所示，“城市”字段就是行标签。 

列标签 

如图 2-24所示，“订货日期”字段就是列标签。 

报表筛选 

如图 2-24所示，“地区”字段就是该字段，该字段允许你筛选整个数据透视表，以

显示单个项或所有项的数据。 

∑数值 

数值字段提供要汇总的数据值。通常数据字段包含数字，可用 Sum函数合并这些数

据。 

 

图 2-25 

在介绍了数据透视表各部分的作用后，就可以对数据透视表进行操作，以获得需要

分析的数据。例如，要查看“华北”地区每个城市的商品销售情况，可单击“地区”下

拉菜单，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华北”选项。显示华北各个城市的销售记录和汇总

情况，如图 2-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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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如果要显示某几个城市的销售情况可选择“行标签”下拉列表中的城市复选框。如

图 2-26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显示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如果想查看各个城市的联系人的业绩，可以在“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中勾选“联

系人”字段，如图 2-28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显示如图 2-29所示。 

 

图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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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图 2-30 

若想让数据透视表的样式更美观，可选择【数据透视表工具】选项下的【设计】选

项，如图 2-30所示，可看到多种数据透视表样式，选择喜欢的样式即可。图 2-31是利

用样式的结果。 

 

图 2-31 

若想以图表的形式更直观的分析数据，可用数据透视图，选择“数据透视表工具”

的【选项】，单击【数据透视图】选项，则生成图 2-32的数据透视图。选择“年”项中

的 2002,2003年，“地区”项中的“华北”，稍加修饰，生成如图 2-33的数据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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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图 2-33 

2.3 使用数据透视表分析多个表的数据 

上例讲解了在一个表中，用数据透视表分析数据的方法，本案例将把多个工作表中

的数据通过数据透视表汇总在一起，然后用 Excel数据透视表功能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原始数据：  

   

图 2-34河东区                                 图 2-35河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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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 南开区                          图 2-37北辰区 

汇总后的图表 

 

图 2-38 

2.3.1 知识点分析 

本例的工作薄包含四个工作表，这四个工作表保存了某个地区的销售记录，这四个

工作表中的数据将作为数据透视表的数据源。 

这几个工作表包括品种、数量、单价、金额等。这是一个流水式的工作表，表中的

数据涵盖了水果、蔬菜、家电等几方面的内容。 

数据透视表示 Excel 提供的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工具，通过它不仅可以对单个工

作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对多个工作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将结果显示在

数据透视图上，使用户可以更直观的查看分析结果。 

有关函数讲解： 

Offset函数：以指定的引用为参照系，通过给定偏移量得到新的引用。返回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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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一个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并可以指定返回的行数或列数。  

语法： 

OFFSET(reference,rows,cols,height,width)  

Reference 作为偏移量参照系的引用区域。Reference 必须为对单元格或相连单元

格区域的引用；否则，函数 OFFSET 返回错误值 #VALUE!。  

Rows 相对于偏移量参照系的左上角单元格，上（下）偏移的行数。如果使用 5 作

为参数 Rows，则说明目标引用区域的左上角单元格比 reference 低 5 行。行数可为

正数（代表在起始引用的下方）或负数（代表在起始引用的上方）。  

Cols 相对于偏移量参照系的左上角单元格，左（右）偏移的列数。如果使用 5 作

为参数 Cols，则说明目标引用区域的左上角的单元格比 reference 靠右 5 列。列数

可为正数（代表在起始引用的右边）或负数（代表在起始引用的左边）。  

Height 高度，即所要返回的引用区域的行数。Height 必须为正数。Width 宽度，

即所要返回的引用区域的列数。Width 必须为正数。 

说明： 

如果行数和列数偏移量超出工作表边缘，函数 OFFSET 返回错误值 #REF!。 如果省

略 height 或 width，则假设其高度或宽度与 reference 相同。  

函数 OFFSET 实际上并不移动任何单元格或更改选定区域，它只是返回一个引用。

函数 OFFSET 可用于任何需要将引用作为参数的函数。例如，公式 

SUM(OFFSET(C2,1,2,3,1)) 将计算比单元格 C2 靠下 1 行并靠右 2 列的 3 行 1 列

的区域的总值。  

例如，函数：sum(offset(b3,2,1,3,2)、sum(c5:d7)、sum(11,13,15,15,18,21)等

价。 

 

图 2-39 

2.3.2 制作步骤 

1. 我们用一个动态公式来定义数据源，当一条新的数据记录添加到工作表中，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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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就会自动扩展。 

（1）打开“河东区”工作表，选择任意单元格，执行菜单栏中的【公式】|【名称

管理】命令，打开“名称管理”对话框。 

在“当前工作薄中的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河东区”，然后，在“引用位置”框中输

入“=offset（河东区！$A$1,0,0,counta(河东区!$A:$A),counta(河东区!$1:$1)）”，

如图 2-40所示。 

也可以通过“公式”菜单下“定义的名称”组命令，打开“新建名称”对话框。如

图 2-41所示。 

   

图 2-40                                  图 2-41 

提示：在引用位置中，输入一个 Offset公式，定义数据范围大小，前提是工作表中

不能有空白的单元格。 

（2）同样为“河西区”工作表中的数据定义名称，在“引用位置”框中输入“=offset

（河西区！$A$1,0,0,河西区!$A:$A),counta(河西区!$1:$1)）”，同理把其它的两个也

进行同样的设置。 

2. 创建数据透视表 

定义完成工作表中的数据名称后，通过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向导就可以将多个

工作表中的数据汇总到一个数据透视表中，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河东区”工作表，单击数据表中的任一单元格，执行菜单栏中的【经典

菜单】|【数据】|【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命令，打开数据“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

视图向导-3步骤 1”对话框，选择“多重合并计算数据区域”单选按钮，如图 2-42所

示。 



 

- 393 - 

   

图 2-42                                 图 2-43 

（2）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自定义页字段”，如图 2-43。 

（3）单击“下一步”按钮，在选定区域框中输入“河东区”，并单击“添加”按钮，

按同样的方法将四个区域添加到所有区域下拉列表中。并选中“1”单选按钮。如图 2-44

所示。 

（4）选中“北辰区“，在“字段 1”文本框中输入“北辰区”，再选中“河西区”，

在“字段 1”文本框中输入“河西区”，按同样的方法把别的区域做完。 

（5）单击【下一步】按钮，显示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向导—3，选中“新建工

作表”。 

（6）单击【完成】按钮，结束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的向导，生成数据透视表，

如图 2-45所示。 

 

图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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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7）选中“页 1”单元格，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执行【字段设置】

命令，在打开“数据透视表字段”对话框，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地区”，如图 2-46

所示。用同样的方法，把“行”字段改为“品名”。 

 

图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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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单击“品名”下拉按钮，首先取消“全部显示”选项的选择，然后在列表中选中属

于“电器”类别的商品的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数据会显示同意类别的数据，选

中同一类别的数据 A5：E10，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执行【组合及显示明

细数据】|【组合】命令，此时数据透视表如图 2-48. 

   

图 2-48                                    图 2-49 

单击 “品名 2”下拉按钮，选中全部显示复选框，单击“品名”下拉按钮，选中属

于同类的产品复选框，按同样的方法，将其他的商品按不同类别分组，其效果如图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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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10）单击【数据透视表工具】|【设计】|【报表布局】|【以表格形式显示】，效

果如图 2-51所示。 

 

图 2-52 

（11）将“品名 2”改名为“类别”，在分类汇总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求和”，然后

更改单元格“数据组 1”的名字为“电器”，同样更改“”数据组 2为“其它”等等。此

时数据透视表如图 2-53所示。 

（12）选中电器组合项下的任一单元格，如 A6，单击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选

单击“数据透视表选项”，打开“数据透视表选项”对话框，“布局和格式”选项卡中的

“布局”，勾选“合并且居中排列带标签的单元格”。如图 2-55，最终显示效果如图 2-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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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图 2-54 

2.3.3 实例总结 

通过本例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利用多个工作表作为数据源，创建数据透视表，

并利用数据透视表分析数据。 

此例实际实际用的是“创建多重合并计算数据区域的透视表”，数据源可以是同一个

工作簿的多张工作表，也可以是其他工作簿的多张工作表，但待合并的数据源工作表结

构必须完全一致。 

另外，此例也可以不用定义数据源名称的方法也可以创建多重合并计算数据区域的

数据透视表，只是，此时建成的数据透视表不是动态的，当某个区域的数据量增加时，

数据透视表不会改变。如果数据区域的数据量没改变，只是数据的大小发生改变，可以

刷新数据透视表的方法来达到新的数据透视表。如果用动态定义数据源的方法，无论是

数据区域数据量增大，还是数据本身大小的改变，经过刷新都可达到新的数据透视表。 

 

图 2-55 

2.3.4 使用数据透视表快速统计重复项目 

使用 Excel函数公式可以统计数据列表中某个字段的重复次数，但更为快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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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数据透视表。 

图 2-56时某公司员工的档案表，先统计各部门的人数。操作方法如下： 

 

图 2-56 

（1）选中员工档案表中任一单元格，单击【插入/数据透视表】按钮，再弹出的【创

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创建一张空白的数据透视表。如图 2-57

所示。 

 

图 2-57 

（2）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中分别勾选“组别”和“姓名”左侧的复选

框，再拖动“姓名”字段至【∑数值】区域。如图 2-58，各组统计计算结果如图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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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8                          图 2-59 

