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 result=num

第

.TintAndShade = 0

Color = -416563E2nd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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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A result=number1\number2
.TintAndShade = 0

Color = -4165632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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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Sub

1.4
1.3
与用户交互，
快速读取与显示

1.2

1.1

录制宏，
减少重复工作

认识宏，
学习VBA

读懂VBA代码，
轻松实现自动化

VBA 最简单的应用就是自动执行重复的操作。例如，在 Excel
中格式化报表、设置字体、添加边框等重复的操作，如果使用
VBA 代码，则可以让过程自动化。此外，VBA 还可以进行复杂的
数据分析对比，制作美观的图表，以及定制个性化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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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认识宏，学习VBA

Excel 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图形转换功能，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小到大街上的

商贩靠它记录采购、销售数据，大到上市公司用它分析、预测经营状况。但是这些功能远不

能展现1.1
Excel
的真正实力，VBA
它除了能实现对数据的存储、 处理和管理外， 还有更多自动化、
认识宏，学习

9

End

人性化的操作是一般使用者所不知的。

Excel 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和图形转换功能，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小到大街

上的商贩靠它记录采购、销售数据，大到上市公司用它分析、预测经营状况。但是这些功
为什么不录制宏呢？它能
又是各种报表，又是不同
能远不能展现 Excel 的真正实力，它除了能实现对数据的存储、处理和管理外，还有更多
自动执行这种重复性的操
数据，又是我一个人，可
自动化、人性化的操作是一般使用者所不知的。
作哦！
始终是那些操作！
为什么不录制宏呢？
又是各种报表，又是不
它能自动执行这种重
同数据，
又是我一个人，
你是否也常被工作中同样的问题所困扰：同一类表
，在不同时期，只是数据发生了变化，
复性的操作哦！
可始终是那些操作！

却要不停地重做！如果只是每月重复一次一张表的操作，也许不算麻烦。但是，如果遇到每
月甚至每天对几十张、几百张相同样式的表进行处理，你还会认为它是小事吗？如果你不想
你是否也常被工作中同样的问题所困扰：同一类表，在不同时期，只是数据发生了变

加班，化，却要不停地重做！如果只是每月重复一次一张表的操作，也许不算麻烦。但是，如果
如果你还想提高工作效率，就应该学学这个技巧 —用宏代替频繁的相同操作，走自
己设计的路
，让其他人去重复吧！
遇到每月甚至每天对几十张、几百张相同样式的表进行处理，你还会认为它是小事吗？如
果你不想加班，如果你还想提高工作效率，就应该学学这个技巧——用宏代替频繁的相同

宏与VBA的关系
1.1.1
操作，走自己设计的路，让其他人去重复吧！
1.1.1

宏与 VBA 的关系
什么是宏，该怎么录制

录制宏很简单，但是要学

呢？我要快点学会它，早

习有关宏的知识，还需要

早摆脱这种苦海无涯的日
什么是宏，该怎么录制
呢？我要快点学会它，
子……
早早摆脱这种苦海无
涯的日子……

深入到程序设计语言，即

录制宏很简单，但是要学
VBA 中。
习有关宏的知识，
还需要
深入到程序设计语言中，
即 VBA。

宏是一组计算机指令。说得更通俗易懂些，宏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操作命令的集合，代表
了能实现某种效果的操作过程
。宏主要用于有大量重复性操作的工作，目的是简化工作步骤。
宏是一组计算机指令。说得更通俗易懂些，宏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操作命令的集合，代
要想更好地使用宏
，还必须了解宏背后的语言—VBA。VBA 是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表了能实现某种效果的操作过程。宏主要用于有大量重复性操作的工作，目的是简化工作
的缩写步骤。要想更好地使用宏，还必须了解宏背后的语言——VBA。VBA
，
，是 VB（即 Visual Basic，一种可视化开发环境）下用于开发自动化应用程序的语言
是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的缩写，是
Visual
Basic，一种可视化开发环境）下用于开发自动化
可以创建自定义的解决方案
宏与 VBA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句子与字母之间的关系来形象地比
。VB（即
应用程序的语言，可以创建自定义的解决方案。宏与
VBA 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句子与字母之
拟，如图
1-1 所示。
间的关系来形象地比拟，如图 1-1 所示。
词组

字母

VBA代码

代码段

句子

宏

图1-1 宏与VBA的关系
图 1-1 宏与 VBA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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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Excel 中的所有命令、按钮的功能都是由代码实现的，这些命令和按钮其实就
代表了一个宏过程，所以宏和 VBA 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在 Excel 中有如下两种创建宏
的工具。
宏录制器：把操作步骤用 VBA 代码记录下来，帮助用户创建宏过程。可通过 VBA 编
程环境打开和修改已录制的宏。
VBA 编程环境：在 VBA 编程环境中，用户可以自己编写指令代码，并指定宏名。此
方法更灵活、强大，能够实现许多录制宏无法实现的功能。

1.

宏录制器

在 Excel 中， 通过宏录制器创建宏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最简单、 快捷， 就是直接单
击 Excel 工作簿窗口状态栏上的“录制宏”按钮，如图 1-2 所示。第二种方法就是在“视图”
选项卡的“宏”组中，单击“宏”下三角按钮，即可选择录制或查看宏，如图 1-3 所示。

图1-2

状态栏中的宏功能

图1-3

选项卡中的宏功能

默认状态下 Excel 禁止了所有的宏功能， 因此， 如果要使用宏， 应先对工作簿启用宏。
用户可打开“Excel 选项”对话框，通过“信任中心 > 信任中心设置 > 宏设置 > 启用所有宏”
选项开启宏功能。

2.

VBA编程环境

要进入 VBA 编程环境，首先应在 Excel 中添加“开发工具”选项卡。打开“Excel 选项”
对话框，在其中单击“自定义功能区”选项，然后在右侧的“主选项卡”列表框中勾选“开
发工具”复选框，如图 1-4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工作界面，即可看到“开发工具”
选项卡及选项卡中的功能按钮，如图 1-5 所示。

图1-4

勾选复选框

图1-5 “开发工具”选项卡

在“开发工具”选项卡下单击“Visual Basic”按钮，即可进入 VBA 编程环境，如图 1-6
所示。默认的 VBA 编程环境左侧为工程资源管理器，上方为菜单栏和常用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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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A编程环境

有问必答
有关程序的内容都好复杂

不用担心，初学者先记住

啊！菜单命令这么多，我

“插入”和“运行”菜单就好，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要

用久了，其他菜单你都会

怎么记、怎么用啊？

熟悉的。

在 VBA 编程环境的工作界面中，“插入”菜单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菜单，其主要作用是插入模块和用
户窗体（后文会陆续介绍）。模块是用来定义全局变量、函数的地方，也就是输入程序代码的地方，模
块中的代码可以控制整个工作簿中的操作；而用户窗体是实现人机交互的桥梁。此外，“调试”和“运行”
菜单会在写代码时用到。“调试”菜单的主要作用是对输入的代码进行检查，当检测到有误的代码时，
系统会自动用醒目的颜色标记出来；而“运行”菜单的主要作用是对代码发出运行或中断信号。

1.1.2

宏的录制和使用过程
宏和 VBA 都说了，但是

宏的录制过程很简单，就是

我还不知道宏的录制过程

通过宏录制器录下你的操

是怎样的，我又该怎么使

作，在下次需要进行同样操

用宏？

作时，直接使用宏即可！

宏录制器就像一台摄像机， 能完整记录用户的所作所为， 即便是错误的行为， 也会
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宏的录制和使用过程可以用如图 1-7 所示的流程图进行说明。

•单击“录制宏”

