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生产准备

制造型企业的生产过程基本上都是
从接收订单、配料开始的，本篇就来讲解
订单管理、物料配制以及在生产准备过程
中关于环境的管理控制，主要引用了
BOM 和 5S 等管理概念。

第1章

订单管理

第2章

物料配制

第3章

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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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采用计算机辅助企业生产管理，首先
要使计算机能够读出企业所制造的产品
构成和所有要涉及的物料。为了便于计算
机识别，必须把用图示表达的产品结构转
化成某种数据格式，这种以数据格式来描
述产品结构的文件就是物料清单，即
BOM。它是定义产品结构的技术文件，
因此，它又称为产品结构表或产品结构
树。在某些工业领域，可能称为“配方”
、
“要素表”或其他名称。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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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背景
要进行生产，就需要制订生产计划，然后根据生产计划计算出所需要的物料。本案例中介绍
的是某单位的 BOM（物料清单）计算表，该表格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根据日生产计划自动地对“产品物料”表中的相应信息进行填充输入；
2．根据日生产计划以及物料清单自动地计算出物料耗用。

关键技术点
要实现本案例中的功能，读者应当掌握以下的 Excel 技术点。
 单元格的引用方法
 三维引用的使用

New!
New!

 函数的应用：SUMPRODUCT 函数、SUMIF 函数、INDIRECT 函数、ROW 函数和 N
函数

New!

 文本运算符&的应用

New!

最终效果展示

示例文件
光盘\本书示例文件\第 1 章\1-1BOM 计算表.xls

1.1

创建日生产计划表
为了实现本案例的功能，首先需要有日生产计划，所以我们先来创建日生产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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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创建工作簿
依次单击 Windows 的“开始”菜单
→ “ 程 序 ” → “ Microsoft Office ” →
“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3 ” 启 动
Excel 2003，此时会自动地创建一个新的
工作簿文件 Book1。

Step 2 保存并命名工作簿
①单击菜单“文件”→“保存”弹出
“另存为”对话框，然后单击“新建文件
夹”按钮

。

②在弹出的“新文件夹”对话框中输
入名称“生产管理”，然后单击“确定”
按钮。

③在“文件名”文本框中输入文件名
“订单管理”，然后单击“保存”按钮即可
完成新建工作簿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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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重命名工作表
双击 Sheet1 工作表标签进入工作
表重命名状态，输入“日生产计划”，然
后按<Enter>键确认。
Step 4 输入标题
在 A1:E1 单元格区域分别输入表格
各个字段的标题。

Step 5 输入表格数据
依次在表格中输入日生产计划的数
据。

Step 6 调整列宽
将光标置于 B 列、C 列的列标之间，
当光标变为 形状时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向右拖动适当地调整表格列宽，使单元
格的数据能够完全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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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知识点讲解
1．调整行高、列宽
如果单元格内的信息过长，列宽不够，部分内容就显示不出来，或者行高不合适，为此可以
通过调整行高和列宽来达到要求。
（1）鼠标拖动设置行高、列宽
将光标移到行号间（列标间），当光标变成

（

）形状时按住鼠标左键不放，上下（左右）

拖动鼠标设置所需的行高（列宽）
，这时会自动地显示高度（宽度）值，调整到合适的行高（列宽）
后松开鼠标即可。
如果要更改多行（列）的高度（宽度），先选定要更改的所有行（列），然后拖动其中的一个
行号间（或列标间）即可。如果要更改工作表中所有行（列）的高度（宽度）
，可以单击全选按钮，
然后拖动任何一列的下（右）边界即可。

在行、列边框线上双击，即可将行高、列宽自动地调整到与单元格的内容相适应。

（2）用菜单精确地设置行高、列宽
选定所需调整的区域后单击“格式”→“行”
（
“列”
）→“行高”
（“列宽”
），然后 可以在弹出
的“行高”（
“列宽”
）对话框上设定行高或列宽的精确值。
（3）自动地设置行高、列宽
选定需要设置的行或列，单击菜单“格式”→“行”
（“列”）→“最合适的行高”
（“最合适的
列宽”
），系统会自动地调整到最佳的行高或列宽。

2．隐藏行或列
如果单击菜单“格式”→“行”（
“列”）→“隐藏”，所选的行或列将被隐藏起来。
单击菜单“格式”→“行”
（“列”）→“取消隐藏”，则可再现被隐藏的行或列。
若在“行高”
（“列宽”
）对话框上设定数值为“0”
，那么也可以实现整行或整列的“隐藏”。