2.3.5 数据透视表显示报表筛选页 

虽然数据透视表包含“报表筛选”字段，可以容纳多个页面的数据信息，但她通常

只显示在一个工作表中。利用数据透视表的“显示报表筛选页”功能，就可以创建一系

列链接在一起的数据透视表，每一张工作表显示报表筛选字段中的一项。如图 2-60是

一张包含“报表筛选”字段的数据透视表。 

 

图 2-60 

步骤为： 

（1）选中数据透视表中任一单元格，单击【数据透视表工具】|【选项】|【选项】

的下拉按钮，在弹出的扩张菜单中，选择【显示报表筛选页】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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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弹出的【显示报表筛选页】的对话框中选定要显示的筛选字段，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显示报表筛选页的操作。如图 2-61所示。 

 

图 2-61 

数据透视表的功能非常强大，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练习： 

1. 用数据透视表做分类汇总，数据源为（用数据透视表做分类汇总） 

2. 通过“编辑 QLE DB”查询创建多重合并数据透视表，数据源为（通过“编辑 QLE 

DB”查询创建多重合并数据透视表） 

2.4 合并运算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需要将结构相似或内容相同的多张数据列表进行合并汇总，使

用 Excel中的“合并计算”功能可以轻松完成这项任务。 

Excel中的“合并计算”功能可以汇总或合并多个数据源区域中的数据。合并计算

的数据源区域可以是同一个工作表中的不同表格，也可以是同一工作簿中的不同工作表，

还可以是不同工作表中的表格。 

2.4.1 按类别合并 

图 2-62中有两张结构相同的数据表，“表一”和“表二”，利用合并计算可以轻松地

将这两张表进行合并汇总，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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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1）选中 A13单元格，作为合并计算后结果的存放起始位置，再单击【数据/合并

计算】命令按钮，打开【合并计算】对话框。 

（2）激活【引用位置】的编辑框，选中“表一”的 A2：D6单元格区域，然后单击

【添加】按钮，同样方法把“表二”的相应区域添加到引用位置。 

（3）勾选“首行”和“最左列”，如图 2-63（左）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显示

结果如图 2-63所示。 

 

图 2-63 

注意： 

（1）在使用按类别合并的功能时，数据源列表必须包含行或列标题，并且在【合并

计算】对话框的【标签位置】组合框中勾选相应的复选框。 

（2）合并的结果表中包含行列标题，但在同时选中的【首行】和【最左列】复选项

时，所生成的合并结果表会缺失第一列的标题。 

（3）合并后，结果表的数据项排列顺序是按第一个数据表的数据项顺序排列。 

（4）合并计算过程不能复制数据表的格式，如果设置结果表的格式，可以使用【格

式刷】。 

2.4.2 按位置合并 

合并计算功能，除了可以按类别合并计算，还可以按数据表的数据位置进行合并计

算。如果在执行合并计算功能时，在“合并计算”对话框中，取消勾选【标签位置】的

【首行】和【最左列】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生成结果如图 2-64所示。 

使用按位置合并的方式，Excel不关心多个数据源表的行列标题内容是否相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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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将数据表格相同位置上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合并计算，这种合并计算多用于数据源表

结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的数据合并。如果数据源表格结构不同，则会计算错误。如本例。 

 

图 2-64 

2.4.3 创建分户报表 

合并计算可以按类别进行合并，如果引用区域的行、列方向均包含了多个类别时，

则可以利用合并计算功能将引用区域中的全部类别汇总到同一表格上并显示所有明细。 

如图 2-65是南京、上海、海口和珠海 4个城市的销售额数据，分别在 4张工作表中。

运用合并计算功能可以方便的制作出 4个城市的销售分户汇总报表。如图 2-66所示。 

注意： 

要利用合并计算创建分户报表，计算列的标题名称不能相同，如果相同会计算成一

列，不能实现创建分户报表。 

（1）若创建动态的数据合并计算报表，在合并计算中要动态引用数据区域。方法看

2.3。 

（2）包含多个非数字分类项的合并计算可以引入附加列（和并列）然后再分列的方

法处理。 

   

   

图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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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 

2.4.4 有选择地合并计算 

从图 2-67中可以看出列出了南京天水加油站的 3个月的信息，如果要汇总 0号柴油

的“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可以用“合并计算”的功能。 

尽管在“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两列之间还包含其他文本型数据列，“合并计算”

仍然可以可以有选择的进行计算。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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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1）在“汇总”工作表的 A1:C1单元格区域，分别输入所需汇总的列字段名称：“日

期”，“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然后选中 A1:C1 单元格区域，这是最关键的步骤。 

（2）单击【数据/合并计算】命令，打开【合并计算】对话框。 

（3）在【合并计算】对话框的【所有引用位置】列表框中分别添加 5月、6月、7

月工作表的数据区域地址，如图 2-68所示。 

（4）单击【确定】按钮，即可生成如图 2-69 所示的合并计算结果，再修改 A列单

元格的“日期”格式，如图 2-70所示。 

 

图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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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                                         图 2-70 

2.5 模拟分析 

“模拟运算表”实际上是对工作表中的一个单元格区域进行模拟运算，它可以反映

一个计算公式中某些数值的变化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模拟运算表为同时求解某一运算中

所有可能的变化值提供了捷径，由于它可以将不同的计算结果以列表的方式同时显示出

来，因而便于查看、比较和分析数据。 

Excel中模拟运算表有两种形式，即“单变量模拟运算表”和“双变量模拟运算表”。 

“单变量模拟运算表”：主要用来分析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一个参数的变化对目标值

的影响。例如要计算一笔贷款的分期付款额，可用财务函数 PMT来计算，而要分析不同

利率对每月贷款的影响时，则需要用单变量模拟运算。 

“双变量模拟运算表”：用来分析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两个参数的变化对目标值的影

响。双变量模拟运算表中的两个参数使用同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必须引用两个不同的单

元格。 

2.5.1 计算个人所得税 

2011年国家颁布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工资和奖金的所得税计算方法有所调整，

个税起征点从 2000元调整到 3500元，根据最新的税率计算方式，假定税前计税工资位

于 A2单元格，可在 B2单元格中输入以下公式计算个人所得税。 

=ROUND(MAX((A2-3500)*{3;10;20;25;30;35;45}%-{0;105;555;1005;2755;5505;13

505},0),2) 

公式中的两个常量数组分别是 7级税率和与其对应的速算扣除数。结果如图 2-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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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如果希望通过这个模型，对多个不同档次的收入人群进行个税状况的观察或计算，

可以通过以下模拟分析的方法。操作步骤为： 

（1）假定观察计税工资范围在 4000 到 20000之间的情况，每 2000元一个级别，可

在 A3单元格中输入 4000，然后向下填充，直到 20000. 

（2）选定 A2:B11单元各区域，单击【数据】|【模拟分析】|【模拟运算表】，弹出

如图 2-72所示的对话框，在【输入列引用的单元格】编辑栏中输入唯一变量所在的地

址“$A$2”，单击【确定】数据表显示结果如图 7-23所示。 

 

图 2-72 

 

图 2-73 

注意： 

变量：整个模拟运算中所需要调整变化的参数，也是整个运算的重要依据。这个变

量同时也是指【模拟运算表】对话框中【输入引用行的单元格】或【输入引用列的单元

格】的指向的单元格，并且必须被引用于“运算公式”之中。 

本例中 A2单元格存放的计税工资就代表了这个“变量”。而在 A3：A11中预先设置

了此变量的各种可能取值，这些变量值按列排列，因此在【模拟运算表】的对话框的【输

入引用列的单元格】编辑框中填写 A2，如果变量取值为行，则要在【输入引用行的单元

格】的编辑框中输入相应变量的单元格地址。 

运算公式：指从已知参数得到最终所需要的结果的计算公式。运算公式的作用在于

告知 Excel如何从参数得到用户希望了解的结果。本例 B2单元格的公式即为运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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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式中“变量”所指向的单元格并非必须包含真实数值或实际的公式运算意义，只

需与【模拟运算表】对话框【输入引用行（列）的单元格】编辑框中的引用单元格相一

致，并且在公式中形成正确的运算关系即可。 

工作区域：包括变量参数取值的存放位置、运算公式的存放位置以及运算结果的存

放位置。其中变量参数取值的存放位置位于【模拟运算表】工作区域的首行或首列，首

行即【模拟运算表】的参数引用行，首列即【模拟运算表】的参数引用列。 

如果是单变量模拟运算表，运算公式必须放置在工作区域的首行或首列。如果是双

变量模拟运算表，计算公式必须位于工作区域左上单元格。除左上单元格外，变量引用

单元格不能位于【模拟运算表】的工作区域内 

模拟运算表与普通公式的异同 

公式的创建和修改 

【模拟运算表】功能创建运算与多单元格联合数组公式相似，一次性创建，对多个

变量个体进行运算分析时不需要进行公式的复制填充。 

多单元格联合数组公式可以对公式进行统一修改，而【模拟运算表】中的数组公式

不能直接进行修改，但是可以修改首行或首列中的“运算公式”来实现。 

公式的参数引用 

使用一般的公式运算，在输入公式时要考虑公式的复制对参数单元格引用的影响，

需要注意行列参数的绝对引用或相对引用。而使用【模拟运算表】，在输入公式时只需

要保证所引用的参数必须包含“变量”所指向的单元格，而不用考虑单元格地址的相对

绝对引用的问题。 

运算结果的复制 

一般公式运算后所产生的结果，在复制到其他单元格区域时，会默认保留其中的公

式内容，并且自动更改公式中所使用的相对单元格地址。而【模拟运算表】所产生的结

果，在复制到其他单元格区域后，目标单元格只保留原有的数据结果，而不含公式。 

公式的自动重算 

在 Excel选项中可以设置公式的运算方式为“自动重算”或“手动重算”，当工作表

中包含大量公式特别是包含易失性函数时使用手动重算功能可以避免自动重算所带来

的长时间系统消耗。 

而【模拟运算表】中的公式运算可以与一般公式隔离开处理，当其他公式采用自动

运算方式时，【模拟运算表】中的公式仍可以使用手动重复计算方式。可以在【Excel

选项】中勾选【除模拟运算表外，自动重算】。 



 