过程
•一系列正确

按钮
开始

的操作

•单击“停止录制”按
钮，停止宏的录制
停止

使用宏
•单击宏名或按
快捷键执行宏

图 1-7 宏的录制和使用过程
宏的录制和使用过程
图1-7
宏就是这样将一系列繁复的操作替换为一个轻松的操作，从而节省大量时间。例如，
用户需要单击若干个菜单命令和按钮才能在 Excel 中建立一张个性化的表，而每天、每周
可能都需要新建这样的表，其重复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倘若将这些步骤都录制在一个宏中，
则每次只需要按一次快捷键即可一步完成工作表的设计工作。这就是宏的宏观性体现。

1.2

录制宏，减少重复工作
对 Excel 中的宏有了基本的了解后，又该怎么录制、使用宏呢？下面将详细为大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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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就是这样将一系列繁复的操作替换为一个轻松的操作，从而节省大量时间。例如，用
户需要单击若干个菜单命令和按钮才能在 Excel 中建立一张个性化的表，而每天、每周可能
都需要新建这样的表，其重复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倘若将这些步骤都录制在一个宏中，则每
次只需要按一次快捷键即可一步完成工作表的设计工作。这就是宏的宏观性体现。

1.2 录制宏，减少重复工作
对 Excel 中的宏有了基本的了解后， 又该怎么录制、 使用宏呢？ 下面将详细为大家介绍
宏的录制、调用和编辑过程。

录制宏，3分钟的事

1.2.1

录制宏的过程其实很简单，前提是用户必须知道需要录制的宏包含了哪些操作以及这些
操作的顺序，以确保宏过程正确无误。但是在录制过程中，错误的操作是难免的，用户此时
又该怎么办呢？下面提出几种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如果录制的宏包含的操作步骤比较少，一般为 3 ～ 5 步，则可以重新录制该宏，这是
最直接、干脆的做法。
一旦执行错误的操作， 立即按快捷键 Ctrl+Z 将其撤销， 然后继续执行正确的操作。
被撤销的错误操作不会被记录下来。
一旦执行错误的操作，则紧接着执行补救操作，消除错误操作的影响，然后继续执行
正确的操作。但是宏代码中将含有错误操作和补救操作的多余代码，因而不便于对代码进行
二次编辑。
对于某些简单的错误操作， 用户还可以将错就错地录下去，等录制完成后， 在 VBA
编程环境中对宏进行编辑，改正错误的代码。例如，在录制设置单元格样式的宏时，原本要
设置“黑体”却设成了“楷体”，录制完成后，用户只需要在 VBA 编程环境中将代码中的“楷
体”修改成“黑体”即可。

实例应用 1-1：录制一个为所选单元格中文字设置样式的宏
原始文件：实例文件 >01> 原始文件 >1.2.1 样表 .xlsx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2.1 录制了宏的表 .xlsm
第 1 步，开始录制宏。打开原始文件，选中 A2 单元格，然后单击状态栏中的“录制宏”
按钮，如图 1-8 所示。
第 2 步，输入宏名和快捷键。在弹出的“录制宏”对话框中，输入宏名“单元格样式”，
然后设置快捷键“Ctrl+q”（注意此处在“快捷键”下的文本框中输入的是小写的 q，如果输
入大写的 Q，则设置的快捷键将是 Ctrl+Shift+Q。此外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在描述按下快捷
键的操作时，仍按照计算机类图书的惯例，统一使用大写字母来代表键盘上的字母键），在“说
明”文本框中输入说明文字，最后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工作界面，如图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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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快捷键是为了方便快速调用宏。设置的快捷键最好不要与系统快捷键冲突，如不要
使用 Ctrl+A、Ctrl+C 等常用的组合键。

图1-8

图1-9

开始录制宏

输入宏名和快捷键

第 3 步，录制过程。单击“加粗”按钮，然后设置字体颜色为“蓝色”，再设置文本在
单元格中的对齐方式为垂直和水平居中，如图 1-10 所示。
第 4 步，停止宏的录制。设置完毕后，可看到单元格样式的变化，然后单击状态栏中的“停
止录制”按钮，停止宏的录制，如图 1-11 所示。

图1-10

录制过程

图1-11

停止宏的录制

上面的 4 步操作就是录制宏的完整过程，在任何宏的录制过程中都可以用这 4 个步骤进
行概括，而它们的主要区别仅在于宏所指向的过程不同。

知识延伸
对有宏的工作簿，如果以默认扩展名“.xlsx”来保存，则会弹出如图 1-12 所示的提示框。

单击

图1-12

提示保存为启用宏的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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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要单击提示框中的“否”按钮，然后选择保存路径，并在“保存类型”下拉列表框中选择“Excel
启用宏的工作簿（*.xlsm）”，最后单击“保存”按钮，如图 1-13 所示。保存好文档后，系统还会弹出
Excel 提示框，提示用户所保存的文档可能包含检查器无法删除的个人信息，在其中直接单击“确定”按
钮即可。

1 选择

图1-13

1.2.2

2 单击

重新选择保存类型

一键重现相同操作

录制宏是为了使用宏，与录制宏相比，使用宏的操作就非常简单了。根据前文可知，使
用宏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设置的快捷键执行宏，二是以查看宏的方式执行宏。下面通过具
体实例进行讲解。

实例应用 1-2：调用实例应用 1-1 中录制的宏
原始文件：实例文件 >01> 原始文件 >1.2.2 录制了宏的表 .xlsm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2.2 使用宏后的效果 .xlsm
第 1 步，添加新的表内容。打开原始文件，然后新建 Sheet2 工作表，并简单输入一些内
容，结果如图 1-14 所示。
第 2 步，查看宏。 切换至“视图”选项卡，在“宏”组中单击“宏”下三角按钮，然后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查看宏”选项，如图 1-15 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图1-14

22

新的表内容

图1-15

查看录制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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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执行宏。在弹出的“宏”对话框中，选择前文中录制的、名为“单元格样式”的宏，
然后单击右侧的“执行”按钮，如图 1-16 所示。
第 4 步，使用宏后的效果。执行上一步操作后，Sheet2 工作表的 A2 单元格的样式随即改变，
结果如图 1-17 所示。用户也可以直接在工作簿中按实例应用 1-1 中定义的快捷键 Ctrl+Q 来更
快捷地执行宏。

1 选择
2 单击

图1-16

1.2.3

执行宏

图1-17

使用宏后的效果

宏代码的编辑
宏确实好用！但在上一个
实例中为什么要新建工作
表，而不是直接对原表的
单元格使用宏呢？

因为在录制宏的时候是选定
的 A2 单元格，所以这个宏
只能修改 A2 单元格。不过
可以通过修改宏代码来实现
对其他单元格的样式设置。

有时录制的宏并不能完全满足工作的需求，这时就需要对宏代码进行编辑。例如，实例
应用 1-1 中只录制了应用于 A2 单元格的宏，如果用户想对工作表中的其他数据区域也应用该
宏，就可以对相应的代码进行修改。下面将详细说明如何通过 VBA 编程环境实现对工作表中
其他数据区域应用该宏的效果。

实例应用 1-3：编辑实例应用 1-2 中的宏
原始文件：实例文件 >01> 原始文件 >1.2.3 使用宏后的效果 .xlsm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2.3 编辑宏代码 .xlsm
第 1 步，进入 VBA 编程环境。 打开原始文件， 单击“ 开发工具 ” 选项卡下的“Visual
Basic”按钮，进入 VBA 编程环境，即可看到模块中的代码，这些代码是 Excel 在录制宏时自
动生成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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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号

代码
Sub 单元格样式()
'
' 单元格样式 宏
' 为所选单元格设置样式
'
' 快捷键: Ctrl+q
'
可修改
Range("A2").Select
Selection.Font.Bold = True
With Selection.Font
.Color = -4165632
.TintAndShade = 0
End With
With Selection
.HorizontalAlignment = xlGeneral
.VerticalAlignment = xlCenter
.WrapText = False
.Orientation = 0
.AddIndent = False
.IndentLevel = 0
.ShrinkToFit = False
.ReadingOrder = xlContext
.MergeCells = False
End With
With Selection
.HorizontalAlignment = xlCenter
.VerticalAlignment = xlCenter
.WrapText = False
.Orientation = 0
.AddIndent = False
.IndentLevel = 0
.ShrinkToFit = False
.ReadingOrder = xlContext
.MergeCells = False
End With
End Su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代码注解