1.2

BOM 表
接下来创建每一种产品的物料清单，共有 4 个工作表，即“cp1”
、
“cp2”
、
“cp3”和“cp4”
，

然后在这些表中建立相应产品的 BOM（物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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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重命名工作表
双击 Sheet2 工作表标签进入工作表
重命名状态，输入“物料汇总”，然后按
<Enter>键确认。
该工作表用来存放物料汇总的相关
数据。

Step 2 新建工作表
单击工作表标签“Sheet3”切换到
Sheet3 工作表，然后单击菜单“插入”
→“工作表”，在 Sheet3 工作表之前插
入新的工作表“Sheet4”。
接下来按此操作方法插入 3 个新建
的工作表。

Step 3 重命名工作表
将“Sheet3”、
“Sheet4”、
“Sheet5”
和“Sheet6”工作表分别重命名为“cp1”、
“cp2”、“cp3”和“cp4”。
这 4 个工作表用于存放 4 种产品对应
的物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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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选择多个工作表
单击工作表标签“cp1”，按住 <Shift>
键不放，单击标签滚动按钮

中的

按钮 ，找到 cp4 工作表后单击其标签，
以连续选中这 4 个工作表，然后松开
<Shift>键。
此时就可以在选中的各个工作表中
的相同位置输入相同的内容。

Step 5 输入标题
①分别在 A1、A2、A3、C1 和 C2 单
元格中输入标题。
②在 B5:F5 单元格区域输入产品物
料名称。

Step 6 选择连续的多个单元格
单击 B5 单元格，按住<Shift>键不放
再单击 F5 单元格，即可选中 B5:F5 单元
格区域，然后松开<Shift>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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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多个工作表
通过单击 Excel 工作表标签，可以快速地切换到不同的工作表。如果要同时在几个工作表中输入或编辑数据，可
以通过选择多个工作表组合工作表。还可以同时对选中的多个工作表进行格式设置或打印。

选

择

操

作

单击该工作表的标签

一张工作表

如果看不到所需的标签，可以单击标签滚动按钮以显示所需的标签，然后单击该标
签即可

两张或多张相邻的工作表

单击第 1 张工作表的标签，然后在按住<Shift>键的同时单击要选择的最后一张工作
表的标签

两张或多张不相邻的工作表

单击第 1 张工作表的标签，然后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单击要选择的其他工作表的
标签

工作簿中的所有工作表

右键单击任意一张工作表，然后单击快捷菜单中的“选定全部工作表”

在选定多张工作表时，在工作表顶部标题栏中会显示“[工作组]”字样。要取消选择工作簿
中的多张工作表，可以单击任意未选定的工作表。如果看不到未选定的工作表，则可右键单击选
定工作表的标签，然后单击快捷菜单中的“取消组合工作表”即可。
在活动工作表中，输入或编辑的数据会反映到所有选中的工作表中。这些更改可能替换活动
工作表中的数据，还可能替换其他选中的工作表中的数据。
处于组合状态下的工作表，复制或剪切的数据不能粘贴到另一个工作表中，因为复制区域的
大小包括所选工作表的所有层，因此不同于一张单独的工作表中的粘贴区域。在将数据复制或移
动到另一个工作表之前，应确保只选择了一张工作表。
接下来为这些标题设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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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 设置连续单元格的格式
选 择 B5:F5 单 元 格 区 域 （ 参 阅
Step6），然后单击菜单“格式”→“单
元格”弹出“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Step 8 设置字体颜色
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字
体”选项卡，然后单击“颜色”右侧的
下箭头按钮弹出颜色面板，从中选择“蓝
色”。

Step 9 设置单元格底纹
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中单击 “图
案”选项卡，在“单元格底纹”下方的
颜色面板中选择“灰色”。

这样就为连续单元格设置了统一的
格式，效果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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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0 输入数据
单击任意一个未选定的工作表以取消
工作组。
在工作表“cp1”、“cp2”、“cp3”和
“cp4”中分别输入产品编码和物料信息。

