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操作 Excel 对象
Microsoft Excel 对象模型提供了大量的对象，通过操作这些对象及其属性、方法和
事件，我们能完全控制 Excel 应用程序，从而实现特定的功能。
本篇主要介绍常用的 Application 对象、Window 对象、Workbook 对象、Worksheet
对象、Range 对象以及 Shape 对象的应用技巧。通过学习这些技巧，读者能够熟悉
和理解这些对象，熟练地使用其属性、方法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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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和应用程序
个性化 Excel 标题栏

默 认 情 况 下 ， 当 工 作 簿 窗 口 最 大 化 时 ， Excel 标 题 栏 文 本 由 应 用 程 序 的 标 题 文 本
（Application.Caption）和活动窗口的标题文本（ActiveWindow.Caption）通过连字符组合而成，如
图 6-1 所示。
当工作簿窗口不处于最大化状态时，Excel 标题栏文本为应用程序标题，如图 6-2 所示。

图 6-1

工作簿窗口最大化时的标题栏样式

图 6-2

工作簿窗口非最大化时的标题样式

用户在编写自己的应用系统时，通常都希望在应用程序的标题栏中显示编写的应用程序名称，
此时需要修改应用程序和活动窗口的标题文本，如下面的代码所示：
#001 Sub SetCaption()
#002
Application.Caption = "XXXX 信息管理系统"
#003
ActiveWindow.Caption = VbNullString
#004 End Sub
代码解析：
SetCaption 过程代码在活动窗口最大化时将 Excel 标题栏文本设置为“XXXX 信息管理系统”
。
其中，第 2 行代码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的 Caption 属性将应用程序标题文本修改为“XXXX 信
息管理系统”
。当设置应用程序标题文本为空字符串时，将默认显示为“Microsoft Excel”
。
第 3 行代码使用 Window 对象的 Caption 属性将活动窗口的标题文本修改为空字符串。当活
动窗口标题文本 ActiveWindow.Caption 不为空字符串时，
Excel 会自动在两者之间添加连字符。
运行 SetCaption 过程后的结果如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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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修改 Excel 标题栏的标题文本

最大化应用程序窗口

在 Excel 中使用 Window 对象的 WindowState 属性返回或设置窗口的状态，该属性取值可为表 7
枚举的 XlWindowState 常量之一，分别对应着窗口的 3 种状态。
运行下面的示例代码可以将应用程序窗口和当前活动窗口最大化。
#001 Sub MaximizedWin()
#002
Application.WindowState = xlMaximized
#003
ActiveWindow.WindowState = xlMaximized
#004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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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WindowState 常量
常

量

值

描

述

XlMaximized

-4137

最大化

xlNormal

-4143

正常

xlMinimized

-4140

最小化

在窗口处于最大化或最小化状态时，不能设置窗口的 Left、Top、
Width、Height 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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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全屏显示

在某些情形下，即便是最大化应用程序窗口和活动窗口，用户可能仍然觉得工作空间较小，无
法在屏幕中同时浏览到更多的数据信息。此时通过设置为全屏显示模式将应用程序窗口最大化，并
隐藏应用程序窗口的标题栏，可以在屏幕中显示更多的数据。运行下面的代码可以实现全屏显示。
Application.DisplayFullScreen = True
Excel 在全屏显示模式和普通显示模式中分别对工具栏、状态栏和编辑栏保留各自独立的显示
设置。在退出全屏显示模式时，能自动恢复普通显示模式中的原来设置。
在默认的全屏显示模式中，Excel 将只显示工作表菜单栏和全屏显示工具栏。运行下面的示例
代码能真正地实现全屏显示。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018
#019
#020
#021
#022