- 408 - 

2.5.2 房贷问题处理 

许多人在贷款买房时，要考虑自己的偿还能力选择和贷款金额和贷款期限。考虑因

素包括利率的变化，月还款的承受能力和利息总额等等。 

本案例中，应用 Excel 的模拟运算表，当还款期限为 10年，分析当银行利率或贷款

额度发生变化时，用户的月偿还额应是多少。如图 2-74所示。 

 

图 2-74 

1. 知识点分析 

PMT 函数：基于固定利率及等额分期付款方式，返回贷款的每期付款额。 

语法：PMT(rate，nper，pv，[fv]，[type])  

PMT 中参数的详细说明： 

Rate 贷款利率。Nper 该项贷款的付款期限，按月计数。Pv 现值，或一系列未来付

款的当前值的累积和，也称为本金。Fv 为未来值，或在最后一次付款后希望得到的现

金余额，如果省略 fv，则假设其值为零，也就是一笔贷款的未来值为零。Type 数字 0 

或 1，用以指定各期的付款时间是在期初还是期末。 

PMT 返回的支付款项包括本金和利息，但不包括税款、保留支付或某些与贷款有关

的费用。应确认所指定的 rate 和 nper 单位的一致性。例如，同样是四年期年利率为 

12% 的贷款，如果按月支付，rate 应为 12%/12，nper 应为 4*12；如果按年支付，rate 

应为 12%，nper 为 4。 

2. 制作步骤 

（1）先建立如图 2-75 所示的表 

   

图 2-75                                    图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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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是以贷款 500000 万，还款期限为 10年，年利率为 7.05%为基础是，以等额分

期付款为方式做的月还款额。 

（2）在 D3单元格输入 300000，向下填充，步长 50000，填充到 800000，在 E2单

元格输入 3.5%横向填充，填充到 9.5%，步长 1%，修改 7.5%为 7.05%。 

（3）选定 D2:K13单元格，调出【模拟运算表】对话框，填充内容如图 2-76 所示。 

（4）单击【确定】按钮，运算结果如图 2-77 所示。 

 

图 2-77 

3. 通过方案进行多变量假设分析 

我们知道房贷模型包含 3个变量：年利率，贷款总额，还款期限。上例分析的是以

10年贷款的期限，若，15 年，20年呢，可以看出要同时对 3个变量变化取值进行分析，

仅凭【模拟运算表】有些力不从心，这是可通过“方案”来实现。 

添加方案 

选中贷款年限所在的 B2单元格，单击【数据】|【模拟分析】|【方案管理】对话框。

添加方案，完成后如图 2-78所示。 

 

图 2-78 

在【方案管理器】中选中不同的方案后，单击【显示】按钮，就会自动在表格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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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量的值，相应的【模拟运算表】也会变化。如图 2-79所示。 

   

   

   

图 2-79 

   

图 2-80                                 图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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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案摘要 

通过方案管理器选择不同的额方案可以分别显示相应的假设分析运算结果，如果希

望这些结果同时显示在一起，可以将方案生成“摘要”。 

调出【方案管理器】对话框，单击摘要按钮，打开【方案摘要】对话框，在【报表

类型】选项中选择【方案摘要】，然后在【结果单元格】编辑栏中输入需要显示结果数

据的单元格区域，如要看 3.5%到 9.5%的结果，选取“E3:E13,K3:K13”，单击【确定】

按钮，结果如 2-80所示。修改后得到图 2-81所示。 

2.5.3 单变量求解 

仍以房贷为例，许多购买者通常先考虑自己可以承受的月供范围，然后再计算可以

贷款的额度和期限，对于此类问题，也可以借助单变量求解工具来解决。 

假设某客户预期每月还款 3000元，需要贷款 40 万，目前的贷款利率为 7.05%，计

算还清贷款的时间。操作步骤： 

（1）将已知条件输入工作表中，如图 2-82所示。 

（2）在 B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建立计算模型。B3=PMT(B1/12,B4,-B2)。 

（3）在 B4单元格中输入初始值，如 1，然后选定 B3 单元格，调出【单变量求解】

对话框，在对胡框中设置相关的参数，如图 2-83所示。 

（4）单击【确定】按钮，最终显示结果如图 2-84所示。 

   

图 2-82                       图 2-83 

 

图 2-84 

练习：计算理财产品收益 

如某夫妻为了应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决定对家的部分现金用来理财，假设年收益为

9.5%，夫妻用于理财的初始金额为 300000，问 5年后，该夫妻应有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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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数据筛选 

数据筛选是 Excel2010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在管理数据时，根据某种条件筛选出匹

配的数据是一项常见的需求。 

在 Excel2010版中，它提供的筛选功能就是 Excel2003 版的“自动筛选”，对于工作

表中的普通数据列表，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直接进入筛选。下面给出实际的例子，详

细讲解 Excel的筛选功能。 

选中工作表数据区域的任一单元格，然后单击【数据】选项卡中的【筛选】按钮，

即可启用筛选功能。此时功能区的【筛选】按钮高亮显示，数据列表中的所有字段的标

题单元格也会出现下拉箭头，都将弹出下拉菜单，如下图 2-85所示。此时提供了有关

“排序”和“筛选”的详细选项。如单击 B1单元格中的下拉箭头，弹出的下拉菜单如

图 2-86所示。不同数据类型的字段所能使用的筛选选项页不同。 

 

图 2-85 

 

图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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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在不重复值列表中筛选 

在【筛选】下拉菜单的下半部分，会根据当前字段的所有数据生成不重复的列表，

通过勾选或取消勾选列表中的项目，就可以设置筛选目标。 

当列表中的项目较多时，为了快速设置目标，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图 2-87 

当设置列表中的大部分项目作为目标时，只需要找到并去掉勾选非目标项即可，当

只需要设置单个或很少的筛选目标时，可以先去掉勾选（全项），然后再找到筛选的目

标勾选，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如图 2-87所示。 

2.6.2 按照文本的特征筛选 

对于文本型数据字段，【筛选】下拉菜单会显示【文本筛选】的更多选项。如图 2-88

所示。 

 

图 2-88 

事实上，无论选择其中哪个选项，最终都将进入【自定义筛选】对话框，通过选择

逻辑条件和输入具体条件值，完成自定义的条件筛选。例如筛选职务为“销售经理”或

“销售助理”的情况，如图 2-8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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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 

[提示]  

在【自定义自动筛选方式】对话框中设置的条件，以及筛选下拉菜单中搜索框中输

入的条件，Excel不区分字母大小写。 

在【自定义自动筛选方式】对话框是筛选功能的公共对话框，其列表框中显示的逻

辑运算符并非适应于每种数据字段类型。如“包含”运算就不适应于数值型数据字段。 

按照数字的特征筛选和按照字体颜色或单元格颜色筛选，在此不再赘述。 

 2.6.3 按照日期的特征筛选 

对于日期型数据字段，【筛选】下拉菜单会显示【日期筛选】的更多选项，于文本筛

选和数字筛选相比，这个选项更具特色。如图 2-90 所示。 

 

图 2-90 

 不重复值列表并没有直接显示具体的日期，而是以年、月、日分组后的分层形

式显示。 

 提供了大量的预置动态筛选条件，将数据列表中的日期与当前日期的比较结果

作为筛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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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所有日期】菜单下面的命令则只按时间段进行筛选，而不考虑年。如季

度问题，指的是数据项中所有年的该季度。 

根据目标单元格的值或特征进行超快速筛选。 

在数据列表中，如果应经选中了某个单元格，而这个单元格正好是我们进行筛选的

条件，那么可以快速进行筛选，而不必进入到筛选状态。此时只需右键单击此单元格，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筛选】→【按所选单元格的值筛选】命令。 

 

 

 

 

 

 

 

 

图 2-91 

2.6.4 筛选利润最高的 5%的产品 

步骤为： 

1）选中销售利润表中的任一单元格，单击【数据】选项卡中的【筛选】按钮。 

2）单击 F1单元格的下拉箭头，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依次单击【数字筛选】【10个

最大的值】，激活【自动筛选前 10个】对话框。 

3）设置显示【最大】的【5】、【百分比】项，如图 2-91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如图 2-92所示。 

 

图 2-92 

2.6.5 根据复杂的条件来筛选。 

在对表格数据进行筛选时，可以同时根据字段来设置筛选条件，各个条件之间是“与”

的关系，如图 2-93所示(员工薪水表)，如果设置“分公司”字段的条件为“南京”，“部

门”字段的条件为“软件部”，则很容易筛选出我们想要的记录。如图 2-9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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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3                            图 2-94 