单元格选择方法
下表列出了在 Excel 中选中单元格的快捷方法。
选取范围

操

作

单元格

鼠标单击或按方向键移动选择

多个连续单元格

从选择区域左上角拖曳至右下角，或者单击选择区域左上角的单元格，然后按住
<Shift>键单击选择区域右下角的单元格

多个不连续单元格

在按住<Ctrl>键的同时，用鼠标选中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

整行或整列

单击工作表相应的行号和列标

相邻行或列

用鼠标拖曳行号或列标

整个表格

单击工作表左上角行列交叉的按钮，选择“编辑/全选”命令或者按<Ctrl+A>组合键

接下来在多个工作表中同时输入公
式。
Step 11 选择多个工作表
选中连续的工作表“cp1”、“cp2”、
“cp3”和“c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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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2 设置单元格底色
①选中 B2 单元格，单击菜单“格式”
→“单元格”。
②弹出“单元格格式”对话框，然后
单击“图案”选项卡，在“单元格底纹”
下方的颜色面板中选择“灰色”。

Step 13 编制公式创建“产品名称”数据
选中 B2 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以
下公式，按<Enter>键确认。
=VLOOKUP($B$1,日生产计划!$A:$C,2,0)

Step 14 编制公式创建“生产数量”数据
①选中 B3 单元格，设置“单元格底
纹”颜色为“灰色”、字体颜色为“红色”、
字形为“加粗”。
②选中 B3 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
以下公式，按<Enter>键确认。
=VLOOKUP($B$1,日生产计划!$A:$C,3,0)

Step 15 编制公式创建“仓库编码”数据
①选中 D1 单元格，设置单元格底纹
颜色为“灰色”。
②选中 D1 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
以下公式，按<Enter>键确认。
=VLOOKUP($B$1,日生产计划!$A:$E,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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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6 编制公式创建“技图号”数据
①选中 D2 单元格，设置“单元格底
纹”颜色为“灰色”。
②选中 D2 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
以下公式，按<Enter>键确认。
=VLOOKUP($B$1,日生产计划!$A:$E,5,0)

至 此 就 为 连 续 的 工 作 表 “ cp1 ”、
“cp2”、
“cp3”和“cp4”输入了统一的数
据。

关键知识点讲解
1．单元格引用
在 Excel 中编辑公式时，往往会涉及对单元格的引用。系统提供有多种引用的方法。
（1）单元格的绝对引用
不论包含公式的单元格处在什么位置，公式中所引用的单元格位置都是其工作表的确切位置。
若用街道地址来作比喻的话，绝对引用就像一个特定的地址，如“人民路 32 号”。
单元格的绝对引用通过在行号和列标之前加一个美元符号“$”来表示。
如$A$1、$B$2，依次类推。
（2）单元格的相对引用
相对引用是像 A1 单元格这样的引用，该引用指引 Excel 从公式单元格出发如何找到引用的
单元格。可以用“指路”来作形象的比喻，即告之从出发地如何走到目的地，如“往前走三个路
口”。
（3）单元格的混合引用
混合引用是指包含一个绝对引用坐标和一个相对引用坐标的单元格引用。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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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绝对引用行相对引用列，如 B$5。
 或者绝对引用列相对引用行，如$B5。
以上这些引用方式一般称之为“A1 引用样式”，这是最常用的引用样式，在以后的案例中基
本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单元格的引用。
（4）单元格的 R1C1 引用样式
同“A1 引用样式”一样，R1C1 引用样式也可以分为单元格的相对引用和单元格的绝对引用
两种。
R1C1 格式是绝对引用，如 R3C5 是指该单元格位于第 3 行第 5 列。
R[1]C[1]格式是相对引用，其中“[]”中的数值标明引用的单元格的相对位置。
如果引用的是左面列或上面行中的单元格还应当在数值之前添加“-”。
例如引用下面一行右面两列的单元格则表示为“R[1]C[2]”；
引用上面一行左面两列的单元格时则表示为“R[-1]C[-2]”；
而引用上面一行右面两列的单元格则表示为“R[-1]C[2]”。
下表是“R1C1 引用样式”的示例。
引

用

含

义

R[-2]C

对在同一列、上方两行的单元格的相对引用

R[2]C[2]

对在下方两行、右侧两列的单元格的相对引用

R2C2

对在工作表的第 2 行、第 2 列的单元格的绝对引用

R[-1]