Sub RealFullScreen()
With Application
.DisplayFullScreen = True
.CommandBars(1).Enabled = False
.CommandBars("Full Screen").Controls(1).OnAction = "RestoreWindow"
End With
With ActiveWindow
.DisplayHeadings = False
.DisplayHorizontalScrollBar = False
.DisplayVerticalScrollBar = False
.DisplayWorkbookTabs = False
End With
End Sub
'取消全屏显示
Sub RestoreWindow()
With Application
.DisplayFullScreen = False
.CommandBars(1).Enabled = True
.CommandBars("Full Screen").Reset
End With
With ActiveWindow
.DisplayHeadings =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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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DisplayHorizontalScrollBar = True
#024
.DisplayVerticalScrollBar = True
#025
.DisplayWorkbookTabs = True
#026
End With
#027 End Sub
代码解析：
第 3 行代码使用 DisplayFullScreen 属性使 Excel 以全屏模式显示。
第 4 行代码隐藏工作表菜单栏。
第 5 行代码修改“全屏显示”工具栏的第 1 个控
件指定其 OnAction 属性。关于命令栏与命令栏控件的
内容请参阅第 11 章。
第 8 行代码隐藏活动窗口的行号和列标。
第 9、10 行代码分别隐藏活动窗口的水平滚动条
和垂直滚动条。
第 11 行代码隐藏活动窗口中的工作表标签。
RestoreWindow 过程代码还原 RealFullScreen 过程
代码所做的修改。
运行 RealFullScreen 过程后的结果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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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全屏显示

限定工作簿窗口大小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固定窗口的大小以及限定显示单元格区域的功能。运行下面的代码可以实现
仅包含 9×9 个单元格的区域的窗口界面。
#001 Sub SetGameWindow()
#002
Dim UsedW As Single, UsedH As Single
#003
Dim ViewRange As Range
#004
Set ViewRange = Range("A1:I9")
#005
With ActiveWindow
#006
.DisplayHeadings = False
#007
.DisplayHorizontalScrollBar = False
#008
.DisplayVerticalScrollBar = False
#009
.DisplayWorkbookTabs = False
#010
.WindowState = xlNormal
#011
UsedW = .Width - .UsableWidth
'获得窗口左右边框宽度
#012
UsedH = .Height - .UsableHeight
'获得窗口上下边框高度
#013
.Width = ViewRange.Width + UsedW
'设定窗口宽度
#014
.Height = ViewRange.Height + UsedH
'设定窗口高度
#015
.ScrollRow = 1
'滚动窗口到第 1 行
#016
.ScrollColumn = 1
'滚动窗口到第 1 列
#017
.ActiveSheet.ScrollArea = ViewRange.Address
'设定允许滚动区域
#018
.EnableResize = False
'禁止调整窗口大小
#019
End With
#020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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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析：
第 4 行代码将对象变量 ViewRange 指向单元格区域 A1:I9。有关单元格区域的引用方式的内容
请参阅第 4 章技巧 58。
第 6 行代码设置不显示行号列标。第 7 行代码设置不显示水平滚动条。第 8 行代码设置不显示
垂直滚动条。第 9 行代码设置不显示工作表标签。
第 10 行代码设置窗体显示为正常状态（仅当窗口显示为正常状态时，才能够设置窗口大小）
。
第 11 行代码获得窗口左右两个边框的总宽度，Width 属性以磅为单位返回窗口的宽度，
UsableWidth 属性以磅为单位返回应用程序窗口区域中一个窗口能占有的最大宽度。
第 12 行代码获得窗口上下两个边框的总高度（包含标题栏）
，Height 属性以磅为单位返回窗口
的高度，UsableHeight 属性以磅为单位返回应用程序
窗口区域中一个窗口能占有的最大高度。
第 13 行代码指定窗口的宽度。第 14 行代码指定
窗口的高度。
第 15 行代码将工作表的第 1 行移动到窗口顶部。
第 16 行代码将工作表的第 1 列移动到窗口的最左侧。
第 17 行代码设置活动工作表允许滚动的区域。有关
工作表的引用方式和工作表允许滚动区域的内容请
参阅第 3 章技巧 25 和技巧 33。第 18 行代码禁止调
整窗口大小。
运行 SetGameWindow 过程后的结果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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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限定窗口大小与显示区域

隐藏 Excel 主窗口

如果用户希望在程序启动时或运行的过程中隐藏 Excel 主窗口，则有下面两种方法实现。

10-1

设置 Application.Visible=False

Application 对象的 Visible 属性决定了 Application 对象是否可视。当该属性值为 False 时，
Application 对象不可视。
运行下面的示例代码，当工作簿文件打开时，则可隐藏 Excel 主窗口，仅显示用户登录窗体
Frm_Login，效果如图 10-1 所示。
#001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002

