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Excel VBA 基础
Microsoft Excel 提供了许多内置的工具，使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学习和使用 VBA。用
户能够通过录制宏自动地获取 VBA 代码，并有多种方式执行它们。同时，VBE 提
供的诸多选项和工具也能够帮助用户更好地输入和组织 VBA 代码。更重要的是，
Excel 提供了完整的帮助系统，让我们随时能得到帮助。
本篇主要介绍如何录制宏并获取有效的 VBA 代码，如何执行宏或调用过程以及快
速输入代码的方法，如何编写高效的 VBA 代码的规则，最后还提供了有效地获得
帮助的方式。通过本篇的学习，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使用宏录制器，灵活地执行
宏或调用过程，有效地编写和组织代码并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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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宏并获取有效的代码

使用宏录制器是获取 Excel VBA 代码最简单的方式，尤其是对于没有任何编程经验的 VBA 学
习者。例如希望在 VBA 中使用 Excel 的“高级筛选”功能从图 1-1 所示的 Database 工作表的数据表
中获得在图 1-2 所示的 Result 工作表内指定的日期范围内的数据，并将数据复制到以单元格 B5 开
始的单元格区域。

图 1-1

从中获取数据的数据表

图 1-2

要使用的日期范围

单击菜单“工具”→“宏”→“录制新宏”
，将显示如图 1-3 所示的
“录制新宏”对话框。

图 1-3 “录制新宏”对话框

其中“宏名”文本框显示为默认的名称“Macro1”
，建议修改为有意义的名称。在“快捷键”
文本框中输入的字母将作为运行宏的组合键即<Ctrl+字母>，如果在输入字母的同时按下<Shift>
键，运行宏的组合键则为<Ctrl+Shift+字母>。在“保存在”下拉列表中列出了保存录制宏的 3 个
位置：当前工作簿、新工作簿和个人宏工作簿，选择“当前工作簿”将宏保存在活动工作簿中，选
择“新工作簿”将宏保存在一个新的空工作簿中，选择“个人宏工作簿”将宏保存在名为 Personal.xls
的特定文件中，启动 Excel 时会自动地装载该文件。在“说明”文本框中添加宏的注释，即显示在
代码顶部的文字，用来提供与该宏相关的信息。
通常在录制宏之前，应规划好操作步骤，尽可能少地录制不必要的操作。
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此时会出现如图 1-4 所示的工具栏，
包含两个按钮：
“停止录制”按钮和“相对引用”按钮。单击“停
止录制”按钮将停止录制操作，单击“相对引用”按钮将以相对于
当前单元格的方式录制操作。默认的情况下，Excel 采用绝对引用
的方式录制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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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引用

图 1-4 “停止录制”工具栏

此时工作簿状态栏中会出现“录音”的提示，菜单也由“录制新宏”
变为“停止录制”
。
在 Excel 中进行操作。单击菜单“数据”→“筛选”→“高级筛选”
，
在打开的“高级筛选”对话框中选中“将筛选结果复制到其他位置”
单选按钮，如图 1-5 所示。

图 1-5 “高级筛选”对话框

在“高级筛选”对话框中单击“列表区域”文本框，然后用鼠标选
定 Database 工作表中的 A1:F10 单元格区域，即原始数据列表。
在“高级筛选”对话框中单击“条件区域”文本框，然后用鼠标选
定 Result 工作表中的 B2:C3 单元格区域，即指定的日期范围。
在“高级筛选”对话框中单击“复制到”文本框，然后用鼠标选定
Result 工作表中的 B5 单元格，即目标数据区域的起始单元格。完
成选择后的“高级筛选”对话框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完成选择后的“高级筛选”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获取的数据将复制到单元格 B5 开始的区域中，
结果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利用“高级筛选”获取的数据

宏录制器将记录步骤 3 至步骤 7 所进行的操作，并将其转换成相应
的 VBA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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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宏录制，单击菜单“工具”→“宏”→“Visual Basic 编程器”
或者按<Alt+F11>组合键在 VBE 中查看录制的代码，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录制的代码