对活动单元格整个上面一行单元格区域的相对引用

R

对当前行的绝对引用

2．VLOOKUP 函数
VLOOKUP(lookup_value,table_array,col_index_num,range_lookup)
函数用途
在表格数组的首列查找值，并由此返回表格数组当前行中其他列的值。
参数说明
lookup_value：为需要在表格第 1 列中查找的数值。lookup_value 可以为数值或引用。若
lookup_value 小于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的最小值，VLOOKUP 函数将返回错误值 #N/A。
table_array：为两列或多列数据。请使用对区域的引用或区域名称。table_array 第 1 列中的
值是由 lookup_value 搜索的值，这些值可以是文本、数字或逻辑值，不区分大小写。
col_index_num：为 table_array 中待返回的匹配值的列序号。
 col_index_num 为 1 时，返回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的数值。
 col_index_num 为 2 时，返回 table_array 第 2 列中的数值。
依次类推。
 如果 col_index_num 小于 1，VLOOKUP 函数则返回错误值 #VALUE!。
 大于 table_array 的列数，VLOOKUP 函数返回错误值 #REF!。
range_lookup：为一个逻辑值，指定希望 VLOOKUP 函数查找精确的匹配值还是近似的匹配
值。
 如果为 TRUE 或省略，则返回精确匹配值或近似匹配值。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精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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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则返回小于 lookup_value 的最大数值。
 如果为 FALSE，VLOOKUP 函数将只寻找精确匹配值。在此情况下，table_array 第 1 列
的值不需要排序。如果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有两个或多个值与 lookup_value 匹配，则使用第 1
个找到的值。如果找不到精确匹配值，则返回错误值 #N/A。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的值必须按升序排序，否则 VLOOKUP 函数可能无法返回正确的值。
可以选择“数据”菜单中的“排序”命令，再选择“递增”将这些值按升序排序。有关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默认排序次序。
函数说明
 在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搜索文本值时，应确保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的数据没有前导空格、
尾随空格、不一致的直引号（'或"）、弯引号（‘或“）或非打印字符。在上述情况下，VLOOKUP
函数可能返回不正确或意外的值。


在搜索数字或日期值时，应确保 table_array 第 1 列中的数据未保存为文本值，否则

VLOOKUP 函数可能返回不正确或意外的值。
 如果 range_lookup 为 FALSE 且 lookup_value 为文本，则可在 lookup_value 中使用通
配符问号 (?) 和星号 (*)。问号可匹配任意单个字符，星号可匹配任意字符序列。如果要查找实
际的问号或星号本身，应在该字符之前键入波形符 (~)。
函数简单示例
示例数据如下：

VLOOKUP 函数应用示例如下表所列。
公

式

说明（结果）

=VLOOKUP(1,A2:C10,2)

使用近似匹配搜索 A 列中的值 1，在 A 列中找到小于等于 1 的最大
值 0.956，然后返回同一行中 B 列的值（2.27）

=VLOOKUP(1,A2:C10,3,TRUE)

使用近似匹配搜索 A 列中的值 1，在 A 列中找到小于等于 1 的最大
值 0.956，然后返回同一行中 C 列的值（150）

=VLOOKUP(0.7,A2:C10,3,FALSE)

使用精确匹配在 A 列中搜索值 0.7。因为 A 列中没有精确匹配的值，
所以返回一个错误值（#N/A）

=VLOOKUP(0.1,A2:C10,2,TRUE)

使用近似匹配在 A 列中搜索值 0.1。
因为 0.1 小于 A 列中最小的值，
所以返回一个错误值（#N/A）

=VLOOKUP(2,A2:C10,2,TRUE)

使用近似匹配搜索 A 列中的值 2，在 A 列中找到小于等于 2 的最大
值 1.3，然后返回同一行中 B 列的值（1.81）

本例公式说明
本例中的工作表“cp1”
、“cp2”、
“cp3”和“cp4”中的 B2 单元格中输入的是公式:
=VLOOKUP($B$1,日生产计划!$A:$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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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式中的 lookup_value 参数是$B$1，表示需要查找的是 B1 单元格中的值，即 cp1。
 参数 table_array 的值是日生产计划!$A:$C，表示查找的表格数组（范围）是日生产计划
工作表中的 A 列至 C 列。
 参数 col_index_num 为 2，表示返回表格数组中第 2 列的值。
 参数 range_lookup 为 0，表示逻辑假，标准为：FALSE。
所以该公式的作用是在表格数组中的第 1 列中查找 cp1，如果找到则返回表格数组中对应的
第 2 列的数据。