第 2 ～ 4 行注解：对整个
宏的解释说明，对应实例应
用 1-1 的第 2 步。

第 6 ～ 10 行代码： 对单
元格字体的加粗和颜色的
设置。

第 11 ～ 32 行代码：设置
单元格中文字的水平和垂直
居中。

第 2 步，修改代码。从上述代码可以明显看出录制宏的 3 个代码段。若要对工作表的其
他单元格区域使用该宏，则只需将第 5 行代码中的“A2”单元格修改成相应的数据区域。例如，
这里将“A2”修改为“A:C”，表示对 A 至 C 列单元格应用宏，其他代码保持不变。
第 3 步，对 Sheet2 应用宏。切换至 Sheet2 工作表，按快捷键 Ctrl+Q，此时工作表中的
A 至 C 列就应用了宏中定义的样式，结果如图 1-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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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对 Sheet1 应用宏。同样地，如果切换至 Sheet1 工作表，再按快捷键 Ctrl+Q，
则 A 至 C 列单元格的样式也会相应改变，如图 1-19 所示。

图1-18

对Sheet2应用宏

图1-19

对Sheet1应用宏

知识延伸
在上述实例中，将对单个单元格的操作修改成对 A 至 C 列的操作，实现了宏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
用户还可以将 A2 单元格修改成更多的形式，实现对单列、不连续的多列、指定单元格区域等的操作。
对单列单元格进行操作，如 A 列，其表示方法为“A:A”。
对不连续的多列单元格进行操作，如 A、C、D 列，其表示方法为“A:A,C:D”。
对指定的单元格区域进行操作，如 A2:D8，其表示方法为“A2:D8”。

1.3 读懂VBA代码，轻松实现自动化
宏的操作是宏观且易实现的， 而 VBA 代码就显得很抽象了。 虽然 Excel 拥有很强的数
据统计能力，但是常人可以处理的复杂程度是有限的，如果涉及很复杂的操作，就必须依靠
VBA 中的不同对象来实现，如上述实例中出现的单元格 / 区域对象 Range，以及后面章节中
会陆续认识的工作表对象 Worksheet、工作簿对象 Workbook 等。利用 VBA 能处理常规功能
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如以下个性化操作。
VBA 能将多个连续的操作合并成一步操作。
VBA 能规范并控制用户的操作行为。
VBA 能实现人性化的操作界面。
VBA 能制作 Excel 登录系统。
利用 VBA 可开发出更多功能强大的自动化程序。
这就是 VBA 抽象化的力量，VBA 能实现的自动化操作远比宏更强、更多，但对普通用户
来说，它也是最难的。因此，要想实现更轻松的自动操作，必须对 VBA 代码有最基本的认识，
即便不会编写，也要能看明白关键代码的意义，以便对其进行修改，实现更多功能。
初识 VBA 代码的用户在学习时可能会感觉很吃力，但是若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它也是一
门简单的语言。有关 VBA 的理论知识，建议从语法、运算符和控制语句这 3 个方面展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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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你必须知道的VBA语法基础

看到代码，不得不承认自

别紧张，VBA 并没有你想

己是“文盲”啊！还没开

象中那么难！先学好 VBA

始学，就已经懵了！

的语法基础吧。

学习 VBA，首先要了解的是其语法基础知识。本小节将分 4 个部分来讲解 VBA 的语法，
分别是字符集与标识符、常量与变量、数据类型和数组类型。

1.

字符集与标识符

（1）字符集
VBA 中的字符集是指在 VBA 程序中可以使用的所有字符，如 10 个阿拉伯数字、52 个大
小写字母、34 个专用字符和一些特殊符号等。

（2）标识符
VBA 中的标识符是指 VBA 程序中标识变量、常量、过程、函数等语言要素的符号。它可
以细分为用户指定的标识符和系统默认的关键字。用户指定的标识符可以用来表示程序名、
函数名、对象名、常量名、变量名等，定义时一般要“见名知义”，并且不能与系统默认的
关键字重名。VBA 程序中的常用默认关键字如下所示，其具体的用法后续会详细介绍。
As

Binary

ByRef

ByVal

Date

Dim

Else

Error

False

For

Friend

Get

Input

Is

Len

Let

Lock

Me

Mid

New

Next

Nothing

Null

On

Option

Optional

ParamArray

Print

Privat

Property

Public

Resume

Seek

Set

Static

Step

String

Then

Time

To

True

WithEvents

2.

常量与变量

（1）常量
B 常量是指在执行 VBA 程序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量，如 1 月是 31 天，这个保持不
变的天数就可以定义为 VBA 中的常量。常量又可称为常数，可在程序代码中的任何地方替代
实际值，使程序设计变得更为简单，增强程序的可读性和灵活性。VBA 中有两种常量：字符
直接常量和符号常量。
字符直接常量：字符串、数值、任何算术运算符或逻辑运算符的组合。它们参与运算，
被 VBA 程序存储，且在整个程序的执行过程中都不改变。字符直接常量的值就是这些符号本身，
在程序中只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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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常量：在 VBA 中用来代替字符直接常量的一个标识符，在程序中可多次出现。
符号常量可以由 Excel 应用程序指定，或者由用户指定。用户自己指定符号常量的语句为：
Const < 标识符 > As < 数据类型 > = < 值 >。

（2）变量
变量是指在 VBA 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的量。例如，一个人的体重是在不断变化的，
就可以设定一个表示体重的变量。变量的使用包含两层含义：变量名和对变量的赋值。变量
名是用户自己为变量定义的标识符；变量的值表示其实际的量，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以变量
变量是指在 VBA 。
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的量。
例如，
一个人的体重是在不断变化的，
标识符标记的存储位置
在 VBA 中有 3 种方式声明变量
1-1 所示。
，如表
就可以设定一个表示体重的变量。变量的使用包含两层含义：变量名和对变量的赋值。变
量名是用户自己为变量定义的标识符；变量的值表示其实际的量，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以
表1-1 变量的声明方式
变量标识符标记的存储位置。在 VBA 中有 3 种方式声明变量，如表 1-1 所示。
使用的关键字
语法格式
示例
说明
表 1-1
变量的声明方式
使用的关键字
用Dim声明变量
用 Dim 声明
变量

语法格式

示例

Dim <标识符>
As <数据类型>
Dim
<标识符>

As <数据类型>

Public <标识符>
Public
<标识
用Public声明变量
用 Public 声明 As <数据类型>
符> As <数据
变量
类型>

说明
该语句将change标识符与String数据类型绑
定在一起
在以后的代码
Dim change
，声明了一个变量
，数据类
该语句将
change
标识符与 String
Dim
中
change标识符就用来表示一个String型
As
String
，
型绑定在一起，声明了一个变量，在以后
change
的变量，直至程序结束
As
的代码中，change
标识符就用来表示一
String
个 String 型的变量，直至程序结束
该语句将Num标识符与Integer数据类型绑定
Public Num
该语句将
Num声明了一个变量
标识符与 Integer 数据类型
Public
在一起
，
， 其作用与Dim语
As Integer
Num
As 绑定在一起，声明了一个变量，其作用与
句类似，只是在作用域上有所差别
Integer
Dim 语句类似，只是在作用域上有所差别