整理或修改代码。录制操作完成，接下来应该在 VBE 中整理或修
改宏录制器所录制的宏代码，使宏更简洁、更灵活且更有效率。
通常宏录制器会“认真地”记录用户的每一步操作，应用与操作相关的所有属性和方法的所有
参数，而实际进行的操作仅仅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删除代码中与操作无关的方法参数和属性。
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选定对象和激活对象的代码并无实际的用途，而且会降低宏代码的整体
效率，所以可以删除。
此外，通过录制而得到的宏代码不够灵活，仅能用于执行某项特定的操作任务；不能做出判断，
不能执行循环，不能提示用户输入相关信息，不能使用变量赋值；只能生成 Sub 过程。因此为了创
建功能更强大的宏程序，有必要对录制宏的代码进行改进。
在修改录制的代码时，应及时地调试代码，以免误删所需要的代码。关于优化代码的更多内容
请参阅技巧 4 以及本书第 24 章的内容。
本例中录制的代码很简洁，没有多余的代码，因此无须整理。在进一步的应用中，需要获取
AdvancedFilter 方法所在的代码并适当地修改该代码，当用户在 Database 工作表中增加数据时能查
询最新的数据，使代码更灵活。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001 Sub GetDatas()
#002
Dim lLastRow As Long
#003
lLastRow = Sheets("Database").UsedRange.Rows.Count
#004
Range("B5:G65536").Clear
#005
Sheets("Database").Range("A1:F" & lLastRow).AdvancedFilter _
Action:=xlFilterCopy, _
CriteriaRange:=Range("B2:C3"), _
CopyToRange:=Range("B5"), _
Unique:=False
#006 End Sub

代码解析：
第 3 行中的代码获取 Database 工作表中已使用区域的行数并赋值给变量 lLastRow。
第 4 行中的代码清除了当前工作表中上次查询所获得的数据，以免在本次查询的结果中留下不
必要的数据。
第 5 行中的代码修改了宏录制器生成的代码，使用变量 lLastRow 扩展数据列表，从而可以获取
最新的数据。
修改代码后可以在 Database 工作表中添加数据，重新运行 GetData 过程。如果新添加的数据满
足条件，就会自动地添加到结果数据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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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此段代码时，Result 工作表应该为活动工作表。
可以修改 Result 工作表单元格区域 B3:C3 中的日期范围，然后再次运行 GetData 过程，从而获
取满足该日期范围的数据。

技巧

2

执行宏（调用过程）的 5 种方式

在 Excel 中执行宏，实际上就是调用 Excel VBA 过程。Excel 提供了多种调用过程的方式，以满
足不同的情形和适应不同的需求。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调用过程的方法。

2-1

利用“窗体”控件或对象调用过程
从“窗体”工具栏中拖放“按钮”控件到工作表的适当位置，将出
现“宏”对话框；或者在已经存在于工作表中的“按钮”上单击右
键，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指定宏”
，如图 2-1 所示。
显示“窗体”工具栏的方法是单击菜单“视图”→“工具栏”→“窗体”
。

图 2-1 “按钮”右键菜单

在“宏”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宏名”，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宏”对话框

单击工作表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取消对该按钮的选择。
现在只要单击该按钮就能够执行宏（调用指定的过程）
。Excel 工作
表中的图片、形状也可以调用过程，调用的方法与上面的步骤相同。
15

第一篇

2-2

Excel VBA 基础

利用“控件工具箱”控件调用过程
选择“控件工具箱”工具栏中的“命令按钮”进入设计模式。
显示“控件工具箱”工具栏的方法是单击菜单“视图”→“工具
栏”→“控件工具箱”
。
拖放“命令按钮”控件到工作表的适当位置，双击该命令按钮或者
在该命令按钮上单击右键，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查看代码”
，
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命令按钮”右键菜单

在该命令按钮的单击事件过程中，输入调用过程的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1_Click()
Call GetDatas
End Sub
其中 Call 语句调用 GetDatas 过程。也可以不加 Call 语句，而直接
输入要调用的过程名称 GetDatas。
回到 Excel 界面，单击“控件工具箱”工具栏左上角的按钮退出设
计模式，如图 2-4 所示。

图 2-4

退出设计模式

此时单击该命令按钮即可调用指定的过程。

关于控件的内容请参阅第 12 章。

2-3

在菜单或工具栏中调用过程

在 Excel 菜单中能够添加菜单项，然后使用该菜单项调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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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菜单“工具”→“自定义”，在弹出的“自定义”对话框中选
择“命令”选项卡。
在左侧的“类别”栏中找到“宏”
，然后单击右侧的“命令”栏中
的“自定义菜单项”
。
拖动“自定义菜单项”到菜单栏，例如将其拖至菜单“文件”中的
“文件搜索”的下方，创建一个自定义菜单项，如图 2-5 所示。