扩展知识点讲解
HLOOKUP 函数
HLOOKUP(lookup_value,table_array,row_index_num,range_lookup)
函数用途
在表格或数值数组的首行查找指定的数值，并由此返回表格或数组当前列中指定行处的数值。
当比较值位于数据表的首行，并且要查找下面给定行中的数据时，请应用 HLOOKUP 函数。当比
较值位于要查找的数据左边的一列时，请应用 VLOOKUP 函数。
（HLOOKUP 中的“H”代表“行”
）
。
参数说明
lookup_value：为需要在数据表第 1 行中进行查找的数值。lookup_value 可以为数值、引用
或文本字符串。
table_array：为 需要在其中 查找数据的 数据表。可 以使用对区 域或区域名 称的引用 。
table_array 的第 1 行的数值可以为文本、数字或逻辑值。
 如果 range_lookup 为 TRUE，table_array 的第 1 行的数值则必须按升序排列：...-2、-1、
0、1、2、…、A~Z、FALSE、TRUE，否则 HLOOKUP 函数不能给出正确的数值。
 如果 range_lookup 为 FALSE， table_array 则不必进行排序。
 文本不区分大小写。
row_index_num：为 table_array 中待返回的匹配值的行序号。
 row_index_num 为 1 时，返回 table_array 第 1 行的数值。
 row_index_num 为 2 时，返回 table_array 第 2 行的数值。
依次类推。
 如果 row_index_num 小于 1，HLOOKUP 函数则返回错误值 #VALUE!。
 如果 row_index_num 大于 table_array 的行数，HLOOKUP 函数则返回错误值 #REF!。
range_lookup：为一个逻辑值，指明 HLOOKUP 函数查找时是精确匹配还是近似匹配。
 如果为 TRUE 或省略，则返回近似匹配值。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精确匹配值，则返回小
于 lookup_value 的最大数值。
 如果 range_lookup 为 FALSE，HLOOKUP 函数将查找精确匹配值，如果找不到则返回
错误值 #N/A。
函数说明


如果 HLOOKUP 函数找不到 lookup_value，且 range_lookup 为 TRUE，则使用小于

lookup_value 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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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HLOOKUP 函数小于 table_array 第 1 行中的最小数值， HLOOKUP 函数则返回错
误值 #N/A。
函数简单示例
示例数据如下：

HLOOKUP 函数应用示例如下表所列。
公

式

说明（结果）

=HLOOKUP("Amanda",A1:C4,2,TRUE)

在首行查找 Amanda，并返回同列中第 2 行的值（5）

=HLOOKUP("Beatrice",A1:C4,3,FALSE)

在首行查找 Beatrice，并返回同列中第 3 行的值（3）

=HLOOKUP("B",A1:C4,3,TRUE)

在首行查找 B，并返回同列中第 3 行的值。由于 B 不是精确匹配，
因此将使用小于 B 的最大值 Amanda（8）

=HLOOKUP("Caroline",A1:C4,4)

在首行查找 Caroline，并返回同列中第 4 行的值（11）

=HLOOKUP(3,{1,2,3;"a","b","c";"d","e","f"},2,TRUE)

在数组常量的第 1 行中查找 3，并返回同列中第 2 行的值（c）

1.3

物料汇总表
经过以上的操作，已经建立了日生产计划，并且创建了每一种产品的 BOM，接下来就以这

些工作表为基础对物料进行汇总。

Step 1 选择连续的单元格
①拖动鼠标选中 A1 单元格，然后按
住鼠标左键不放向右拖动至 E1 单元格，
即选中了 A1:E1 单元格区域。
②单击“格式”工具栏中的 “合并
及居中”按钮

合并单元格。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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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输入标题
选择合并后的单元格，然后输入标题
“本次生产需如下材料：”。
Step 3 设置标题格式
①选中该单元格，单击“格式”工具
，选择字
栏中的“字号”下拉列表
号为“16”。
②单击“格式”工具栏中的“加粗”
，设置字形为“加粗”。

按钮

Step 4 设置标题
在 A4:E4 单元格区域分别输入表格
各个字段的标题。
Step 5 输入物料数据
在 A~D 列输入每一种物料的数据。

Step 6 编制公式计算“需领用数量”
选中 E5 单元格，在编辑栏中输入以
下公式，按<Enter>键确认。
=SUMPRODUCT(SUMIF(INDIRECT("'cp"&
ROW(INDIRECT("1:4"))&"'!B:B"),A5,
INDIRECT("'cp"&ROW(INDIRECT("1:4")
)&"'!f:f"))*N(INDIRECT("'cp"&ROW(I
NDIRECT("1:4"))&"'!b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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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 复制公式
选中 E5 单元格，将光标移到该单元
格的右下角，当光标变为 形状时按住
左键不放往下方进行拖曳，到达相应的位
置后松开鼠标左键，这样就完成了公式的
复制。