该语句将go标识符与Boolean数据类型绑定
该语句将
go 标识符与 Boolean 数据类型
Static
< 标 识 Static
Static <标识符>
Staticgogo 绑定在一起，声明了一个变量，该语句与
As 在一起 ， 声明了一个变量 ， 该语句与Dim语
用
Static
声明
用Static声明变量 符> As <数据 As
As <数据类型> Boolean Dim 句的不同之处在于
，用Static声明的变量在调
语句的不同之处在于，用
Static 声明
变量
Boolean
类型>
用时仍保留它原先的值
的变量在调用时仍保留它原先的值

关于常量与变量的辨识与数学中的一样，如表达式 y=x+5，其中字母 x 和 y 为变量，
关于常量与变量的辨识与数学中的一样， 如表达式 y=x+5， 其中字母 x 和 y 为变量， 数
数字 5 为常量，其他情况可类推。在表 1-1 中提到了变量的作用域。简单来说，作用域表
字5
为常量，其他情况可类推。在
在表
中提到了变量的作用域
作用域表示变
。简单来说，如图
示变量可以被程序使用的范围。
VBA1-1
程序中，
共有 3 种不同级别的变量作用域，
1-20

量可以被程序使用的范围
。在 VBA 程序中，共有 3 种不同级别的变量作用域，如图 1-20 所示。
所示。

程序级别

模块级别

整个程序都可以使用

过程级别
的变量，这类变量用 程序中的某个模块可以使用，
同一程序中的不同模块不可使 只有一个过程可以使用，同
Public声明。
用，这类变量用Dim语句在模 一模块中的不同过程不可使
块的开始部分定义。

用，这类变量也用Dim语句
定义。

图1-20

图 1‐20

变量的作用域

变量的作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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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这么多，真的好难理
解啊！能不能用一些简单
的例子说明一下呢？

先学习理论基础，再结合实
例分析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下面就一起来看一个简单的
实例吧。

实例应用 1-4：声明变量，并对变量赋值和使用变量
原始文件：无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3.1 认识变量 .xlsm
第 1 步，插入模块。新建工作表，在 VBA 编程环境中选择“插入”菜单中的“模块”命令，
如图 1-21 所示。此时会弹出模块窗口，默认情况下会占满整个工作界面，用户可单击右上角
的“还原”按钮将其缩小，如图 1-22 所示。

图1-21

插入模块

图1-22

模块窗口

第 2 步，编写代码。在模块窗口中输入如下代码。（为便于读者理解程序的结构，本书
中的代码在排版时都做了不同程度的缩进处理，这不会影响代码的运行。读者在输入代码时
可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缩进或不缩进。）
行号

代码
Sub 认识变量()
Dim Num As Integer
Num = Range("A1").Value
Range("A2").Value = Num
End Sub

1
2
3
4
5

代码注解
第 2 行 代 码： 声 明 Num
为 Integer 型变量。
第 3、4 行 代 码： 将 A1
单元格中的内容写入 A2 单
元格中。

第 3 步，在 A1 单元格中输入数据。用户可按 Alt+F11 键返回工作表，也可直接在任务栏
中进行切换。然后在 A1 单元格中输入任意数据，这里输入数字“25”，如图 1-23 所示。再
切换至 VBA 编程环境，选择菜单栏中的“运行 > 运行子过程 / 用户窗体”命令，如图 1-24 所
示，或者直接单击常用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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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1单元格中输入数据

图1-24

运行代码

第 4 步，运行宏名。执行上一步操作后，系统会弹出“宏”对话框，在其中单击“运行”
按钮即可，如图 1-25 所示。
第 5 步，查看运行结果。再次切换到 Excel 工作表，此时可看到 A2 单元格中的内容为“25”，
如图 1-26 所示。这段代码的功能是将 A1 单元格的内容存储在 Num 变量中，然后将其复制到
A2 单元格中。这就是典型的变量使用方法—暂存数据，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出现大量类似
的代码。

图1-25

3.

运行宏

图1-26

运行结果

数据类型

在上面的示例中，其实就已经提到了数据类型，如代码段中的 Integer 就是一种数据类型。
在 VBA 中共有 12 种数据类型，如表 1-2 所示。 相同数据类型之间可以进行计算、 比较、 赋
值等操作，认识 VBA 中的数据类型就是为了方便计算处理。
表1-2
数据类型

关键字

布尔型

Boolean

数据类型
说明

最简单的数据类型，取值只能是
False或True，默认为False

类型声明字符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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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据类型

关键字

说明

类型声明字符

整数型

Integer

用于存储程序中的整数，其范围为-32768
～32767之间

%

长整数型

Long

存储范围更大的整数，-2147483648～
2147483647

&

Single

存储正负的小数数值。其中，负数的范
围为-3.402823E38～-1.401298E-45，
正数的范围为1.401298E-45～ 3402823
E38

!

Double

同样存储正负的小数数值，比单精度浮
点型的精度更高，也就是可存储的小数
位数更多。其中，负数的范围为-1.79
769313486231E308～-4.9406564584
1247E-324，正数的范围为4.94065645
841247E-324～1.79769313486232E308

#

字符串型

String

存储可识别的字符排列而成的串，分为
定长字符串和变长字符串。使用定长字
符串定义变量时需要为其指定长度，其
格式为String*[指定长度]

$

日期型

Date

存储日期和时间的数据类型，任何可辨
认的文本日期都可赋值给Date型变量

无

货币型

Currency

货币型变量存储为8个字节的整数形式，
在货币计算与定点计算中很有用

@

小数型

Decimal

小数型变量存储为12个字节带符号的整
数形式，并除以一个10的幂数

无

字节型

Byte

存储一个特定长度的数据，还可以定义
无符号整数，一切可以应用于整数型变
量的操作都可以应用于字节型变量

无

变体型

Variant

一种特殊的数据类型，所有没有被声明
数据类型的变量都默认为变体型变量，
因此只需省略声明语句中的As部分，就
可声明变体型变量

无

对象型

Object

存储为4个字节的地址形式，为对象的引
用，利用Set体语句

无

单精度浮点型

双精度浮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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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必答

哇！这么多数据类型啊，
能够理解理论，但是不知
如何应用呢？

对，这只是基础知识。为
了让你更好地理解变量的
数据类型，这里还是举一
个简单的示例吧！

这里以日期型数据类型为例，说说如何在程序中定义日期型变量，并对其赋值。以下是一段简单的
代码，该段代码定义了一个日期型变量 CloseTime，用来存储文件关闭的时间。

行号

代码
Dim CloseTime As Date
' 将CloseTime定义为日期型变量
CloseTime = #October 28,2015#
' 给变量赋值为2015年10月28日

1
2
3
4

代码注解

可修改

第 2 行和第 4 行是对上一
行代码的注解。

知识延伸
日期型变量会根据计算机中的短日期格式来显示，而时间则根据计算机中的时间格式来显示，在对
日期型变量赋值时需要使用“#”将日期数据括起来，即日期数据的左右都应有“#”。

4.

数组类型

上面介绍的数据类型是 VBA 中的基本数据类型， 在 VBA 程序中还有非基本数据类型，
即 VBA 数组，它是一种复合的数据类型。数组是一系列相同类型元素的有序集合，使用数组
可提高程序的灵活性和可读性。在内存中，VBA 数组占用一片连续的存储区域，它们具有相
同的名称和数据类型，根据数组名和具体元素的位置，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元素。
数组的声明方式和普通变量是相同的， 都可以使用 Dim、Static 和 Public 语句来声明。
下面分别说明不同类型数组的声明过程。

（1）固定大小的数组
当数组大小不随程序的变化而变化时，可声明固定大小的数组。例如，声明一个数组，
数组元素是某个部门 20 位员工的姓名：Dim Department(1 To 20) As String。

（2）动态的数组
当数组的元素个数不可预测时，就声明动态的数组。动态数组灵活方便，可有效利用内
存空间。例如，声明一个动态数组，数组元素是某个部门各位员工的姓名：Dim Department()
As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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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不得不学的4类VBA运算符
真棒！ VBA 的语法基础我

别得意太早了，前面介绍

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而

的毕竟是基础，真正的难

且也有了一定的认识，相

点还在后面呢！不过只要

信对一些简单的代码也能

用心学下去，那些都不是

辨认了。

问题！

在 1.3.1 中介绍了 VBA 中的常量、变量及各种数据类型，接下来就需要学习 VBA 中的各
类运算符和由关键字、运算符、变量等组成的表达式。VBA 中共有 4 类运算符：算术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逻辑运算符、连接运算符。

1.

