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创建数据透视表

本章主要针对初次接触数据透视表的用户，简要介绍什么是数据透视表以及数据透视表的用途，
并且手把手指导用户创建自已的第一个数据透视表，然后逐步了解数据透视表的结构、相关术语、
功能区和选项卡。

1.1

什么是数据透视表

数据透视表是用来从 Excel 数据列表、关系数据库文件或 OLAP 多维数据集等数据源的特定字
段中总结信息的分析工具。它是一种交互式报表，可以快速分类汇总比较大量的数据，并可以随时
选择其中页、行和列中的不同元素，以达到快速查看数据源的不同统计结果，同时还可以随意显示
和打印出用户所感兴趣区域的明细数据。
数据透视表有机地综合了数据排序、筛选和分类汇总等数据分析方法的优点，可以方便地调整
分类汇总的方式，灵活地以多种不同方式展示数据的特征。一张“数据透视表”仅靠鼠标指针移动
字段位置，即可变换出各种类型的报表。同时，应用数据透视表也是解决 Excel 函数公式速度瓶颈
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该工具是最常用、功能最全的 Excel 数据分析工具之一。

1.2

数据透视表的数据源
用户可以从 4 种类型的数据源中创建数据透视表。
z

Excel 数据列表

如果以 Excel 数据列表作为数据源，则标题行不能有空白单元格或者合并的单元格，否则不能
生成数据透视表，会出现错误提示，如图 1-1 所示。

图 1-1 错误提示

如果空白单元格或者合并的单元格出现在标题行的最后时，虽然可以生成数据透视
表，但是数据透视表的数据并不准确，空白单元格或者合并单元格的最后部分将不
参与数据透视表计算。

z

外部数据源

外部数据源包括文本文件、Microsoft SQL Server 数据库、Microsoft Access 数据库、dBASE
数据库等，Excel 2000 及以上版本还可以利用 Microsoft OLAP 多维数据集创建数据透视表。
z 多个独立的 Excel 数据列表
多个独立的 Excel 数据列表，数据透视表在创建过程中可以将各个独立表格中的数据信息汇总到一起。
z

其他的数据透视表

创建完成的数据透视表也可以作为数据源来创建另外一个数据透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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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

自己动手创建第一个数据透视表
图 1-2 所示的数据列表是某公司各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的费用发生额流水账。

图 1-2 费用发生额流水账

面对这个上千行的费用发生额流水账，如果需要分月份按部门统计费用的发生额，如图 1-3 所
示，部分用户通常的情况就是利用函数和公式完成。

图 1-3 费用发生额统计样表

首先，需要手工创建新报表，在工作表“函数公式”中输入行、列的表头（部门及月份），如
图 1-4 所示。

图 1-4 手工创建新报表

然后在 B2 单元格中输入公式=SUMPRODUCT((数据源!$A$2:$A$1044=函数公式!$A2)*(数据
源!$D$2:$D$1044=函数公式!B$1)*(数据源!$F$2:$F$1044))，向右、向下填充至 I13 单元格，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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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利用 SUMPRODUCT 函数统计

最后，在 J2 单元格中输入公式=SUM(B2:I2)，向下拉至 J13 单元格，在 B14 单元格输入公
式=SUM(B2:B13)，向右拉至 J14 单元格，完成后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利用 SUM 函数汇总

虽然完成了任务，但是输入数据、编辑公式还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当费用发生额流水账
进行部门调整时，如数据源中新增部门“开发办公室”，则无法自动在报表中反映出来，需要在报表
的表头手工添加“开发办公室”，重新设置公式后才能得到计算结果，如图 1-7 所示。

图 1-7 数据调整后，新增部门“开发办公室”无法自动反映在手工创建的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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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即使数据源的字段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当费用发生额流水账的数据达到几万行或更多时，
使用公式来执行报表分析计算的速度将会很慢，甚至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如果用户使用数据透视表来完成这项任务，则只需单击鼠标几次，耗时不超过 10 秒钟。下面
就来领略一下数据透视表的神奇功能吧。

示例 1.1

新手上路：创建自己的第一个数据透视表
单击如图 1-2 所示数据列表区域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如 A5），在【插入】选项卡
中单击数据透视表图标 ，弹出【创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创建数据透视表

保持【创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内默认的选项不变，单击【确定】按钮后即可创建一
张空的数据透视表，如图 1-9 所示。

图 1-9 创建空的数据透视表

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中勾选“月”和“发生额”字段的复选框，被添加
的字段自动出现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的【行标签】区域和【∑ 数值】区域，
同时，相应的字段也被添加进数据透视表中，如图 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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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向数据透视表中添加字段

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单击“部门”字段并且按住鼠标左键将其拖曳至【列标
签】区域，“部门”字段将作为列标签出现在数据透视表中，最终完成的数据透视表
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向数据透视表中添加字段