如果既希望同时给多个字段设置条件，又要针对每个字段有多个条件，且条件之间

有关联关系，就较难实现了，如既要筛选出“南京软件部”的成员，又要“北京培训部”

的成员，按上述方法就很难达到目标了。我们要想筛选出想要的结果，可以借助辅助列

以生成精确条件的方法达到目的。 

步骤为： 

1）在 I3单元格中输入“条件”。 

2）在 I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4&D4”,然后将此公式向下填充至表格底端。 

3）单击 I3单元格的下拉箭头，在筛选下拉菜单中选中中“南京软件部”和“北京

培训部”，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如图 2-95所示。 

 

图 2-95 

2.6.6 根据多个条件进行筛选（高级筛选） 

因为自动筛选只将不同字段的条件之间的关系视作“与”，即必须同时成立。而且，

在筛选设置自定义条件时，只能设置 2格条件。 

以员工薪水表为例，如果要筛选出“南京小时报酬”多余 40，和“北京小时报酬”

少于 30的记录。步骤为： 

1）在单元格，输入如图 2-96所示的内容。 

2）选中 A3:H45单元格，单击数据选项卡中的【高级】按钮，弹出【高级筛选】对

话框。 

3）将光标定位到【条件区域】框中，单击右边的数据拾取按钮，数据拾取 J3:K5

单元格。单击确定即可筛选出想要的数据。图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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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在高级筛选对话框中，方式选项有两种，“在原有区域显示筛选结果”和“将筛选结

果复制到其他位置”，根据情况选取。如果想选择不重复的记录，一定要选中下面的复

选框。任何时候要取消对表格额的筛选设置，将其恢复到原始状态，可以单击【数据】

选项卡中的【清除】按钮。 

 

图 2-96 

 

图 2-97 

2.7 数组公式 

2.7.1 数组公式的概念 

数组公式：数组公式对一组或多组值执行多重计算，并返回一个或多个结果。可以

这样简单理解，引用了数组（可以是一个或多个数值，或是一组或多组数值），并在编

辑栏可以看到以“{}”括起来的公式就是数组公式。 

而数组公式的作用就是对一组（单个数据可以看成是一组）、多组数据进行处理，然

后得到想要的结果。 

2.7.2 如何输入数组公式 

1.在编辑栏输入完整的公式，并使编辑栏仍处在编辑状态； 

2.按下 Ctrl+Shift+Enter 快捷键，经过以上两步操作以后，编辑栏会自动脱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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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并且选中单元格后，在编辑栏可以看到公式的两端有“{}”符号标记，而双击进

入公式的编辑状态时，你会发现“{}”符号是不存在的。直接在编辑栏公式的两端分别

输入“{}”是不可以的。在 Excel中要输入数组公式，必须以特定的方法来输入，算是

告诉 Excel，我们这里输入的是数组公式。 

 

图 2-98 

图 2-98给出了每个商场在不同的月份销售的产品数量，单价为 12.8，问此三个月

份的销售总额：“{=SUM(B3:E5*G2}”，此公式便是一个典型的数组公式的应用，此公式

的作用就是计算 B3*G2、B4*G2、B5*G2、C3*G2、C4*G2、C5*G2、D3*G2、D4*G2、D5*G2、

E3*G2、E4*G2以及 E5*G2 的和。而 B3:E5便是一个数组，结果如图 2-99所示。 

 

图 2-99 

2.7.3 数组公式应用进阶 

数组公式最典型的应用应该是使用 SUM替代 SUMIF，虽然 SUMIF很好用，但在 Office 

2007之前，也就是 SUMIFS 函数出现之前，如果想利用 SUMIF进行一次多重条件判断的

求和计算是很难实现的。 

如图 2-100所示根据左边的数据，求出每个班不同成绩档次的人数。 

 

图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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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A$2:$A$13=F$1)*($C$2:$C$13=$E2))}讲解：$A$2:$A$13=G$1就是判断是

否为“一班”的人，若是取“1”，否取“0”得出数组计算结果为 1、1、0、0、0、0、1、

0、0、0、0、0，$C$2:$C$13=$E2 判断是否为“优”，若是取“1”，否取“0”，得到数组

计算结果为：0、1、0、0、1、0、1、1、0、0、0、1，然后数组相乘，再把得到的结果

相加即可。 

数组公式非常有用，效率也高，但真正的理解、熟练掌握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大家记住数组中的数据是一一对应的，放到数组公式中使用时，数组中的数据会按顺

序依次参与相应的运算。 

2.7.4 数组运算的规律 

两个同行同列的数组计算是对应元素间进行运算，并返回同样大小的数组。 

一个数组与一个单一的数据进行运算，是将数组的每一个元素与单个数据进行运算，

并返回同样大小的数组。 

单列数组与单行数组的计算，计算结果返回一个多行的数组；返回数组的行数同单

列数组的行数相同，列数同单行数组的列数相同；返回数组的第 R行第 C列的元素是单

列数组的第 R格元素和单行数组第 C个元素运算的结果。 

单列数组的行数与多行多列的行数相同时和单行数组的列数与多行多列数组的列数

相同时，计算结果返回一个多行多列的数组，返回数组的行、列与多行多列数组的行列

数相同；单列数组与多行多列数组计算时，返回数组的第 R行第 C列的数据等于单列数

组的第 R行的数据与多行多列数组的第 R行第 C列的数据计算结果；单行数组与多行多

列数组计算时，返回的数组的第 R行第 C列的数据等于单行数组的第 C列的数据与多行

多列数组的第 R行第 C列的计算结果。 

行列数不相同的两个多行多列数组的计算，公式返回一个多行多列数组；返回数组

的行数与参与计算的两个数组中行数较大的数组的行数相同，列数与较大的列数的数组

相同；返回数组的大于较小行数数组的行数、大于较大列数数组列数的区域的元素均为

#N/A。有效元素为两个数组中对应数组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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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提高篇 

3.1 函数 

函数是构建 Excel模式的核心工具。要能够将 Excel发挥到淋漓尽致，以充分利用

Excel解决问题，恰当的利用函数是不可或缺的。 

3.1.1 信息类函数 

1）IS（）类函数是用来检验数值、字符或引用类型的工作表函数。表 3-1所示。 

表 3-1 

 

例如： 计算 A 列数据 B列数据的余数，在出错的情况下，给出“数据出错”信息。

如图 3-1所示，因为分母不能为“0”。 

 

图 3-1 

2）Cell函数 

返回当前工作表的名称，其中包括当前工作簿的完整文件路径，例如，D:\Excel 张

桂香\例子讲解\[获取工作表名称.xlsx]Sheet1，其中最后部分的“Sheet1”就是工作

表的名称，如图 3-2所示。若仅想得到工作表的名称，需用 Replace函数或 Substitue

函数。如图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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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图 3-3 

3.1.2 查找、引用与替换函数 

1．Replace函数或 Substitute 函数： 

两个函数的语法为： 

SUBSTITUTE（text ,old_text, new_text, [instance_num]） 

REPLACE(old_text,start_num,num_chars,new_text) 

SUBSTITUTE函数需要明确所需替代的目标字符，但是可以忽略其在字符串中的具体

位置，它的第二参数是需要替代的目标，第三参数是替换后的内容，[instance_num]第

几次出现的位置；而REPLACE函数不需要指定替换时的具体目标字符，而只需确定位置，

它的第二参数是替换起始位置，第三参数是替换掉的字符个数，第四参数才是替换以后

的内容。 

例：A1单元个的内容为“熟练掌握 Excel技巧”要将其改为“熟练掌握 Office技

巧”。用两个函数的方法都可以实现。 

= SUBSTITUTE（A1,”Excel”,”Office”） 

= REPLACE(A1,5,5,”Office”) 

2．Find函数与 Search 函数： 

Excel中的 SEARCH函数和 FIND函数都可以用来对原始数据中某个字符串进行定位，

以确定其位置。进行定位时，总是从指定位置开始，返回找到的第一个匹配字符串的位

置，而不管其后是否还有相匹配的字符串，其语法分别为： 

    SEARCH(find_text,within_text,[start_num]) 

    FIND(find_text, within_text, [start_num]) 

其参数为： 

find_text      要查找的文本 

    within_text    在其中进行查找的文本 

    start_num     指定在 within_text中开始搜索的位置，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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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A2单元格中为文本“Excel”，要在其中查找第一个字母“x”出现的位置，则

公式： 

 =SEARCH("x",A2) 

 或： 

=FIND("x",A2) 

都返回“2”。 

SEARCH和 FIND函数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1)FIND函数区分大小写，而 SEARCH函数则不区分。 

如上例中要查找字母“e”的位置，两公式返回不同的结果： 

 =SEARCH("e",A2) 

 返回“1”，因为它没有区分大小写，返回第一个字母“E”的位置“1”。 

 =FIND("e",A2) 

 返回第一个小写字母“e”的位置“4”。 

 2) SEARCH函数支持通配符，而 FIND函数不支持。 

 如果要查找前两个字符为“ce”，由三个字符组成的字符串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公

式： 

 =SEARCH("ce?",A2) 

 返回“3”。 

 而公式： 

 =FIND("ce?",A2) 