算术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是用来进行数值运算的符号，是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运算符。VBA 中的算
术运算符的语法格式和功能如表 1-3 所示。
表1-3
运算符

名称

+

加法运算符

算术运算符
语法格式

功能说明

result=number1+number2

用于求两数之和

result=number1-number2；
-number

用作二元运算符时，求
两数之差；用作一元运
算符时，说明表达式的
值为负值

-

减法运算符／负号

*

乘法运算符

result=number1*number2

用于求两数相乘之积

/

除法运算符

result=number1/number2

进行两个数的除法运算
并返回一个浮点数

^

乘方运算符

result=number1^number2

用来求一个数字的某次
方，即指数运算

\

取商运算符

result=number1\number2

用来对两个数做除法运
算并返回一个整数

Mod

取余运算符

result=number1 Mod number2

用来对两个数做除法运
算并且只返回余数

上述 7 种运算符可以同时在代码窗口中编辑，待运行后以“立即窗口”的形式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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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应用 1-5：在“立即窗口”中显示算术运算的结果
原始文件：无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3.2 算术运算符 .xlsm
第 1 步，在模块中输入代码。进入 VBA 编程环境，然后插入模块，并在模块中输入如下
代码。在该程序中比较详细地示范了算术运算符的使用。
行号

代码

代码注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Sub 算术运算符()
Dim result1 As Integer
Dim result2 As Single
Dim result3 As Integer
Dim result4 As Double
Dim result5 As Integer
Dim result6 As Integer
Dim result7 As Integer
result1 = 15 + 25 '定义两个整数相加
Debug.Print "15+25="; result1 '从“立即窗口”中获取结果
result2 = 15.56 - 10.23 '实现两个单精度浮点型数据相减
Debug.Print "15.56-10.23="; result2
result3 = 4 * 5 '实现两个整数相乘
Debug.Print "4*5="; result3
result4 = 10 / 3 '两个数不能除尽
Debug.Print "10/3="; result4
result5 = (-4) ^ 3
Debug.Print " (-4) ^ 3="; result5
result6 = 100 / 8 '能除尽但不能整除
Debug.Print "100/8="; result6
result7 = 20 Mod 6
Debug.Print "20 Mod 6="; result7
End Sub

第 2 ～ 8 行 代 码：
定义了 7 个不同类型的
变量。

第 9 ～ 22 行 代 码：
分别对定义的变量赋
值，并通过“立即窗口”
输出结果

第 2 步，输出结果。准确无误地输入代码后，先单击工具栏中的运行按钮，然后在“视图”
菜单中选择“立即窗口”命令，如图 1-27 所示。“立即窗口”中显示的运行结果如图 1-28 所示。
单击运行按钮后直接按快捷键 Ctrl+G 也可打开“立即窗口”。

图1-27

显示“立即窗口”

图1-28

运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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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较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是用来比较两个操作数的，因此它是二元运算符。比较运算符包括大于、小于、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运算结果是 Boolean 型，其作用和语法格式如表 1-4 所示。此外还
有两个特殊的比较运算符 Is 和 Like。
表1-4

比较运算符

运算符

功能

语法格式

运算符

功能

语法格式

=

等于

result=epn1=epn2

<=

小于等于

result=epn1<=epn2

<

小于

result=epn1<epn2

>=

大于等于

result=epn1>=epn2

>

大于

result=epn1>epn2

<>

不等于

result=epn1<>epn2

注：表中的 epn1、epn2 分别指表达式 1、表达式 2。当 epn1 或 epn2 中有一个为 Null 时，最后的
运算结果也为 Null。

下面通过比较 A1 和 A2 单元格中的值，说明比较运算符的应用。其中，A1 单元格中的值
为 125，A2 单元格中的值为 225。

实例应用 1-6：比较 A1 和 A2 单元格中的值
原始文件：无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3.2 比较运算符 .xlsm
第 1 步，在模块中输入代码。分别在 A1、A2 单元格中输入 125 和 225，然后进入 VBA
编程环境并插入模块，在模块中输入如下代码。
行号

代码
Sub 比较运算符()
Dim a, b As Integer
Dim result As Boolean
a = Range("A1").Value
b = Range("A2").Value
Debug.Print "a="; a, "b="; b
result = a = b
Debug.Print "a=b"; result
result = a > b
Debug.Print "a>b"; result
result = a < b
Debug.Print "a<b"; result
End Su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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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注解

第 4 ～ 6 行代码： 将 A1 和 A2 单元格
中的值分别赋值给 a 和 b，并在“立即窗口”
中显示。
第 7、9、11 行代码： 分别比较 a 与 b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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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显示比较结果。输入代码后，同
样先单击运行按钮， 或者按 F5 键选择宏名并
运行， 再按 Ctrl+G 组合键在“ 立即窗口 ” 中
显示比较结果， 如图 1-29 所示。 可看出， 只
有 a 小于 b 的运算结果才为真。
图1-29

比较结果

有问必答
不 是 说 还 有 Is 和 Like 比

这两个比较运算符有特定

较运算符吗？怎么没后文

的比较功能，不同于表 1-4

啦……

中的运算符。

Is 和 Like 运算符是两个特殊的比较运算符，其区别和用法如下。
Is 用来比较两个对象的引用变量，其语法格式为：result=object Is object。如果两者引用相同
的对象，则结果为 True，否则为 False。
Like 用来比较两个字符串，其语法格式为：result=string Like pattern。如果 string 和 pattern 匹配，
则结果为 True，否则为 False。

3.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用来执行表达式之间的逻辑操作，其执行结果也为 Boolean 型，即为 True 或
False。逻辑运算符的语法和功能如表 1-5 所示。
表1-5

逻辑运算符

运算符

名称

语法格式

功能说明

And

逻辑与

result=epn1 And epn2

运算符两边表达式同为真时，结果
为True，否则为False

Or

逻辑或

result=epn1 Or epn2

两个表达式至少有一个为真时，结
果为True，否则为False

Xor

逻辑异或

result=epn1 Xor epn2

当两个表达式同为真或同为假时，
结果为False，否则为True

Not

逻辑非

result=Not(epn1)

一元运算符，当表达式的值为真
时，结果为False，否则为True

Eqv

逻辑相等

result=epn1 Eqv epn2

当两个表达式的值相同时，结果为
True；当两个表达式的值不同时，
结果为False

Imp

逻辑蕴涵

result=epn1 Imp epn2

当表达式1为真而表达式2为假时，
结果为False，其他情况都为True

注：表中的 epn1、epn2 分别指表达式 1、表达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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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运算符的用法与算术运算符相似，也可以在模块中声明变量和数据类型，然后对变
量赋值，再使用 Debug.Print 语句将运算结果输出在“立即窗口”中，这里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4.