1.4

数据透视表的用途

数据透视表是一种对大量数据快速汇总和建立交叉列表的交互式动态表格，能帮助用户分析和
组织数据，例如，计算平均数、标准差，建立列联表、计算百分比、建立新的数据子集等。建好数
据透视表后，可以对数据透视表重新安排，以便从不同的角度查看数据。数据透视表的名字来源于
它具有“透视”表格的能力，从大量看似无关的数据中寻找背后的联系，从而将纷繁的数据转化为
有价值的信息，以供研究和决策所用。
5

第1章 创建数据透视表

1

总之，合理使用数据透视表进行计算与分析，能使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且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1

1.5

何时使用数据透视表分析数据

如果用户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多条件统计，从而快速提取最有价值的信息，并且还需要随时改
变分析角度或计算方法，那么使用数据透视表将是最佳选择之一。
一般情况下，如下的数据分析要求都非常适合使用数据透视表来解决。
(1) 对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多条件统计，而使用函数公式统计出结果的速度非常慢。
(2) 需要对得到的统计数据进行行列变化，把字段移动到统计数据中的不同位置上，迅速得到
新的数据，满足不同的要求。
(3) 需要在得到的统计数据中找出某一字段的一系列相关数据。
(4) 需要将得到的统计数据与原始数据源保持实时更新。
(5) 需要在得到的统计数据中找出数据内部的各种关系并满足分组的要求。
(6) 需要将得到的统计数据用图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可以筛选控制哪些值可以用图表来表示。

1.6

数据透视表结构
从结构上看，数据透视表分为 4 个部分，如图 1-12 所示。
报表筛选区域
列区域

值区域

行区域
图 1-12 数据透视表结构

(1) 行区域：此标志区域中的字段将作为数据透视表的行标签。
(2) 列区域：此标志区域中的字段将作为数据透视表的列标签。
(3) 值区域：此标志区域中的字段将作为数据透视表显示汇总的数据。
(4) 报表筛选区域：此标志区域中的字段将作为数据透视表的报表筛选字段。

1.7

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
【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中清晰地反映了数据透视表的结构，利用它用户可以轻而易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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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数据透视表内添加、删除和移动字段，设置字段格式，甚至不动用【数据透视表工具】和数据透
视表本身便能对数据透视表中的字段进行排序和筛选。
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中也能清晰地反映出数据透视表的结构，如图 1-13 所示。

1

1．打开和关闭【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在数据透视表中的任意单元格上（如 A5）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显示字段
列表】命令即可调出【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如图 1-14 所示。

字段节区域

报表筛选区域

列区域

行区域

值区域
图 1-13 数据透视表结构

图 1-14

打开【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单击数据透视表中的任意单元格（如 A5）
，在【数据透视表工具】的【选项】选项卡中单击【字
段列表】按钮，也可调出【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如图 1-15 所示。

图 1-15 打开【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被调出之后，只要单击数据透视表就会显示。
单击【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标题栏上的下拉按钮将出现包含【移动】
、【大小】和【关
闭】菜单的下拉列表，选择它们可以分别移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改变【数据透视表
字段列表】对话框的大小和关闭【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直接单击【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
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 也可关闭【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如图 1-16 所示。

2．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中显示更多的字段
如果用户采用超大表格作为数据源创建数据透视表，那么数据透视表创建完成后很多字段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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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要添加到报表的字段】列表框内无法显示，只能靠拖动滚动条来选择要添加的字段，影响了用户
创建报表的速度，如图 1-17 所示。

图 1-16 关闭【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图 1-17 未完全显示数据透视表字段的
【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单击【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字段】列表框右侧的下拉按钮，选择【字段节和区域节并排】命令
即可展开【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字段】列表框
内的更多字段，如图 1-18 所示。

3．【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的排序和筛选功能
数据透视表排序和筛选的操作既可以通过
数据透视表的专有工具来完成，也可以在数据
透视表中通过单击各个字段的下拉按钮来完
成，同样，这些操作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
中也是可以完成的。
图 1-18 展开【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字段】列表框
内的更多字段
将鼠标指针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中
的“字段节”区域游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每当鼠标指针停留在“字段节”中的任意字段上时，在字
段的右侧就会显示一个下拉按钮，单击这个按钮就会出现与在数据透视表中单击字段下拉按钮一样
的菜单，可以方便灵活地对这个字段进行排序和筛选，如图 1-19 所示。

图 1-19 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中进行排序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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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改【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字段】中字段的显示顺序

1

数据透视表创建完成后，【数据透视表
字段列表】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
字段】列表框内的字段显示顺序默认为按“数
据源顺序排列”
，如图 1-20 所示。
如果用户希望将【选择要添加到报表的
字段】列表框内字段的显示顺序改变为“升
序”排序，可以参照以下步骤。
在数据透视表中的任意单元格上（如
A4）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
选择【数据透视表选项】命令调出【数据
透视表选项】对话框，单击【显示】选项
卡，【字段列表】选择【升序】单选钮，最
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设置，如图 1-21
所示。

图 1-20 默认的“按数据源顺序排序”字段

图 1-21 按“升序”排序字段

1.8

数据透视表中的术语
数据透视表中的相关术语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数据透视表中的相关术语