Step 8 设置单元格格式
①单击 E 列的列标选择 E 列，按
<Ctrl+1>组合键弹出“单元格格式”对话
框。
②单击“数字”选项卡，在“分类”
列表框中选择“数值”，在右侧的“小数
位数”文本框里输入数值“2”。

至此就完成了物料汇总计算，汇总的
结果会在 E 列（即“需领用数量”列）中
显示出来。

关键知识点讲解
1．SUMPRODUCT 函数
SUMPRODUCT(array1,array2,array3, ...)

第1章
订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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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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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说明
array1, array2, array3, ...：为 2 到 30 个数组，其相应元素需要进行相乘并求和。
函数说明
 数组参数必须具有相同的维数，否则 SUMPRODUCT 函数将返回错误值 #VALUE!。
 SUMPRODUCT 函数将非数值型的数组元素作为 0 处理。
函数简单示例
示例数据如下。

SUMPROUCT 函数应用示例如下。
公

式

=SUMPRODUCT(A2:B4, C2:D4)

说明（结果）
两个数组的所有元素对应相乘，然后把乘积相加，即 5*4 + 6*9 +
10*8 + 8*9 + 3*7 + 11*5（302）

上例所返回的乘积之和，与以数组形式输入的公式 SUM（A2:B4*C2:D4) 的计算结果相同。
使用数组公式可以为类似于 SUMPRODUCT 函数的计算提供更通用的解法。例如使用公式
=SUM(A2:B4^2) 并按<Ctrl+Shift+Enter>组合键，可以计算 A2:B4 单元格区域中所有元素的平
方和。

2．SUMIF 函数
SUMIF(range,criteria,sum_range)
函数用途
根据指定条件对若干个单元格求和。
参数说明
range：为用于条件判断的单元格区域。
criteria：为确定哪些单元格将被相加求和的条件，其形式可以为数字、表达式或文本。例如
条件可以表示为 32、"32"、">32" 或 "apples"。
sum_range：是需要求和的实际单元格。
函数说明
 只有在区域中相应的单元格符合条件的情况下，sum_range 中的单元格才求和。
 如果忽略了 sum_range，则对区域中的单元格求和。
 Microsoft Excel 还提供有其他的一些函数，它们可以根据条件来分析数据。例如要计算
单元格区域内某个文本字符串或数字出现的次数，则可使用 COUNTIF 函数。如果要让公式根据
某一条件返回两个数值中的某一个值（例如根据指定销售额返回销售红利）
，则可使用 IF 函数。
函数简单示例
示例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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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IIF 函数应用示例如下。
公

式

=SUMIF(A2:A5,">25",B2:B5)

说明（结果）
对属性值超过 25 的佣金求和（5,400）

3．INDIRECT 函数
INDIRECT(ref_text,a1)
函数用途
返回由文本字符串指定的引用。此函数会立即对引用进行计算，并显示其内容。当需要更改
公式中单元格的引用，而不更改公式本身时则可使用该函数。
参数说明
ref_text：为对单元格的引用，此单元格可以包含 A1-样式的引用、R1C1-样式的引用、定
义为引用的名称或对文本字符串单元格的引用。
 如果 ref_text 不是合法的单元格的引用，INDIRECT 函数则返回错误值 #REF!。
 如果 ref_text 是对另一个工作簿的引用（外部引用），那个工作簿则必须被打开。如果源
工作簿没有打开，INDIRECT 函数则返回错误值 #REF!。
a1：为一个逻辑值，指明包含在单元格 ref_text 中的引用的类型。
 如果 a1 为 TRUE 或省略，ref_text 则被解释为 A1-样式的引用。
 如果 a1 为 FALSE，ref_text 则被解释为 R1C1-样式的引用。
函数简单示例
示例数据如下：

INDIRECT 函数应用示例如下。
公

式

说明（结果）

=INDIRECT($A$2)

B2 单元格中的引用值（2.567）

=INDIRECT($A$3)

B3 单元格中的引用值（76）

=INDIRECT("B"&$A$5)

B5 单元格中的引用值（18）

4．ROW 函数
ROW(reference)
函数用途
返回引用的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