 返回错误“#VALUE!”。 

例如，（目标字符第 N 次出现的位置）假定 A1单元格的内容为“excel home”，查找

“e”在 A1单元格中第二次出现的位置。可用如下公式： 

=Find("e",A1,Find("e",A1)+1)   

=Find("*",Substitute(A1, "e","*",2)) 

解析：使用 Find函数求解，其中使用 Find函数嵌套作为第三个参数的值，可以从

目标字符第一次出现位置后的字符开始查找，因此在嵌套的函数后加 1，如果找第三次，

第四次出现的位置，用嵌套就会感觉臃肿，第二个公式利用 Substitute先将第 N次出

现的目标字符替换为特殊符号“*”，再用 Find函数在替换后的字符串中进行查找，这

样灵活。 

3．ROW(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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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ROW(引用) 

功能：返回“引用”的行号。 

如果“引用” 为一个单元格区域，则函数 ROW 将 “引用”的行号以垂直数组的形

式返回。 

例如：=ROW(B3)     返回：3 

      =ROW(2:6)    返回：{2;3;4;5;6} （数组） 

      =ROW(A2:A6)  返回：{2;3;4;5;6} （数组） 

格式： COLUMN(引用) 

功能：返回“引用”的列号。 

如果“引用” 为一个单元格区域，则函数 COLUMN 将 “引用”的列号以水平数组

的形式返回。 

 例如：= COLUMN(D3)     返回：4 

      = COLUMN(2:6)    返回：{1,2,3,4,5} （数组） 

      = COLUMN(B3:F3)  返回：{2,3,4,5,6} （数组） 

4．OFFSET(引用,行距,列距,行数,列数) 

功能：以指定的引用为参照系，通过给定偏移量得到新的引用。 

返回的引用可以为一个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并可以指定返回的行数或列数。 

在 A1中输入公式： 

     =SUM(OFFSET(A2,1,2,5,3))   

     得到的结果是区域$C$3:$E$7的和（如图 3-4所示）。   

   

图 3-4                   图 3-5 

6．MATCH( )  

格式：MATCH(查找值,查找范围,查找类型) 

功能：返回在指定方式下与“查找值”在“查找范围”中的匹配位置。 

“查找类型”可以取 0，-1，1； 其中 0 表示查找第一个完全相同的值；-1 表示

查找第一个大于或等于的值，“查找范围”必须降序排列；1 表示查找第一个小于或等

于的值，“查找范围”必须升序排列。如果“查找值”没有出现在“查找范围”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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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N/A”。 

例：查找在右面输入的学生姓名是否在左边的名单里，若在证明该学生已选此课。 

 

图 3-11 

在 F3单元格输入公式=MATCH(E3,C2:C167,0)，单击回车键即可，图 3-12 所示，数

字证明已选，反之为没选。 

 

图 3-12 

分析公式改为=IF(ISNA(MATCH(E3,C2:C167,0)),"未选","已选")将如何显示？ 

7．CHOOSE()  

格式：CHOOSE(索引值,数值,数值,…,数值) 

功能：返回“数值”序列中的第“索引值”的值。 

例如： =CHOOSE(2,"ABC", "XYZ", "ASD") 

      返回：XYZ 

例：利用 CHOOSE函数生成工资条。 如图 3-13 和 3-14所示。  

 

图 3-13 

公式为： 

=CHOOSE(MOD(ROW(工资表!A1),3)+1,"",工资表!A$1,OFFSET(工资表!A$1,(ROW(工

资表!A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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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解析： 

工资条在表格形式上每三行对应一条工资记录，每三行形成一个固定格式的循环体。

由 Mod函数根据所在行号计算得到 1——3的循环序列，以此作为 CHOOSE函数的第一参

数，分别对应生成工资条的间隔空行、工资条的标题行、员工工资记录，并实现每三行

循环。使用 INT(ROW(工资表！A1)+1)/3 作为 OFFSET 函数的第二个参数，可以实现公式

所在的行每隔三行，引用原表的 OFFSET函数行偏移只下移一行，由此可以按固定行间

隔连续引用工资表中的各条记录，生成完整的个人工资条。 

 

图 3-14 

3.1.3 数学计算 

1．INT()  

格式：INT(数值 N) 

功能：返回一个不大于 N的最大整数。如图 3-16所示。 

        （正舍负如） 

   

图 3-16                                  图 3-17 

2．FACT()  

格式：FACT(数值 N) 

功能：返回 N的阶乘（结果不能超过 10*E308。最大可以计算 170！）。如果输入的 N 

不是整数，则截尾取整 。如图 3-17所示。 

FREQUENCY函数 

格式：FREQUENCY(data_array,bins_array) 

功能：以一列垂直数组返回某个区域中数据的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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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data_array 表示用来计算频率的一组数据或单元格区域：bins_array

表示为前面数组进行分隔一列数值（输入时按数组公式输入）。如图 3-18所示。 

 

图 3-18 

MODE函数 

格式：MODE(number1, number2, number3,…) 

功能：返回在某一数组或数据区域中出现频率最多的数值（众数）。 

说明：参数可以是数字，或者是包含数字的名称、数组或引用。如果数组或引用参

数包含文本、逻辑值或空白单元格，则这些值被忽略；但包含零值的单元格计算在内。

如图 3-19所示。 

 

图 3-19 

5．ROUND()  

格式：ROUND(数值 M,数值 N) 

功能：保留 M 的 N 位小数返回。N 如果为小数，则取四舍五入后的整数。 

ROUND(258.692，2)  ：2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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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258.692，0)  ：259 

ROUND(258.692，-2) ：300 

6．SUMIF()  

格式：SUMIF(筛选范围,筛选条件,求和范围) 

功能：在指定范围内对满足条件的范围进行求和运算。  

      如果缺省“求和范围”则求和即对筛选范围进行。  

例：统计“北京”的“订货金额”。如图 3-20 和 3-21所示。 

J3单元格的公式为：=SUMIF(G3:G832,"北京",D3:D832) 

7．进制间的转换  

在 Excel中进制间的转换非常容易，你只要记住： 

二进制:BIN    八 进 制:OCT 

十进制:DEC    十六进制:HEX 

再记住函数名中间使用“2”读（two）连接，就可以了。 

格式：函数(待转换的数字,字符数) 

只有 BIN2DEC()函数的返回值是数值型的，其他均为字符型数据。并且 BIN2DEC()

函数只有一个参数“待转换的数字”。 

注意：如果该函数不可用，则应该通过“工具”菜单下的“加载宏”命令，选中“分

析工具库。   

 

图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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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例如：BIN2DEC(待转换的数字) 

“待转换的数字”为待转换的二进制数。它的位数不能多于 10 位（二进制位），最

高位为符号位，后 9 位为数字位。负数用二进制数补码表示。如图 3-22所示。 

 

图 3-22 

8．“减负”运算  

-- （两个负号）：“减负”运算 

 “减负”运算实际上就是文本数据转换成数值数据。 

例如： 

  =-(-("25")) 

等价于 =-(-25)  

等价于 =--25  

等价于 =25    （数值型数据） 

将文本数据转换成了数值数据。 

例如，从身份证号中提取出生日期。如图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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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图 3-24 

例如，从身份证号中提取出生日期。  

有时按上述方法提取出来的生日是数字型的，如“28008”，此时将该公式写成

=TEXT(MID(B2,7,8),"0000-00-00")即可。 

3.1.4 统计计算 

1．LARGE( )  

格式：LARGE(范围,第 k个值) 

功能：返回指定范围中的第 k 个最大值。 

例：可以使用函数 LARGE 得到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的值。  

2．SMALL( )  

格式：SMALL(范围,第 k个值) 

功能：返回指定范围中的第 k 个最小值。 

例：可以使用函数 SMALL 得到倒数第一名、倒数第二名或倒数第三名的值。  

SMALL()函数的第 k 个最小值是从小到大取出的 

LARGE()函数的第 k 个最大值是从大到小取出的 

例如，计算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分。如图 3-25，3-26所示。 

 

图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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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公式为：=AVERAGE(SMALL(B3:I3,{2,3,4,5,6,7})) 

3．RANK( )  

格式：RANK(数值,参考数组，排位方式) 

功能：返回一个在数字列表中的排位 。 

其中：“排位方式”为 0 或省略，则表示以递减方式排位。如果“排位方式”不为 0，

则表示以递增方式排位。 

例：依据总分字段的值排名。如图 3-27,3-28,3-29所示。 

 

图 3-27 

 

图 3-28 

公式为：=RANK(G3,G$3:G$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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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4．DCOUNT( )  

格式：DCOUNT(数据区域，数据列，条件区域) 

功能：返回数据区域中满足指定条件的数据列中所包含的数值数据的个数。 

综合性例子 

有一“休闲食品销售表.xls”，如图 3-30所示。请完成以下操作： 

  1）在“食品类别”中按照“食品明细”进行分类。食品明细表如 3-31 所示。 

  2）在“库存量”列中，将库存量低于 50（包含 50）的单元格底色设置为红色。 

  3） 对“库存情况”列进行填充： 

    （1） 如果库存数量等于 0，填充“商品脱销”； 

    （2） 如果库存数量小于 50（包含 50），填充“库存不足”； 

    （3） 如果库存数量大于 400（不包含 400），填充“商品滞销”； 

    （4） 如果库存量大于 50，小于等于 400，填充“库存正常” 