术

语

数据源

术 语 说 明
从中创建数据透视表的数据列表或多维数据集

轴

数据透视表中的一维，如行、列和页

列标签

信息的种类，等价于数据列表中的列

行标签

在数据透视表中具有行方向的字段

报表筛选字段

数据透视表中进行分页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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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术

1

语

术 语 说 明

字段标题

描述字段内容的标志。可以通过拖动字段标题对数据透视表进行透视

项目

组成字段的成员。如图 1-11 中，01～12 各个月份就是组成行标签字段的项目

组

一组项目的集合，可以自动或手动地为项目组合

透视

通过改变一个或多个字段的位置来重新安排数据透视表
Excel 计算表格中数据的值的函数，文本和数值的默认汇总函数分别为计数和

汇总函数

求和

分类汇总

数据透视表中对一行或一列单元格的分类汇总

刷新

重新计算数据透视表，反映最新数据源的状态

1.9 【数据透视表工具】
数据透视表创建完成后，单击数据透视表中的任意单元格，就会显示【数据透视表工具】
，此工
具为数据透视表所专有，【数据透视表工具】项下设有【选项】和【设计】子选项卡，可以分别显示
【选项】和【设计】选项卡中各个功能组命令按钮并配以特定的图标，数据透视表的所有功能和特性
都可以通过【数据透视表工具】来完成。

1.9.1 【选项】选项卡的主要功能
【选项】选项卡中的各个功能组菜单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选项】选项卡

【选项】选项卡的功能按钮分为 9 个组，分别是【数据透视表】组、【活动字段】组、【分组】
组、【排序和筛选】组、
【数据】组、
【操作】组、
【计算】组、
【工具】组和【显示】组。
【选项】选
项卡中按钮的功能如表 1-2 所示。
表 1-2
组

【选项】选项卡按钮功能
按 钮 名 称
选项

数据透视表

活动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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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数据透视表选项】对话框

显示报表筛选页

创建一系列链接在一起的数据透视表，每张表显示报表筛选页中的一项

生成 GetPivotData

调用数据透视表函数 GetPivotData，从数据透视表中获取数据

展开整个字段

展开活动字段的所有项

折叠整个字段

折叠活动字段的所有项

字段设置
分组

按 钮 功 能

将所选内容分组

调出【字段设置】对话框
对数据透视表进行手动分组

1 1.9 【数据透视表工具】

续表
组

按 钮 名 称

按 钮 功 能

取消组合

取消数据透视表存在的组合项

将字段分组

排序和筛选

对日期或数字字段进行自动组合

升序

将所选内容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序

降序

将所选内容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序

排序

调出【排序】对话框

插入切片器

调出【插入切片器】对话框，使用切片器功能

刷新

数据

刷新数据透视表

更改数据源

操作

更改数据透视表的原始数据区域及外部数据的连接属性

清除

清除数据透视表字段及设置好的报表筛选

选择

选择数据透视表中的数据

移动数据透视表
计算

设置数据透视表数据区域字段的值汇总方式

值显示方式

设置数据透视表数据区域字段的值显示方式
在数据透视表中插入计算字段、计算项以及集管理

数据透视图

创建数据透视图

OLAP 工具

基于 OLAP 多维数据集创建的数据透视表的管理工具
基于 OLAP 多维数据集创建的数据透视表的分析工具，支持数据透视表

模拟分析

中改动的数据回写至数据源

字段列表
显示

改变数据透视表在工作簿中的放置位置

按值汇总
域、项目和集

工具

开启或关闭【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显示或隐藏
字段标题

1

展开或折叠数据透视表中的项目
显示或隐藏数据透视表行、列的字段标题

1.9.2 【设计】选项卡的主要功能
【设计】选项卡中的各个功能组菜单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设计】选项卡

【设计】选项卡的功能按钮分为 3 个组，分别是【布局】组、
【数据透视表样式选项】组和【数
据透视表样式】组。【设计】选项卡中按钮的功能如表 1-3 所示。
表 1-3

【设计】选项卡按钮功能
组

按 钮 名 称
分类汇总

布局

总计
报表布局
空行

按 钮 功 能
将分类汇总移动到组的顶部或底部及关闭分类汇总
开启或关闭行和列的总计
使用压缩、大纲或表格形式的数据透视表显示方式
在每个项目后插入或删除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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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

数据透视表样式选项

按 钮 名 称
行标题

将数据透视表行字段标题显示为特殊样式

列标题

将数据透视表列字段标题显示为特殊样式

镶边行

对数据透视表中的奇、偶行应用不同颜色相间的样式

镶边列

对数据透视表中的奇、偶列应用不同颜色相间的样式

浅色
中等深浅
数据透视表样式

12

按 钮 功 能

提供 29 种浅色数据透视表样式
提供 28 种中等深浅数据透视表样式

深色

提供 28 种深色数据透视表样式

新建数据透视表样式

用户可以自定义数据透视表样式

清除

清除已经应用的数据透视表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