图 2-5

在菜单栏中添加新菜单项

在刚创建的自定义菜单项中单击右键。
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可以重命名该菜单项，为其命名一个有意义的
名称，例如输入“数据搜索”
。
在右键菜单中单击“指定宏”
。
在打开的“指定宏”对话框中选择相应的宏名，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
在“自定义”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
此时在菜单“文件”下就新增了一个名为“数据搜索”的菜单项，单击该菜单项即可调用指定
的过程。
同样也可以在工具栏或新菜单中调用过程，操作步骤与上面的步骤相似，只是需要将图 2-5 中
的“自定义按钮”拖至工具栏相应的位置并指定宏。

2-4

在一个过程中调用另一个过程

在使用 VBA 编写程序时，一个好的习惯是尽量将实现单独功能的代码放置在独立的过程中，
并在主过程中调用这些独立的过程。这样不仅便于程序的调试，而且程序的结构清晰，便于理解和
维护，也能够重复使用通用的过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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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用一个示例演示在程序中调用过程的方法。如图 2-6 所示的工作表，其中“加班费基数”
固定，每个加班为 80 元，
“加班数”由人工输入，
“加班系数”根据加班个数而不同，
“加班费”为
“加班费基数”
、
“加班数”和“加班系数”的乘积。要求自动地根据“加班数”确定“加班系数”
并得到“加班费”数值，然后将最大加班费数值所在的单元格的底纹设置为绿色。

图 2-6

示例工作表

示例代码如下。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023
#024
#025
#026
#027
#028
#029
#030
#031
#032
#033
#034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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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 lLastRow As Long
Sub myMain()
Dim rng As Range
lLastRow = Range("A" & Cells.Rows.Count).End(xlUp).Row
Range("D3:E" & lLastRow).Clear
'调用获取加班系数的过程
Call GetExtraNum
'调用计算加班费的过程
Call CalculateExtra
Set rng = Range("E3:E" & lLastRow)
'调用设置加班费列格式的过程
Call SetFormat(rng)
End Sub
'获取加班系数并输入工作表
Sub GetExtraNum()
Dim i As Long, ExtraNum As Single
For i = 3 To lLastRow
ExtraNum = Range("C" & i).Value
Range("D" & i).Value = GetExtra(ExtraNum)
Next i
End Sub
'计算加班费并输入工作表
Sub CalculateExtra()
Range("E3:E" & lLastRow).FormulaR1C1 = "=RC2*RC3*RC4"
End Sub
'设置加班费列的格式并突出显示最大值
Sub SetFormat(rngF As Range)
With rngF
.NumberFormat = "0.00"
.HorizontalAlignment = xlCenter
.FormatConditions.Delete
.FormatConditions.Add Type:=xlExpression, Formula1:="=RC5=max(C5)"
.FormatConditions(1).Interior.ColorIndex = 4
End With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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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获取加班系数
#037 Function GetExtra(num As Single) As Single
#038
Select Case num
#039
Case 1, 2
#040
GetExtra = 1
#041
Case 3 To 5
#042
GetExtra = 1.05
#043
Case Is > 5
#044
GetExtra = 1.1
#045
Case Else
#046
GetExtra = 0
#047
End Select
#048 End Function