  4）根据“利润率表”如图 3-32，填充每一列数据的“利润率”。 

  5）计算销售单价。计算公式为：进货单价*（1+利润率）。 

  6）计算销售总额。计算公式为：销售单价*销售数量。如图 3-35所示。 

  7）统计每类食品的销售总额，并将结果填入到统计表中的相应单元格中。 

  8）各类食品进行销售排名。如图 3-33所示。 

  9）对“糖果类”、“销售数量”>200 包的食品种类数进行统计。如图 3-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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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步骤 

1. 定义食品明细区域，命名为“食品明细”。 

2. 在“食品类别”中按照“食品明细”进行分类。选择 B2单元格，输入公式

=VLOOKUP(A2,食品明细,2,0)，并向下填充。 

3. 在“库存量”列中，将库存量低于 50（包含 50）的单元格底色设置为红色。选

中 D列数据，，选择“格式”菜单下的“条件格式”命令项…如图 3-36所示。 

4. 对“库存情况”列进行填充，选择 E2单元格：输入公式=IF(D2=0,"商品脱销

",IF(D2<=50,"库存不足",IF(D2>400,"商品滞销","库存正常"))) 

5. 根据“利润率表”，填充每一列数据的“利润率”。选择 G2单元格：输入公式

=HLOOKUP(B2,Q$3:T$4,2,0) 

6. 计算销售单价。计算公式为：进货单价*（1+利润率）。选择 H2单元格：输入公

式=F2*(1+G2) 

图 3-34 图 3-33 
图 3-32 

图 3-31 
图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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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7. 计算销售总额。计算公式为：销售单价*销售数量。选择 J2单元格：输入公式

=H2*I2。 

8. 统计每类食品的销售总额，并将结果填入到统计表中的相应单元格中。公式为：

=SUMIF(B$2:B$20,P11,J$2:J$20)，如图 3-37所示。 

 

图 3-37 

图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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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类食品进行销售排名。选中 R11单元格，输入公式=RANK(Q11,Q$11:Q$14)。 

10. 对“糖果类”、“销售数量”>200 包的食品种类数进行统计。选中 R23 单元格，

输入公式=DCOUNT(A1:J20,9,P22:Q23)，回车即可。如下图 3-38所示。

 

图 3-38 

3.2 销售统计表 

本案例是一个公司的销售明细，通过常用统计函数的使用方法对销售数据进行分析，

如平均销售业绩、销售排名、销售业绩优秀、销售业绩达标、销售业绩段的人数等。如

图 3-39，3-40所示。 

3.2.1 汇总销售数据总排名 

原始数据表如图 3-41 所示。 

操作步骤为： 

（1）在 I3单元格输入“=SUM(C3:H3)”，单击回车，选择该单元格右下角的填充柄，

然后按住鼠标向下拖动，计算出每个员工的总销售额。 

（2）在 J3单元格输入“=RANK(I3,I$3:I$46,0)”,将公式按上述方法向下复制，对

数据进行降序排位。 

（3）在 K3单元格输入“=PERCENTRANK(I$3:I$46,I3,2)”，将公式按上述方法向下

复制，对数据进行百分比排位。 

（4）在 L3单元格输入“=IF(J3<=15,"销售（1）部",IF(J3<=30,"销售（2）部","

销售（3）部"))”，将公式按上述方法向下复制，计算出所属部门。完成部分效果图如

图 3-42所示。 

（5）在 P2:U2单元格依次输入“一月份”到“六月份”。在 O3：O6单元格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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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输入“平均销售额”、“优秀率”、“达标率”、“前三名”。，在别的单元格也输入相应

的数据，如图 3-43所示。并设置 P3：U3和 P6：U13 单元格的“数字”选项卡，在“分

类”列表中选择“货币“，将“小数位数”设置为“0”，货币符号“无”。 

（6）在 P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AVERAGE(C3:C46)”，并向右填充到 U3 单元格，求

出每月的平均销售额。 

（7）在 P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OUNTIF(C3:C46,">=80000")/COUNTA(C3:C46)”，

并向右填充到 U4单元格，求出每月的优秀率。 

（8）在 P5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OUNTIF(C3:C46,">=60000")/COUNTA(C3:C46)”，

并向右填充到 U4单元格，求出每月的达标率。 

 

图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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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0 

（9）在 P6单元格输入公式“=MAX(C3:C46)”，并向右填充到 U6单元格，求出每月

第一名的销售额。 

（10）在 P7单元格输入公式“=LARGE(C3:C46,2)”，并向右填充到 U7单元格，求出

每月第二名的销售额。 

（11）在 P8单元格输入公式“=LARGE(C3:C46,3)”，并向右填充到 U8单元格，求出

每月第三名的销售额。 

（12）在 P9单元格输入公式“=MIN(C3:C46)”，并向右填充到 U9单元格，求出每月

倒数第一名的销售额。 

 

图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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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2 

 

图 3-43 

（13）在 P10单元格输入公式“=SMALL(C3:C46,2)”，并向右填充到 U10 单元格，求

出每月倒数第二名的销售额。 

（14）在 P11单元格输入公式“=SMALL(C3:C46,3)”，并向右填充到 U11 单元格，求

出每月倒数第三名的销售额。 

（15）在 P12单元格输入公式“=MEDIAN(C3:C46)”，并向右填充到 U12单元格，求

出每月的中值数，即销售额居中的数据。 

 

图 3-44 

（16）在 P13单元格输入公式“=MODE(C3:C46)”，并向右填充到 U13单元格，求出

每月的众数，即销售额出现频率最多的数据。完成后如图 3-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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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部门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在 O16:O18单元格，分别输入销售（1）部，销售（2）部和销售（3）部，在

P15单元格输入“人数”，在 Q15：V15分别输入一月份到六月份，在 W15输入销售额。 

（2）在 P16单元格输入“=SUM(IF($L$3:$L$46=$O16,1))”，并按住

【Ctrl+Shift+Enter】，实际是数组公式，并向下填充，计算出每个部门的人数。 

（3）在 Q16单元格，输入数组公式“=SUM(IF($L$3:$L$46=$O16,C$3:C$46))/$P16”，

然后向下向右填充，求出每月每个部门的平均销售额。 

（4）在 W16单元格，输入数组公式“=SUM(($L$3:$L$46=$O16)*(I$3:I$46))/$P16”，

然后向下填充，求出每个部门上半年的平均销售额。完成效果如图 3-45所示。 

 

图 3-45 

3.2.3 统计销售段人数 

在年度销售记录表中，需要统计每个销售段的人数。使用统计函数可以统计在某个

销售段的人数的方法。 

 

图 3-46 

操作步骤为： 

（1）在 P22单元格输入公式“=COUNTIF(C3:C46,"<60000")”，并向右填充，统计出

一月份到六月份 6万以下的人数。 

（2）在 P22单元格输入公式

=COUNTIF(C3:C46,">=60000")-COUNTIF(C3:C46,">=70000")”，并向右填充，统计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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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到六月份 6到 7万以下的人数。 

（3）在 P22单元格输入公式

=COUNTIF(C3:C46,">=70000")-COUNTIF(C3:C46,">=80000")”，并向右填充，统计出一

月份到六月份 7到 8万以下的人数。 

（4）在 P22单元格输入公式

=COUNTIF(C3:C46,">=80000")-COUNTIF(C3:C46,">=90000")”，并向右填充，统计出一

月份到六月份 8到 9万以下的人数。 

（5）在 P22单元格输入公式“=COUNTIF(C3:C46,">=90000")”，并向右填充，统计

出一月份到六月份 9万以上的人数。完成后如图 3-46所示。 

 

图 3-47 

（6）对数据表的单元格格式进行设置，最后即可得到图 3-40的效果。 

提示：对每月份每个销售段人数的的统计我们还可以用 DCOUNT()函数。如果我们在

数据表设置如图 3-47这样的条件，则我们在求二月份 6万以下的员工人数时可以在 R22

单元格输入公式“=DCOUNT(D$2:D$46,"二月份",X41:Y42)”，同理也可以求出别的单元

格中的值。 

也可以用 FREQUENCY()函数实现。比如我们求三月份不同销售段的人数，先选中

S42:S46单元格区域，输入数组公式“=FREQUENCY(E3:E46,$Z$42:$Z$46)”即可。 

3.3 随机生成考试座位号 

在各种考试中，考生需要对照自己的准考证号，对号入座，这时需要为考生分配考

试座位号。图 3-48为学生的原始记录，有 379条记录。 

本例中，我们先用随机函数生成 0到 1之间的随机数，再利用 RANK函数生成随机名

次，然后用公式为每个考场随机分配 50名考生。 

3.3.1 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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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8 

 

图 3-49 

（1）在 C1和 D1单元格分别输入“随机”和“随机名次”。 

（2）在 C2单元格输入公式“=RAND()”并向下填充到 C380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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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D2单元格输入公式“=RANK(C2,C$2:C$380)”并向下填充到 D380 单元格。

如图 3-49所示。 

（4）在 F1单元格输入“考号”，在 G1：N1单元格分别输入第一考场到第八考场（共

379考生，需 8个考场）。 

（5）在 F2，F3单元格输入 1和 2，选择这两个单元格并向下填充到 50（因为每场

50个考生）。 

（6）在 G2单元格输入公式

“=INDEX($B$2:$B$380,MATCH((COLUMN()-7)*50+$F2,$D$2:$D$380,0)) 