Application.Visible = False

#003

Frm_Login.Show

'显示窗体

#004 End Sub
当需要重新显示 Excel 主窗口时，设置 Application.Visible=True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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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10-2

隐藏 Excel 主界面

将窗口移出屏幕

设置 Application 对象的 Left 属性（从屏幕左边界至 Excel 主窗口左边界的距离）或 Top 属
性（从屏幕顶端到 Excel 主窗口顶端的距离），将 Application 对象移出屏幕外，即可隐藏 Excel
主窗口。
下面的示例代码设置 Application 对象的 Left 属性为一个较大的数值，从而将应用程序窗口移出
屏幕，效果如图 10-2 所示。
#001 Sub MoveAppMainWindow()
#002

Application.WindowState = xlNormal

#003

Application.Left = 10000

#004

Frm_Login.Show

#005 End Sub

图 10-2

将应用程序窗口移出屏幕

只有当应用程序窗口处于正常状态（即 Application.WindowState= xlNormal）时，才能够设置
Application 对象的 Left 属性。与通过设置 Visible 属性实现的效果不同，使用本方法仍然会在任务栏
中显示应用程序窗口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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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 Excel 主窗口移至屏幕之外时，要将用户窗体显示在屏幕中
，
心，需设置用户窗体的 StartUpPosition 属性值为“2 – 屏幕中心”
如图 10-3 所示。

图 10-3

窗体属性窗口

此时将应用程序窗口设置为最大化状态即可显示 Excel 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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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工作簿窗口

如果需要隐藏工作簿窗口，有下面两种方法。

11-1

设置 Window 对象的 Visible 属性

应用于 Application 对象的 Windows 集合返回当前应用程序中所有的窗口，应用于 Workbook 对
象 的 Windows 集 合 则 只 包 含 指 定 工 作 簿 中 的 窗 口 （ 一 个 工 作 簿 可 以 包 含 多 个 窗 口 ）， 而
ActiveWindow 属性则返回应用程序中当前的活动窗口。使用 Windows(index)返回单个 Window 对
象，其中的 index 为窗口名称或编号。
如果需要设置隐藏的窗口为非当前活动窗口，则可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的 Windows 对象集合
或 Workbook 对象的 Windows 集合指定要隐藏的窗口。下面的示例代码应用不同对象的 Windows 集
合隐藏了工作簿 Book1.xls 的窗口。
使用 Workbook 对象的 Windows 集合对象：
#001 Sub HideWindow()
#002
Workbooks("Book1.xls").Windows(1).Visible = False
#003 End Sub
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的 Windows 集合对象：
#001 Sub HideWindow()
#002
Application.Windows("Book1.xls").Visible = False
#003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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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plication 对象的 Windows 集合对象隐藏工作簿窗口时，
“Book1.xls”为窗口的标题文本，即窗口未处于最大化状态时出现
在窗口顶部标题栏中的文字。能够通过窗口的 Caption 属性设置
窗口的标题，与工作簿的名称可能不同。
要取消隐藏工作簿窗口，可以使用相应的代码将 Visible 属性值设置为 True：
#001 Sub ShowWindow()
#002
Workbooks("Book1.xls").Windows(1).Visible = True
#003 End Sub
下面的示例代码在打开工作簿时隐藏了该工作簿窗口，而显示用户登录窗口，如图 11 所示。
#001 Private Sub Workbook_Open()
#002
Me.Windows(1).Visible = False
#003
frm_Login.Show '显示登录窗口
#004 End Sub

图 11

11-2

'隐藏窗口

隐藏工作簿窗口

设置工作簿作为加载宏运行

利用加载宏不显示工作簿窗口的特点，通过设置工作簿作为加载宏运行可以隐藏工作簿窗口。
具体的设置方法请参阅第 7 章的技巧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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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触发相关 Excel 事件