代码解析：
本示例包括 5 个过程，其中 myMain 过程为主调过程，用来调用另外 4 个过程。
GetExtraNum 过程用来获取“加班系数”并输入到工作表相应的单元格中。该过程中调用
GetExtra 函数过程根据“加班数”来获取相应的“加班系数”，其中使用了 Select Case 结构
语句。
CalculateExtra 过程用来计算“加班费”并输入到工作表，代码中使用 R1C1 样式的公式计算单
元格数值的乘积。
SetFormat 过程用来设置“加班费”列的格式，其中第 31 行至第 33 行中的代码使用条件格式
来判断单元格区域中的最大值，并对该值所在的单元格设置格式。
第 7 行、第 9 行和第 12 行中的代码调用 Sub 过程，第 19 行中的代码调用 Function 过程。除了
本书后面介绍的属性过程外，Excel VBA 有两种类型的过程：Sub 过程和 Function 过程。
在 Sub 过程中能够调用 Function 过程和其他的 Sub 过程。如果从另一个过程中调用 Sub 过程，
那么该 Sub 过程可以接受输入参数。
不能运行一个带有直接输入参数的 Sub 过程。
Function 过程也可以接受输入参数，能够调用另一个 Function 过程，甚至 Sub 过程。与 Sub 过
程不同的是：Function 过程能够返回值。
自定义函数比内置的工作表函数的效率更低，特别是在工作表中
大量地使用自定义函数时。此外，自定义函数不能操作工作表及
其单元格，不能改变单元格的格式设置，例如复制或移动单元格、
设置字体的颜色等。
在 myMain 过程中使用 Call 语句调用过程，也可以省略 Call 语句，直接使用过程的名称
来调用该过程。在使用 Call 语句调用过程时，如果该过程有参数，则必须在被调过程的参数
的周围加上括号，如第 12 行中的代码。如果省略 Call 语句，对于带参数的 Sub 过程，参数的
周围则不应该放置括号；对于 Function 过程，如果要使用该函数过程的返回值，则应该在参
数的周围放置括号，如果不需要使用带参数的 Function 过程的返回值，在参数的周围则不需
要放置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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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参数时，建议同时声明参数的类型。对于 Function 过程，建议同时声明该函数过程的
返回值类型，例如第 37 行中的代码。此外在指定参数的值时，应使用“:=”指定参数的名称以便
于理解。
运行 myMain 过程后的结果如图 2-7 所示。

图 2-7

2-5

自动计算“加班费”并设置格式

利用 Excel 事件调用过程

如果在打开工作簿时，希望直接运行技巧 1 中的 GetDatas 过程，则可在工作簿的 Open 事件过
程中输入下面的代码：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GetDatas
End Sub
当然还可以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的 Run 方法执行过程。 关于 Run 方法的具体使用请参阅

技巧 19。

技巧

3

快速输入代码的方法

在编写 VBA 程序时，充分地利用 VBE 的相关设置和工具并了解一些技巧，将有助于快速地输
入代码，尤其在代码较多时。

3-1

进行必要的辅助设置

在 VBE 的“选项”对话框中有一些设置能够辅助 VBA 代码的输入，或者避免干扰 VBA 的输入。
在 VBE 中单击菜单“工具”→“选项”
，弹出如图 3-1 所示的“选项”对话框。
建议取消勾选“自动语法检测”复选框。如果勾选该复选框，那么每当在代码模块中新输入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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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编译错误时都会弹出一个错误消息框，如图 3-2 所示。

图 3-1

VBE“选项”对话框

图 3-2

自动语法检测出现的消息框

此时用户需要单击“确定”按钮取消消息框，才能继续输入代码。如果在“选项”对话框
中取消该复选框，则不会弹出消息框，但存在错误的代码行仍然会标记颜色，提醒用户该行存
在错误。
建议勾选“自动列出成员”
、
“自动显示快速信息”以及“自动显示数据提示”等复选框，这样
在输入 VBA 代码时可以提供辅助输入提示或者必要的参考信息，从而有助于代码的输入。
如果勾选“自动列出成员”复选框，那么在输入代码时就会显示出对象的成员列表，包括
该对象的属性、方法和事件，选择需要的成员后按空格键即可完成自动输入。如果选中“自动
显示快速信息”复选框，那么输入函数、属性和方法时就会显示出相关的参数变量信息。如果
选中“自动显示数据提示”复选框，在代码处于调试状态时，鼠标指针放置在变量上方就会显
示相应的值。

3-2

使用“编辑”工具栏

在 VBE 的“编辑”工具栏上（如图 3-3 所示）
，使用一些按钮有助于快速地输入正确的 VBA
代码。
属性/方法列表

参数信息

常数列表 快速信息
自动完成关键字

图 3-3 “编辑”工具栏及相应的工具按钮

如果在输入对象和句点并且出现了与该对象相关的属性和方法列表后按<Esc>键关闭了该列
表，或者关闭了函数、属性和方法的参数提示信息，则能够使用该工具栏上相应的“属性/方法列
表”按钮和“参数信息”按钮再次显示信息。
同样，在使用常数的语句中按下“常数列表”按钮，则会出现相关的常数列表。选择了 VBA
语句、函数、方法、过程名称或者常数后单击“快速信息”按钮，则会显示所选项目的语法和常数
值。当输入某个关键字的前几个字母后按下<Ctrl+Space>组合键或者单击“自动完成关键字”按钮，
则会自动地输入该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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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操作系统中，由于<Ctrl+Space>组合键经常作为切换
中英文输入法的快捷键，因此此时无法使用此快捷键自动地
输入关键字。