&INDEX($A$2:$A$380,MATCH((COLUMN()-7)*50+$F2,$D$2:$D$380,0))”，并向下向右填

充到 N51单元格。完成考生座位号分配。如图 3-50 所示。 

 

图 3-50 

3.3.2 知识点讲解 

G2单元格输入的公式含义是在 G2单元格同时显示学生的“姓名”和“学号”。 

函数 INDEX()： 

功能：返回表或区域中的值或值的引用。函数 INDEX()有两种形式，数组形式和引

用形式。数组形式通常返回数值或数值数组；引用形式通常返回引用。 

语法：INDEX(array,row_num,column_num)返回数组中指定的单元格或单元格数组的

数值。INDEX(reference, row_num,column_num,area_num)返回引用中指定单元格或单

元格区域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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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Array为单元格区域或数组常数；row_num 为数组中某行的序号，函数从该行

返回数值。如果省略 row_num，则必须有 column_num；column_num为数组中某列的序号，

函数从该列返回数值。同理没有 column_num，则必须有 row_num。Reference 是对一个

或多个区域引用，如果为引用输入一个不连续的选定区域，必须用括号括起来。Area_num

是选择引用中的一个区域，并返回该区域中 row_num 和 column_num的交叉区域。选中

或输入的第一个区域序号 1，第二个区域序号 2，依次类推。数组形式和这相似，只不

过返回的是一行，一列，或交叉区域的值，但必须以数组的形式输入公式。 

Match函数请参看 3.1 函数部分的讲解。 

3.4 规划求解 

在 Excel中安装规划求解工具。 

“规划求解”工具是 Excel的加载宏，在默认安装的 Microsoft Excel2010 中需要

加载后才能使用，加载该工具的步骤为。 

(1) 单击【文件】菜单下的【选项】，在弹出的【Excel选项】对话框中单击左侧列

表中的【加载项】选项卡，然后在右下方【管理】组合框中选择【Exce加载项】，并单

击【转到】按钮。如图 3-51所示。 

 

图 3-51 

(2) 在弹出的【加载宏】的对话框中勾选【规划求解加载项】复选框，并单击【确

定】按钮完成操作，如图 3-52,3-53所示。 



 

- 443 - 

   

图 3-52                                         图 3-53 

3.4.2 求解取料问题 

配料问题是冶金和化工行业中经常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以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的降低原材料的使用成本。下面给出例子来讲解 Excel的规划求解解决问题的方

法。 

某公司将 4种不同含硫量的液体原料（分别记为甲、乙、丙、丁）混合生产两种产

品（分别记为 A和 B），按生产工艺的要求，原料甲、乙、丁必须首先倒入池中混合（也

可一直用到一种原料），混合后的液体再与原料丙混合生成 A和 B。已知甲、乙、丙、丁

的含硫量分别是 3%，1%，2%和 1%，进货价格分别为 7、16、10、15（千元/吨）；产品 A

和 B的含硫量分别不能超过 2.5%和 1.5%，售价分别为 9和 15（千元/吨）。根据市场信

息，甲、乙、丙的供应没有限制，原料丁的供应量最多为 50吨，产品 A和 B 的市场需

求分别为 100吨和 200吨。 

求解步骤： 

根据题目提供的数据，建立如图 3-54所示的表格。 

 

图 3-54 

其中 D2:E5单元格区域为实际的原料用量，作为规划求解的可变单元格。D9：D10

单元格区域可以使用公式计算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在 D9和 D10 单元格分别输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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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SUM(D2:D5)”和“D10= SUM(E2:E5)”。 

E9:E10单元格区域用于计算硫的实际含量，在 E9和 E10 单元格分别输入公式：

“E9=SUMPRODUCT(D2:D5,B2:B5)/B9”和“E10=SUMPRODUCT(B2:B5,E2:E5)/B10”。 

B12单元格实际丁原料的使用量，输入公式：“B12=SUM(D5:E5)”。 

B13单元格为总成本，设定为目标单元格输入公式： 

“B13= SUMPRODUCT(C2:C5,D2:D5+E2:E5)” 

分别设置 B2：B5、C9：C10和 E9：E10单元格区域的数字格式设置为百分比格式。 

选中 B13单元格，打开【规划求解参数】对话框，在【设置目标单元格】文本框中

选择 B13单元格，选中【最小值】单选按钮，在可变单元格文本框中选择 D2:E5 单元格

区域。如 3-55所示。 

 

图 3-55 

单击【添加】按钮，添加约束条件： 

D2:E5>=0，产量不能为负数 

D9:D10=B9:B10，实际产量与需求一直 

E9:E10<=C9:C10,生产出来的成品的含硫量不能超过上限 

B12<=50，丁原料的供应是有限定的。 

【选择求解方法】对应的文本框选择单线性规划 

单击【求解】按钮开始运算，并显示运算结果，如图 3-56所示。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保存此结果，结果显示如图 3-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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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6 

 

图 3-57 

SUMPRODUCT()函数 

功能：用来在给定的几组数组中，将数组间对应的元素相乘，并返回乘积之和。 

如图 3-58所示数据。要求根据该明细数据按品种、站点对“金额”进行分类汇总成

如图 3-59所示的内容。 

 

图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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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9 

在 B2单元格输入公式“=SUMPRODUCT((数据!$B$2:$B$50=$A2)*(数

据!$C$2:$C$50=B$1),数据!$D$2:$D$50)”也可以把公式改为：=SUMPRODUCT((数

据!$B$2:$B$50=$A2)*(数据!$C$2:$C$50=B$1)*数据!$D$2:$D$50)，为了避免目标计算

字段数据中存在空格或其他文本数据项，造成计算出现#VALUE！，通用多条件求和公式

最好使用如下公式：=SUMPRODUCT((条件组 1)*(条件组 2)*****（条件组 N），(求和区域))。 

也可以用 SUMPRODUCT()函数进行计数计算。如“ =SUMPRODUCT((数据!B2:B50="0

号轻柴油")*(数据!E2:E50>=2000))”可以求出“0 号柴油”单笔加油量在 2000 以上的

笔数。 

3.4.3 求解任务分配问题 

对于不少项目和生产主管来说，任务分配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怎么能人

尽其用，合理利用人力和物力达到最大的生产效益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利用规划求解

可以达到人员的合理分配。 

例如，某医院新建一个病房，需要配备护士，周一到周日分别最少需要 16、12、12、

15、14、16、14人，按规定一个护士一周要连续上班 5天，医院病房给配备了 20名护

士，是否够用？我们用规划求解来解答此问题。 

根据已知条件建立关系表格，在 B1单元格输入星期一，向右填充到 H1单元格，建

立一周。护士编号为护士 1到护士 20，A2单元格输入护士 1，向下填充到 A21，建立 20

格护士的名单，并录入每天需要的护士数，如图 3-6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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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0 

B2：H21单元格区域用于记录护士实际上班情况，用 0表示未分配，1 表示分配任务，

且是该护士本周第一次上班的时间，此区域作为规划求解的可变单元格。 

J列用于统计护士是否有上班，根据任务分配问题的特性，每位护士最多只能上班 5

天，J2单元格公式填充至 J21单元格。J20=SUM(B2:H2)。 

第 22行用于计算每天上班的人数，B22公式为“=SUM($B$2:B21,E2:$H$27)”向右

填充到 E22单元格。F22 的公式为“=SUM(B2:F21)”。向右填充到 H22单元格。J22单元

格公式为“=SUM(B2:F21)”。 

注：护士是每周上班 5天，如果周一是第一天上班，则要连续上到周五，如果周四

第一天上班，则上星期四、五、六、日、一，依次类推。 

选中 J22单元格，打开【规划求解对话框】，在【设置目标单元格】文本框中选择

J22，选中最小值，设定【可变单元格】为 B2：H21。添加约束条件如图 3-61所示。选

中“使无约束变量为非负数”。选择求解方法为“单纯线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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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单击【求解】，显示图 3-62所示，单击【继续】按钮。 

   

图 3-62                                         图 3-63 

显示如图 3-63所示，单击【确定】按钮。显示如图 3-64所示，给出求解结果。注：

如可变单元格太多，将无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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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4 

3.5 使用图表分析数据 

在 Excel电子表格中图表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图表是指通过图形化的表示方式，对

数据内容进行直观的表现。根据电子表格中的数据内容创建图表，其意义在于能够直观

的说明表格中数据的意义。 

在 Excel中规定了分类轴和数据轴的概念，分类轴表示自变量，一般为 X轴，数据

轴表示引变量，一般设为 Y轴。创建任何形式的 Excel 图表都需要先确定自变量，即确

定分类轴数据，为了实现较复杂的数据分析，可以用数据轴同时反映多组数据。一般完

成一个图表的制作需要 4 个主要步骤：选择图表类型，确定数据源，设定图表选项，指

定图表位置。 

Excel2010中提供了 11中内置的图表类型，其中一些图表类型还有子图表类型，这

些图表类型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通过这些图表可以对销售数据进行分析。 

柱形图就是人们常说的直方图，用于显示某一段时间内数据的变化，或比较各数据

项之间的差异。分类在水平方向组织，而数值在垂直方向组织，以强调相对于时间的变

化。 

条形图也用于显示各数据之间的比较。与柱形图不同的是，其分类在垂直方向，而

数值在水平方向，以使观察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数值的比较上，而不在时间上。 

饼图用分割并填充了颜色或图案的饼形来表示数据，饼图通常用来表示一组数据，

如果需要，可以创建多个饼图来显示多组数据 

面积图用填充了颜色或图案的面积区域来显示数据，这种类型的图表适于显示有限

数量的若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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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线图用一系列以折线相连的点表示数据，这种类型的图表适于表示大批分组的数