在运行程序时，有些代码可能会触发相关的 Excel 事件，例如修改单元格内容后将触发相关工
作表的 Worksheet_Change 事件，保存工作簿前将触发工作簿的 Workbook_BeforeSave 事件等。
Application 对象的 EnableEvents 属性禁止或允许对象事件。如果希望在代码运行的过程中禁止
触发可能产生的 Excel 事件，那么可以在相应的代码运行之前设置 Application 对象的 EnableEvent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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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值为 False，代码执行之后再恢复该属性值为 True。
例如在工作表代码窗口中 Worksheet_Change 事件的代码如下。
#001 Private Sub Worksheet_Change(ByVal Target As Range)
#002
MsgBox Target.Address
#003 End Sub
当执行下面的 EnableEvent 过程时将触发 Worksheet_Change 事件，显示如图 12 所示的消息窗口。
有关 MsgBox 函数的使用方法请参阅第 8 章技巧 136。
#001 Public Sub EnabledEvent()
#002
Range("A1") = "Excel VBA"
#003 End Sub

图 12

消息窗口

当执行下面的 DisableEvents 过程时，因为在修改单元格之前禁止了对象事件，所以不会触发
Worksheet_Change 事件过程而显示消息窗口。
#001 Public Sub DisableEvents()
#002
Application.EnableEvents = False
#003
Range("A1") = "Excel VBA"
#004
Application.EnableEvents = True
#005 End Sub
在代码中设置 Application.EnableEvents 属性为 False 后，应该在代
码结束前的适当位置恢复该属性值为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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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 Excel 状态栏信息

Excel 状态栏显示应用程序的当前状态（例如就绪、输入等）或上下文提示信息，在必要时用
户可以通过设置 Application 对象的 Statusbar 属性修改状态栏，以显示用户相应的自定义信息。
运行下面的示例代码在保存当前文件时，在状态栏中可以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提示文本。
#001 Sub SetStatubar()
#002
Dim blnPreStatus As Boolean
#003
With Application
#004
blnPreStatus = .DisplayStatusBar
#005
.DisplayStatusBar = True
#006
.StatusBar = "正在保存文件,请稍候......"
#007
ThisWorkbook.Save
#008
.StatusBar = False
#009
.DisplayStatusBar = blnPreStatus
#010
End With
#011 E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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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解析：
第 4 行代码将应用程序状态栏的当前属性保存在变量 blnPreStatus 中，以便代码执行结束后恢
复原来的状态。在可能修改系统某些设置的情况下保存可能修改的项目的原来状态，在代码执行结
束或程序退出时恢复系统原来的设置是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
第 5 行代码设置 DisplayStatusBar 属性为真，使状态栏处于显示状态。
第 6 行代码给 StatusBar 属性设置在状态栏上显示的文本。
第 8 行代码恢复状态栏为系统的默认文本。如果省略此语句，状态栏将一直显示用户设置的文本。
第 9 行代码恢复状态栏为原来的显示状态。
图 13-1 和图 13-2 分别显示了保存文件时系统默认的状态栏文本和运行 SetStatubar 过程后的状
态栏文本。

图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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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保存文件状态栏信息

图 13-2

用户自定义保存文件状态栏信息

Excel 中的“定时器”

事实上 Excel 并没有提供定时器控件，但是用户可以通过 Application 对象提供的 OnTime 方法
实现简单的定时器功能。
将下面的代码写入一个标准模块中。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Dim Runtime As Date
Sub RunTimer()
Runtime = Now() + TimeValue("00:00:01")
Application.OnTime Runtime, Procedure:="my_Procedure"
End Sub
Sub my_Procedure()
Range("A1") = Format(Time(), "h:mm:ss")
RunTimer
End Sub
Sub KillTimer()
Application.OnTime Runtime, Procedure:="my_Procedure", _
Schedule:=False
#012 End Sub
运行 RunTimer 过程，通过上面两个过程的循环调用实现每隔一秒钟运行一次 my_Procedure 过
程，从而不断地在单元格 A1 中显示当前时间，如图 14 所示。
代码解析：
第 3 行代码获得系统的下一秒时间赋值给 Runtime 变量。其中函数 Now()
返回系统的当前时间，TimeValue("00:00:01")返回 1 秒的时间。
第 4 行代码安排在 Runtime 指定的时间运行 my_Procedure 过程。
第 7 行代码在单元格 A1 中刷新当前时间。
第 8 行代码重新调用 RunTimer 过程，安排下一次刷新的时间。
第 11 行代码取消 Runtimer 时刻的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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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A1 单元格显示
数字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