3-3

导入现有的代码

有许多通用的 VBA 代码，或者其他工程中的代码稍作修改就能运用于某工程中，此时可以将
这些代码导入到该工程中重复使用，而不必从头输入代码。
当然从其他的模块中复制所需的代码块，然后将这些代码粘贴到正在编写的模块中，也有助于
快速地编写代码。

3-4

使用宏录制器生成代码

对于与 Excel 内置功能有着相同操作的代码，可以先使用宏录制器将 Excel 中的操作转换为相
应的代码，然后在录制的代码中复制需要的部分到所需的代码模块中。特别是需要输入大量格式
设置的代码时，宏录制器能够帮助快速地生成代码。当然在应用录制的代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
修改。

技巧

4

编写高效的 VBA 代码

本书第 24 章将从 VBA 技术本身详细地介绍如何使 VBA 代码更高效。这里将主要从代
码的规范化、编写代码的习惯、阅读理解代码的效率等角度简要地说明如何编写高效的 VBA
代码。

4-1

善于使用注释

在编写代码的同时使用注释，简要地说明编写的每
个过程的目的、关键语句实现的操作、对过程所做的任
何修改、描述变量等，可以使代码更容易阅读、理解和
维护。
也可以利用注释标记分隔过程，以区分不同的过
程，使程序结构一目了然，如图 4 所示。
此外使用 VBE 中“编辑”工具栏的“设置注释块/
解除注释块”
，也可以将 VBA 语句暂时设置成注释块，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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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于调试代码。

4-2

合适的命名并使用变量

在代码中尽量不要使用“硬编码”
，而使用更为灵活的变量。为变量起一个合适的名称并遵守
一定的命名规范，将有助于理解变量的作用。
建议在 VBE 的“选项”对话框中勾选“要求变量声明”复选框，以强制声明所有的变量。这样
做有以下 3 个好处。
（1）容易发现并修改变量名拼写错误，否则 VBA 会认为其错误的拼写为一个新的 Variant 类型
变量，并赋予其值为 0 或空（字符）
。
（2）可以提高程序的执行速度，不必每一次在编译时都对变量进行检查。
（3）能为对象变量自动地列出可用的属性和方法列表，以防止对属性和方法拼写错误而出现无
效的方法和属性。
在声明变量时，应该明确变量的作用域，避免变量混淆。在使用变量时，要遵守变量的语法规
则，例如使用 Set 关键字为对象变量赋值，使用 New 关键字实例化对象变量。在对象变量使用完成
后应及时地释放变量。此外对于在循环中使用的计数变量，应确保该变量遵循一定的规律变化，而
不会意外地改变该变量的值。

4-3

不要随便省略

在 VBA 中大部分对象都有一个默认的属性，例如 Range 对象的默认属性是 Value 属性。在书写
代码时可以省略.Value，其效果与写上.Value 是相同的。但是建议在编写代码时，即使是默认的属
性还是要写全，以便于阅读和理解程序，从而养成良好的程序设计习惯。
在调用其他程序时最好写上 Call 关键字。当然 Call 关键字可写可不写，但是加上 Call 关键字
能够清楚地表明该程序正在调用另一个过程。

4-4

限制 GoTo 语句的使用

在 VBA 中已经有很多循环结构可用来实现循环功能，而使用 GoTo 语句进行循环则违背了结构
化程序设计的原则，使得程序代码更难阅读，也容易出错。建议尽量不要使用 GoTo 语句，除非该
语句能够真正地简化代码，或者非得使用该语句不可。

4-5

合理使用循环

在使用循环结构时，无论是否满足循环结束的条件，只要达到了目的就应退出循环，以减少不
必要的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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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循环的开始和结束比较特殊，一般要检查最开始或最结尾时循环进行的操作，以免出现不
符合要求的结果或错误。

4-6

声明函数类型

在自定义函数时，建议用 As 关键字声明函数返回值的数据类型，要养成声明函数返回值的数
据类型的习惯。

4-7

使用名称

在程序中对单元格区域引用时，最好对该单元格区域指定名称。定义名称后，无论该单元
格区域添加或删除行，都能保证引用的是正确的单元格区域，并且还能使用对象的一些通用的
属性。

4-8

一个模块实现一项任务

代码越简单，就越容易维护和修改，并且较小的程序也容易理解和调试。如果过程的代码很长，
那么既不便于阅读，也不便于维护。
运用模块化的方法，将过程代码中具有独立功能的过程分离出来，形成几个具有单一功能的过
程，然后在一个主过程中调用这些过程，同时将实现不相关功能的代码放置在不同的模块中，而在
一个模块中包含所有相关过程的代码，这样代码则更容易维护，也容易阅读理解，还可以重复利用。