连接运算符

连接运算符主要用于连接两个字符串，包括“+”和“&”两种，如表 1-6 所示。
表1-6
运算符

连接运算符

语法格式

功能说明

+

result=epn1+epn2

可连接数据类型同为String或Variant的字符串，或一个表
达式为String，另一个为Null之外的任意Variant

&

result=epn1 & epn2

实现将两个表达式作字符串强制连接。“强制”意味着
如果表达式不是String，则会将其转换成String后再连接

注：表中的 epn1、epn2 分别指表达式 1 和表达式 2。

连接运算符的应用同样与算术运算符类似，为了让读者可以自行编写比较运算符和连接
运算符的相关程序，这里总结了一个结构框架，供读者参考应用，如图 1-30 所示。此框架仅
限于有关运算符操作后在“立即窗口”中显示结果的程序。当然，如果读者对代码比较熟悉，
则可对框架进行变换，使其可应用于更多的程序中。

声明Sub
过程

•在程序开头输入“Sub 过程名()”，按Enter键后自动显示“End Sub”语句，
表示过程结束，这是一组固定格式。

•用Dim语句定义变量，可以是多个变量同时定义，对于同类型的变量，可用逗号
分开定义。不同类型的变量需要分行单独定义。
定义变量 •如 Dim A,B As Integer；Dim result As Boolean
和类型

给变量
赋值

•将假设的值分配给声明的变量。
•如 A=15；B=20

•输入带有运算符的代码。
运算符的 •如result=Not(A=15)
运用
•输入显示结果的代码，此过程也有固定格式。
打印输出 •如Debug.Print "Not(A=15)",result

图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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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延伸
学习了各种运算符后， 还需要掌握不同运算符在同一表达式中的优先运算关系。 在一个表达式中
进行若干操作时， 每一部分都会按照预先确定的顺序进行计算， 这称为运算符的优先顺序。 本小节中
前 3 类运算符的优先顺序如表 1-7 所示。 连接运算符的优先顺序在所有算术运算符之后， 所有比较运
算符之前。

表1-7

1.3.3

运算符的优先顺序

优先级

算术运算符

比较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1

^

=

Not

2

-（负号）

<>

And

3

*,/

<

Or

4

\

>

Xor

5

Mod

<=

Eqv

6

+,-（减号）

>=

Imp

务必掌握的3种VBA控制语句

语句是一段代码的核心，VBA 语句按照其执行的顺序可以分为顺序结构、循环结构和选
择结构。正确使用控制语句，程序的执行就会变得有条不紊，利用不同的流程控制结构可以
实现不同的功能。

终于学习程序结构了，是
不是学完这个知识点就可
以尝试自动化工作了？

看来大家很期待更多 VBA
知识的学习！自动化工作涉
及的内容很广，而 1.3 节的
内容只是程序设计的基础。

学习程序控制语句是为了让程序结构更有规律，可以帮助用户在编写代码时形成固有的
思维模式，用户只要掌握了如下 3 种控制结构及相应的控制语句，就能轻松驾驭各种复杂的
自动化操作过程。

1.

顺序结构

顺序结构是按照语句出现的顺序一条一条执行的，执行顺序是自上而下、依次执行，它
是最简单的一类结构。1.3.2 所举的示例都是顺序结构。顺序结构没有复杂的逻辑关系，用户
只需要按照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编写代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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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循环结构

循环结构可以看作是一个条件判断语句和一个向回转向语句的组合。循环结构可以减少
源程序重复书写的工作量，用来描述重复执行某段算法的问题，这是程序设计中最能发挥计
算机特长的程序结构。循环结构可以用图 1-31 所示的结构进行描述。

给循环变量

比较初始值

赋初始值

和终止值

否

改变循环
变量

是

图1-31

循环结构

从图中可看出，循环结构有 3 个要素：循环变量、循环体和循环终止条件。VBA 提供了
3 种循环语句：Loop 语句、While 语句和 For…Next 语句。 这 3 种循环语句的语法格式和功
能如表 1-8 所示。
表1-8
循环语句

Do…Loop

While…Wend

For…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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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语句

语法格式

功能说明

Do [{While | Until}条件]
[循环体]
[Exit Do]
[循环体]
Loop

当条件为True或条件变为True
时，重复执行一个语句块

While <条件>
<循环体>
Wend

当条件判断为True时，将重复
执行循环体

For <循环变量>=<初始值> To <终止值>
[Step 步长值]
[循环体]
[Exit For]
[循环体]
Next[]

实现指定次数的循环，因此它
也称为计数循环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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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序结构相比，循环结构

懵懵懂懂的！还是用一个

确实显得不好懂，重点在于

实例讲讲怎么用吧，最好

循环体的运用。还是看下面

是 For…Next 语句。

的例子吧！

实例应用 1-7：For…Next 语句的应用
原始文件：实例文件 >01> 原始文件 >1.3.3 循环语句 .xlsx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3.3 循环语句 .xlsm
第 1 步，查看原始表格。打开原始文件，表格初始效果如图 1-32 所示。该表内容的字体
样式为“宋体，10 磅”，且字体颜色默认为“黑色”。由于表格中的记录项排列紧凑，行与
行之间不便于区分，因此需要对偶数行设置不一样的字体样式，以免看错行。要达到这一目的，
使用 Excel 的表格样式功能更方便，但这里为了学习 VBA 编程，我们将采用循环语句来解决
问题。

图1-32

原始表格

第 2 步，输入代码。在 VBA 编程环境中插入模块，然后输入以下代码。在该段代码中，
首先对循环变量 j 进行初始化，设初始值为 1，终止值为 7（因偶数行共有 7 行），步长值缺
省情况下为 1；然后进行条件判断，如果循环变量 j 的值小于等于终止值，则执行循环体。执
行到 Next 语句后， 将 j 的值加 1， 再返回 For 语句进行判断， 这样一直重复到 j=8 时才不再
执行循环体，并从 Next 语句的下一条语句开始执行。
行号
1
2
3
4
5
6
7
8

代码
Sub for语句()
Dim j As Integer
For j = 1 To 7 '设置循环变量的值
Worksheets(1).Rows(2 * j).Select
Selection.Font.ColorIndex = 32
Selection.Font.Size = 12
Next j
End Sub

代码注解

第 4 ～ 6 行代码：更改工作表偶数行的
字体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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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输入代码。 按常规方法执行完代码后， 返回 Excel 工作表， 可看到表格效果，
如图 1-33 所示。可见，代码的作用是将偶数行的字体颜色更改为“蓝色”，字号改为“12 磅”。
这段程序可用在打印工资条前对各位员工的信息进行设置。

图1-33

3.

代码运行后的结果

选择结构

在 VBA 中除了顺序结构和循环结构外，还定义了一些可以控制程序流程的语句，这些语
句提供了选择功能。选择语句主要有适用于二路分支的 If…Then…Else 语句和适用于多路分
支的 Select Case 语句两种。这两种语句的语法格式和功能如表 1-9 所示。
表1-9
选择结构

If…Then…Else

Selec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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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格式
①If <条件>
Then [语句1]
End If
②If <条件>
Then [语句1]
Else [语句2]
End If
Select Case <判断的对象>
Case <条件1>
<语句1>
Case <条件2>
<语句2>
…
Case Else
<其他语句>
End Select

选择语句
功能

说明

根据条件的判
断结果选择执
行语句

首先进行条件判断，如果为
真，则执行Then后面的语句
1；如果为假，在语法格式①
中不进行任何操作，在语法
格式②中执行Else后面的语
句2

根据条件的判
断结果，决定
执行几组语句
中的哪一组

如果需要判断的对象与Case
的条件表达式匹配，则执行
Case子句之后的语句，如果
在Case中的条件表达式没有
找到匹配的，则会执行最后
的“其他语句”，接着执行
End Select之后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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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应用 1-8：Select Case 语句的应用
原始文件：实例文件 >01> 原始文件 >1.3.3 选择语句 .xlsx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3.3 选择语句 .xlsm
第 1 步，查看原表内容。打开原始文件，表格初始效果如图 1-34 所示。其中记录了销售
部员工的基本工资情况。