据。 

散点图用一系列的点表示数据，这种类型的图表用来比较成对的数值。散点图通常

用于显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数据往往与时间有关系。 

股价图主要用于金融机构，用来分析有关财务方面的信息。 

3.5.1 股价图分析股价行情 

 

图 3-65 

图 3-65为某公司的的股票交易情况，这个工作表保存了股票交易的详细内容，包括

成交量、开盘、收盘、盘高、盘底和收盘信息。用 Excel 的股价图对股票数据进行分析，

如图 3-6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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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6 

制作步骤： 

（1）单击数据清单中的任一单元格，执行【插入】|【其他图表】|【股价图】。注

意这里列出了 4种股价图，每一种股价图能分析的数据不一样，选择合适的进行做图。 

（2）对图表进行美化修饰得出 3-66所示的图表。 

（3）在这种情况下作的图表默认是表的一部分，如果把生成的图表作为新表存放可

以选择【图表工具】|【设计】|【移动图表】，出现如图所示 3-67所示的对话框，选择

【新工作表】单选按钮，单击【确定】，完成。 

 

图 3-67 

3.5.2 比较直方图 

“比较直方图”是一种特殊的图表类型，用“比较直方图”可以在一个图表上对同

一类别的内容、同一事例做同向对比。 

某公司对某一领导进行考核，需要了解职工对该领导续任的看法即“赞成”或“反

对”，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使用“比较直方图”进行比较。图 3-68为数据源。 

制作步骤： 

（1）创建条形图 

单击数据区域中的任一单元格，单击功能区域中的【插入】|【条形图】，选择“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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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条形图”，生成如图 3-69所示的图表。 

   

图 3-68                                        图 3-69 

（2）格式化图表 

   

图 3-70                                     图 3-71 

选中系列“反对”，右键单击，选择快捷菜单中的“设置数据系列格式”，弹出“设

置数据系列格式”对话框，设置“系列重叠”100%，分类间隔 80%，如图 3-70 所示。单

击【关闭】按钮，图表如图 3-71所示。 

选中坐标轴标签，右键单击，选择快捷菜单中的“设置坐标轴格式”，打开“设置坐

标轴格式”对话框，“坐标轴标签”选择“低”，并勾选“逆序类别”，如图 3-72 所示。

单击“关闭”按钮，图表如图 3-73所示。 

   

图 3-72                                图 3-73 

在适当的部分进行美化处理，得到如图 3-74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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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4 

注：创建此类图表应当注意，图表的源数据是包括正、负的数据清单。通过本案例

学习，同学们应掌握此类图表的制作方法及图表的美化。 

3.5.3 创建自动缩放图表 

本案例要创建一个交互式图表，该图表的数据随工作表数据环境的变化而自动变化。

即工作表中删改数据，增加数据等等这个数据表会自动扩展或收缩。如图 3-75所示。 

 

图 3-75 

先创建一个标准图表，然后进行一些调整，使得该图表在添加新的数据时可以自动

扩大，删除数据时自动缩小。 

制作步骤： 

创建标准图表，单击数据区域的任一单元格，选择【插入】功能选取的【柱状图】|

【簇状柱形图】，得到如图 3-76所示的图表。 

   单击【公式】功能选取的【定义名称】，弹出【新建名称】对话框，定义名称

“yf=OFFSET(sheet1!$A$2,0,0,COUNTA(sheet1!$A:$A)-1,1)”，同理定义

“xse=OFFSET(sheet1!$B$2,0,0,COUNTA(sheet1!$B:$B)-1,1)”。如图 3-77 所示。 

单击图表区域，选择【图表工具】|【设计】|【选择数据】，打开如图 3-78所示的

“选择数据源”对话框。 

-20 -10 0 10 20 

销售部 

财务部 

技术部 

人事部 

研发部 

项目部 

反对 

赞成 



 

- 454 - 

 

图 3-76 

 

图 3-77 

 

图 3-78 

在“图例项（系列）”选项中，选择销售额，单击【编辑】按钮，弹出 3-79所示的

“编辑数据系列”对话框。在系列值处输入“=自动缩放图表.xlsx!xse”；同理在“水

平（分类）轴标签”处单击【编辑】按钮，打开“轴标签”对话框，如图 3-80所示，

在“轴标签区域”输入“=自动缩放图表.xlsx!yf”，单击【确定】按钮。 

 

图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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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0 

再次单击【确定】按钮，可看到自动缩放的图表。如图 3-81所示。 

 

图 3-81 

3.5.4 自动标识图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对于一个显示销售数据的图表，如果能动态的标识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会使图表显

得更直观、更形象。本案例将介绍在图表中动态标识图表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方法。我

们以上例中的数据表为例讲解。 

制作步骤： 

（1）先建立折线图，单击数据清单中的任一单元格，单击【插入】功能区的【折线

图】，单击【带数据标记的折线图】，显示如图 3-82 所示。 

（2）制作辅助列如图 3-83所示。 

在 C2单元格输入公式：=IF(B2=MAX(B$2:B$13),B2,NA())，在 D2单元格输入公式 

=IF(B2=MIN(B$2:B$13),B2,NA())。 

（3）选择 C1:D13单元格并复制，选中图表，执行【开始】|【粘贴】|【选择性粘

贴】，弹出如图 3-84所示的对话框，选择“添加单元格”为“新建系列”，“数值 Y 轴”

在“列”，并勾选“首行为系列名称”。单击【确定】按钮，图表如 3-85所示。添加了

“最大值”和“最小值”系列。 

（4）选择“最大值”系列，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设置数据系列格式”，弹出“设

置数据系列格式”对话框，按图 3-86所示进行设置。同理设置“最小值”系列。再进

行一些美化设置，图表为 3-87所示。添加数据标签，则图表如图 3-8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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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2                                    图 3-83 

   

图 3-84                                 图 3-85 

   

图 3-86                                        图 3-87 

   

图 3-88                                         图 3-89 

3.5.5 动态图表的创建 

数据源如图 3-89所示。 

（1）筛选法动态图标 

选中 A1到 E8单元格区域，在【插入】选项卡中单击【柱形图】|【簇状柱形图】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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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在工作表中嵌入一簇状柱形图。如图 3-90所示。 

 

图 3-90 

选中数据表中的任一单元格，在【数据】选项卡中单击【筛选】命令，则数据表如

图 3-91所示。 

 

图 3-91 

单击 A1单元格的筛选按钮，打开数据筛选下拉列表，取消“全选”复选框，选择“三

月”和“四月”复选框，如图 3-92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图表同时动态该表，如

图 3-93所示。 

   

图 3-92                                        图 3-93 

（2）公式法动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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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数据有效性，选择 G1单元格，在【数据】选项卡中单击【数据有效性】按钮，

打开【数据有效性】对话框，设置如图 3-94所示。完成后数据表为 3-95所示。 

   

图 3-94                            图 3-95 

在 G2单元格中设置公式“=OFFSET(A2,,MATCH($G$1,$B$1:$E$1))”并向下填充至

G7单元格。 

创建图表，选中 A1:A7 和 G1:G7单元格区域，在【插入】选项卡中单击【柱形图】|

【簇状柱形图】命令，在工作表中嵌入一簇状柱形图，如图 3-95所示。 

 

图 3-95 

3.5.6 背景饼图 

在默认的情况下，用户制作的饼图无法使饼图的每一个数据点共享一幅完整图片，

而使得每个系列都单独应用背景图片，本技巧是介绍饼图的背景单独使用一个图片背景

的做法。如图 3-96所示。数据源如图 3-97所示。 

   

图 3-96                                    图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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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步骤 

（1）选中数据表中任一单元格，在【插入】选项卡中单击【饼图】中的【饼图】，

如图 3-98所示。 

 

图 3-98 

 

图 3-99 

（2）在图表工具【格式】选项卡中选中“系列”销售量下的【设置所选内容格式】，

弹出如图 3-99所示的对话框，对“填充”、“边框颜色”和“边框样式”进行设置。 

（3）在图表工具【布局】选项卡中单击【数据标签】，选择【其他数据标签选项】

命令，打开【设置数据标签格式】对话框。设置如图 3-100所示。 

 

                 图 3-100                             图 3-101 

（4）选中工作表中任一单元格，在【插入】选项卡中【插图】组中，单击【形状】

下拉按钮，选择【椭圆】，绘制一个正圆（按<Shift>绘制正圆），在【格式】选项卡的

销售量 

北京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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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样式】组中单击【形状轮廓】下拉按钮，选择【无轮廓】，在【形状填充】下拉

按钮，在扩展菜单中选择【图片】选项，如图 3-101 所示。 

（5）选中设置好的自选图形，并复制一份。 

（6）选中图表【绘图区】，在【格式】选项卡中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按钮，

打开【设置绘图格式】对话框，在【填充】区域中选择【图片或文理填充】单选按钮，

在扩展的项目中单击【剪贴板】按钮，单击【关闭】按钮，完成设置，如图 3-102所示。 

 

图 3-102 

进一步设置图表格式，最终效果如图 3-96所示。 

练习：依照如图 3-103 所示数据做 3-104所示的双层柱形图。 

 

图 3-103 

 

图 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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