4-9

一个窗体实现一项功能

应该让一个窗体只实现一项功能，尽量保持窗体简单一些。并且窗体模块代码应该只包含操
作窗体控件的过程，而没有操作窗体及其中任何控件的过程则应该放置在代码模块中。

4-10

为编写代码打好基础

在编写代码之前应该先设置好工作簿或工作表，为编写代码打好基础。例如不是必须需要利用
代码实现的操作，应尽量先使用 Excel 的内置功能操作工作表，然后使用 VBA 代码实现特定的需求。
特别是在处理大量的数据时，应先设计好数据的结构，对数据进行必要的整理，使其尽可能地满足
一定的规律，这样往往可以极大地减少代码量，也能使开发变得更容易。

4-11

使用错误处理技术，让代码更健壮

好的应用程序应能自己对可能发生的错误进行处理。通常运行程序时所发生的错误将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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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A 停止代码的运行，用户将会看到显示错误编号和错误说明的对话框。好的应用程序不会让用户
来处理这些错误，而是在应用程序中集成了错误处理代码，然后可以跟踪并采取相应的动作。有关
错误处理技术的更多技巧请参阅第 23 章。

技巧

5

有效地获得帮助

大多数用户都不太可能准确地记住 Excel VBA 所有的对象及其属性、方法和事件，也难以熟悉
所有的 VBA 函数的使用方法，因此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将有助于代码的编写。

5-1

在 VBA 帮助系统中获得帮助

在 VBE 的右上角有一个组合框（如图 5-1 所示）
，在其中输入需要帮助的问题或关键字将会出
现相关信息的列表，如图 5-2 所示。

图 5-1

输入需要帮助的问题的组合框

图 5-2

搜索的结果列表

在该列表中单击需要帮助的条目，将出现该条目的帮助信息，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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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5-2

VBA 帮助信息

使用<F1>键获得帮助

在代码窗口中选择需要了解信息的对象、属性、方法、事件或函数等的名称，或者将光标置于
该名称内，然后按<F1>键，将出现如图 5-3 所示的帮助信息。

5-3

使用<F2>键获得帮助

在 VBE 中按<F2>键将出现“对象浏览器”窗口，如图 5-4 所示。
在“对象浏览器”窗口中包括已引用的库中所有
的对象及其属性、方法和事件。在“对象浏览器”窗
口的左上角选择类型库，然后输入关键字，单击“搜

选择类型库

搜索按钮

输入关键字

索”按钮，在“搜索结果”列表框中就会列出相应的
结果。下方的“类”列表框列出了选择的库中所有的
可用的对象类，其右侧列出了该类的所有成员。在“对
象浏览器”窗口的底部显示了所选成员的相关代码，
如果单击其中的绿色链接文本，就会在“对象浏览
器”窗口中快速地跳到所选成员的类或库。

图 5-4 “对象浏览器”窗口

如果选择“对象浏览器”窗口中的任一条目，然后按<F1>键，则会出现与该条目相关的帮助
信息。

5-4

使用宏录制器获得帮助

如果不能确定所需操作使用的对象、属性或者方法，那么可以在 Excel 中打开宏录制器录制相
应的操作，然后查看生成的代码，从中找出所需要的对象、属性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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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在“立即窗口”中试验代码

使用立即窗口获得帮助

在 VBE 中单击菜单“视图”→“立即窗口”或者按<Ctrl+G>
组合键会显示“立即窗口”
。在“立即窗口”中可以试验代码并
，从而帮助正确地编写代码。
立即得到结果（如图 5-5 所示）

5-6

在 Excel 论坛中搜索或提问

目前大多数的 Excel 论坛都提供了搜索功能，可以输入关键字来得到问题的相关帮助信息。这
里以 Excel Home 论坛的“搜索”为例，如图 5-6 所示。

图 5-6

Excel Home 论坛搜索

在输入需要帮助的关键字并选取相应的版面后单击“站内搜索”按钮，将会出现相关的结果，
如图 5-7 所示。此时能够从结果中查找相关的内容，看看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无现成的答案。

图 5-7

搜索的结果列表

当然也可以在 Excel 论坛中发贴提出自己的问题，往往也会得到较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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