图1-34

原始表格（单位：元）

第 2 步，输入代码。插入模块并输入如下代码，这个程序实现的是对不同职位的员工分
发不同数额的工资。
行号

代码

1
2
3
4
5
6

Sub 选择语句()
Range("E1").Value = "本月实发"
Dim j As Integer
For j = 2 To 6
Select Case Worksheets(1).Cells(j, 3).Value
Case "经理": Worksheets(1).Cells(j, 5).Value _
=Worksheets(1).Cells(j, 4).Value + 2000
Case "副经理": Worksheets(1).Cells(j, 5).Value _
= Worksheets(1).Cells(j, 4).Value + 1500
Case "业务员": Worksheets(1).Cells(j, 5).Value _
= Worksheets(1).Cells(j, 4).Value + 800
End Select
Next j
End Sub

7
8
9
10
11

代码注解
第 2 行 代 码： 对 E1 单 元 格
赋值。
第 5 行代码： 选择第一张工
作表中第 3 列的单元格。
第 6、7、8 行代码： 分别计
算不同职位员工的实发工资。

第 3 步，查看结果。执行代码后，实发工资的结果在第 5 列中显示，如图 1-35 所示。

图1-35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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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用户交互，快速读取与显示
Excel 在强大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之外，还提供了强大的人机交互功能，主要体现在图
形用户界面的应用上。图形用户界面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应用程序与用户进行人机交流
的方式， 包括按钮、 菜单、 工具栏、 对话框、 列表框等元素。 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在 Excel 中
主要分为工作表界面设计和用户窗体设计。

这种人机交互功能就是人

可以这么形象地理解，但是

与计算机以操作的形式进

这里的人机交互更人性化，

行的交流吗？人有不同操

因为 VBA 可实现用户自定

作，它就有不同反应？

义的交流形式。

利用 Excel 的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功能，不仅能有效地改善工作表的外观，还能为操作提
供诸多方便，如设计出友好的数据输入界面、数据操作界面和数据查询界面等。要设计出人
性化的图形用户界面，必须首先掌握表单控件和 ActiveX 控件。

1.4.1

使用控件，实现对表单的操作控制

设计工作表界面的过程就是向工作表中逐一添加控件并对
控件进行设置的过程。 而控件则是一些可以放置在窗体上的图
形对象， 包括命令按钮、 选项按钮、 文本框、 列表框等。 使用
控件显示或输入数据， 提供可选择的选项或按钮， 可使窗体更
加易于使用。
若要使用 Excel 中的控件，可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控
件” 组中单击“ 插入” 下三角按钮， 然后在展开的列表中可看
到有两类控件：表单控件和 ActiveX 控件，如图 1-36 所示。
这两类控件有很多相同的功能， 如都可以指定宏。 但是它
们也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在于使用范围不同，具体如下。

1.

图1-36

控件列表

表单控件
只能在工作表中添加，且只能通过设置控件格式或指定宏来使用它。
可以和单元格关联，操作控件可修改单元格的值。

2.

ActiveX控件
在工作表和用户窗体中使用，具备众多的属性和事件，提供更多的使用方法。
虽然它属性强大，可控性强，但是不能和单元格关联。

如果要熟练使用这些控件，还需要对每一类控件的形状和功能有充分的认识。这方面的
内容如表 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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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件的属性及功能

控件名称

功能说明

按钮控件

在使用Windows系统中的应用程序时，常常会用
到如“确定”“下一步”“取消”等按钮，单击
这些按钮可执行相应的功能

标签控件

主要用于显示说明性文本，如标题、题注等

选项按钮控件

也称单选按钮，在多个选项中只能选择一种，选
中后其圆形按钮中出现一个黑点

复选框控件

每个选项前都有一个小正方形，如果选中，则会
在方框内出现钩形标记，可同时接受选中多个或
不选的选择性输入

列表框控件

用于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一些值，这些值中可以有
一个或多个被选中

组合框控件

为用户提供可选择的选项，用户将组合框展开才
能看到所有的选项

数值调节钮控件
分组框控件

通过单击控件的向上或向下按钮来选择数值
将控件分类，使工作表界面更加清晰，方便使用

这让我想起了经常在网上
做的调查问卷，后来公司
也用这种，其自动化效果
真的挺好！

对，电子版调查问卷中会用
到上述的各种控件。下面就
举这个例子吧！

实例应用 1-9：制作电子版调查问卷
原始文件：实例文件 >01> 原始文件 >1.4.1 问卷内容 .xlsx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4.1 电子版调查问卷 .xlsx
第 1 步，查看原表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该表中已将调查问卷的大部分内容编排完毕，
并预留了一些空白行用于摆放可选项和相应的控件，如图 1-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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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部分问卷内容

第 2 步，插入选项按钮。在“插入”下拉列表中单击“表单控件”中的“选项按钮”，如图 1-38
所示。然后在工作表的第 9 行单元格中单击鼠标左键，即可绘制一个选项按钮，如图 1-39 所示。

图1-38

单击“选项按钮”

图1-39

绘制的选项按钮

第 3 步，编辑文字。右击插入的选项按钮，然后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编辑文字”命令，
如图 1-40 所示。此时即可在选项按钮上输入相关信息，此处输入“少于 1 年”，如图 1-41 所示。

图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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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选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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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制作完整的单选项。用第 2 步和第 3 步的方法再添加两个选项按钮，也可复制
已有的选项按钮，并相应修改按钮文字，如图 1-42 所示。用户只需单击其中的某个按钮，就
可选中对应的选项，此问题的选项为单选。
第 5 步，制作多选项。用插入选项按钮的方法在第 5 个问题下插入 4 个复选框，并分别
输入相应的文字，效果如图 1-43 所示。用户单击某个复选框就可选中该选项，此问题的选项
为多选。

图1-42

图1-43

单选项

多选项

第 6 步，添加分组框。为了使工作界面更加友好，用户可以在没有选项的开放式问题下
绘制分组框，然后输入文字内容“您想说的”，如图 1-44 所示。然后在分组框上绘制一个矩
形文本框，让用户可以在其中输入想说的话。

图1-44

添加分组框

第 7 步，完善其他选项并取消网格线。使用前几步介绍的方法将其他问题的选项补充完整，
然后在“视图”选项卡下取消网格线的显示，即完成了电子版调查问卷的设计，最终效果见
本实例的最终文件。
使用控件做调查问卷可实现对数据的回收，这部分内容将在第 7 章中讲解。所运用的原
理是通过控件链接单元格，然后将单击控件的结果显示在单元格中进行统计。

1.4.2

调用对话框，实现内容的输入/输出

如 果 需 要 对 Excel 的 应 用 程 序 进 行 真 正 的 控 制 和 操 作， 则 必 须 学 会 本 小 节 讲 解 的
Application 对 象。 应 用 程 序 操 作 的 正 确 与 否 和 Application 对 象 密 切 相 关， 它 代 表 整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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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应用程序本身， 所有打开的工作簿、 工作簿窗口都属于一个 Excel 应用程序， 即一个
Application 对象。此外，还有 Workbook 和 Worksheet 对象，大多数的操作都是围绕这些对
象进行的。

Application 对 象 有 这 么 重
要？可前面的程序中也没
看到这样的代码啊！我们
又该怎么用它呢？

该对象的作用可大了！至于
如何应用，还是先来学习它
的属性和方法吧！

Application 对象中有一些属性可以控制 Excel 的外观和状态，它所提供的方法可以让用
户执行自己需要的功能。Application 对象还有一些专有的成员可配合属性和方法的操作。下
面就为大家一一揭晓。

1.

Application对象的属性

Application 对象有 6 个重要属性，每个属性都有其特定的作用。表 1-11 列举了这些属性
的语法格式和功能。
表1-11
属性
ActiveSheet

Application对象的属性

语法格式

功能说明

表达式.ActiveSheet

获得活动工作簿中活动的工作表

表达式.Cells

返回一个单元格Range对象

表达式.ScreenUpdating

更新屏幕

表达式.Caption

更改Excel主窗口的标题栏名称

Interactive

表达式.Interactive

设置Excel是否处于交互模式

UserName

表达式.UserName

返回或设置当前用户的名称

Cells
ScreenUpdating
Caption

表中的“表达式”是一个代表 Application 对象的变量，例如，要重设标题栏为“表格数
据处理”，则 Sub 过程中的代码为：Application.Caption=“表格数据处理”。程序执行后即
可更改标题栏中显示的名称，此名称不是工作簿的名称，注意区分。

2.

Application对象的方法

Application 对象有 4 种方法，每种方法也能实现不同的功能。各方法的语法格式和功能
说明如表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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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对象的方法

方法

语法格式

功能说明

InputBox

表达式.InputBox(一系列参数)

显示一个接收用户输入的对话框，返回
此对话框中输入的信息

FindFile

表达式.FindFile(一系列参数)

显示“打开”对话框，并让用户打开一
个文件

表达式.GetOpenFilename
(一系列参数)

显示标准的“打开”对话框，并获取用
户文件名，而不必真正打开任何文件

表达式.GetSaveAsFilename
(一系列参数)

显示标准的“另存为”对话框，并获取
用户文件名，而无须真正保存任何文件

GetOpenFilename
GetSaveAsFilename

Application 对象除了提供属性和方法外，还拥有大量事件。例如，当工作表被激活时，
会产生 SheetActivate 事件；当工作簿中新建工作表时，会产生 WorkbookNewSheet 事件等。
下面例子就是通过 Application 对象实现的人机交互界面。

实例应用 1-10：通过 Application 对象实现人机交互
原始文件：无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4.2 对话框的调用 .xlsm
第 1 步，输入代码。在模块中输入如下代码，该段代码实现的是输入正确的计算机用户
名来修改 Excel 标题栏中的名称。
行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代码
Sub 修改标题栏()
Dim MyUserName As String
Dim InputTitle As String
MyUserName = Application.InputBox_
("请输入用户名:", "用户验证")
If MyUserName = "" Or MyUserName <> _
Application.UserName Then
MsgBox("用户名出错，谢谢使用！")
End If
If MyUserName = Application.UserName Then
Dim tempmsg As Integer
tempmsg = MsgBox("需要修改标题栏吗？", _
vbYesNo, "第一步")
If tempmsg = vbYes Then
InputTitle = Application.InputBox_
("请输入您的标题栏名称:", "第二步")

代码注解
第 2 ～ 4 行代码： 定义存储
输入的用户名的变量并赋值。
第 5 ～ 7 行代码： 如果不输
入用户名或者输入的用户名错
误，则显示相应信息并退出。
第 8 行代码： 如果用户名通
过验证，从此行开始执行代码。
第 9、10 行代码：定义变量，
存储“第一步”对话框的返回值。
第 11、12 行代码：如果需要
修改，则要求输入修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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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号

代码

代码注解

If InputTitle <> "" Then
Application.Caption = InputTitle
MsgBox("修改成功！谢谢使用！")
End If
Else
MsgBox("取消修改，谢谢使用！")
End If
End If
End Sub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第 2 步，验证用户名。按 F5 键执行代码，若代码无误，则会弹出如图 1-45 所示的对话框。
当用户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后，单击“确定”按钮，便进入修改标题栏的第一步，如图 1-46 所示。

图1-45

输入用户名

图1-46

第一步

第 3 步，修改标题栏名称。确定修改标题栏后，可在新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用户需要的
名称，如输入“Microsoft Excel”，即将原来的 Excel 修改成 Microsoft Excel，如图 1-47 所示。
修改成功后还会弹出提示信息，如图 1-48 所示。

图1-47

输入名称

图1-48

修改成功

第 4 步，对比修改效果。对比原来工作簿标题栏中的名称，可发现工作簿扩展名后的名
称发生了变化，如图 1-49 和图 1-50 所示。

图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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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用户窗体，实现人机交互界面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窗体是可视化编程的基本单位，每个窗体都有独立的功能，包
含若干控件，而每个控件也有特定的基本功能。每个窗体和其他窗体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或顺次发生，或相互调用，所有的窗体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界面。在一个应用程序中，所有的
功能和实现这些功能的代码都是围绕着窗体来安排的。

晕了，晕了！ 1.4.2 中不

别晕了，这是理念养成篇的

是已经实现人机交互了

最后一节了！学完这个你就

吗？这个用户窗体又是干

能对 VBA 有一个充分而全

嘛用的？

面的认识了！

用户窗体是一种更强大的用户界面，运用用户窗体可使程序变得更加可视化，设计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义窗体的外观、 按钮位置、 名称和功能。1.4.2 中介绍的方法是用户与
Excel 工作表之间的直接交互， 当用户不需要 Excel 应用程序的工作环境时， 就需要能脱离
Excel 工作表进行交互的用户窗体功能。
用户窗体的使用与模块类似，也需要在 VBA 编程环境中通过“插入”菜单进行添加，如
图 1-51 所示。当选择“用户窗体”命令后，VBA 编程环境中会立即弹出一个 UserForm 窗口。
一般情况下，还会同时自动弹出设计窗体需要用到的工具箱，如图 1-52 所示。用户窗体的大
小可以像调整文本框那样通过缩放边缘进行调整。如果没有弹出工具箱，用户可通过“视图”
菜单打开工具箱。

图1-51

插入窗体

图1-52

用户窗体和工具箱

如果要把用户窗体设置成符合用户需要的个性化窗体，则要通过设置用户窗体的属性来
完成。用户窗体的属性窗格在默认情况下是打开的，若没有显示，则可右击窗体，在弹出的
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命令来打开。用户窗体的各项属性可以按字母或分类进行排序，如
图 1-53 和图 1-54 所示。用户若要对属性进行修改，则必须在属性窗格中找到对应的属性，
然后在其右侧单击不同的按钮或输入值来修改，而这些按钮或文本框在没有修改前都是隐藏
的，需要用鼠标单击才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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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字母序”的属性窗格

图1-53

图1-54 “按分类序”的属性窗格

用户窗体的属性有很多，一些常用的属性如下所示。
Caption 属性：用来修改窗体标题栏的名称。
BackColor 属性：用来修改窗体的背景色。
Picture 属性：可为窗体添加背景图片，使窗体更加美观。
Font 属性：可修改窗体中的字体样式。

实例应用 1-11：新建一个用户窗体
原始文件：无
最终文件：实例文件 >01> 最终文件 >1.4.3 用户窗体 .xlsm
第 1 步，插入模块。通过“插入”菜单插入用户窗体，默认的窗体如图 1-55 所示。注意，
默认的窗体名称为 UserForm1。
第 2 步，添加滚动条。在属性窗格中单击“按分类序”标签，设置“滚动”选项组的第
一个属性。单击该属性右侧选项，将显示下三角按钮，然后单击该按钮，选择不同的滚动条效果，
这里要同时添加水平和垂直滚动条，因此选择第 4 个选项，如图 1-56 所示。

图1-55

插入的窗体

图1-56

修改属性1

第 3 步，添加图片并修改窗体名。在“图片”选项组中的 Picture 属性右侧单击后添加图片，
然后在“外观”选项组中修改 Caption 属性，直接在右侧文本框中输入“我的第一个窗体”，
如图 1-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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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运行后的效果。修改窗体的属性后，用户窗体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此时按 F5 键
执行窗体，会弹出如图 1-58 所示的窗体。

图1-57

修改属性2

图1-58

运行后的结果

有问必答
上面制作的那个窗体看起

你要看窗体的交互效果

来好简单，就是一个图片

啊！那种效果的制作过程

的展示，没有体现出交互

是很复杂的。为了满足你的

作用啊？

要求，下面只展示效果了！

如图 1-59 所示是薪资管理系统中常见的交互式窗体界面，其制作过程相当复杂，会在第 7 章中介绍。
后面章节中很多系统类管理界面都有类似的窗体效果。

图1-59

交互式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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