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Word文档的编辑

在Word文档中，除了可以输入普通的文本内容，还可以输入或插入各种文本类型的内
容，如特殊符号、专业格式的日期、复杂的公式等。完成文本的输入后，为了保证内容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还需要对文档进行编辑。
本章将主要介绍四部分内容：各种类型文本的输入；文本的选择；文本的复制、剪切与
粘贴等剪贴板相关操作；文本的查找与替换。

第42招

快速插入特殊符号

在文档中插入一些特殊符号，可以使文档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步骤01 插入符号

步骤02 选择符号字体

打开一个文档，1 在“插入”选项卡下的“符
号” 组中单击“ 符号”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
中可直接选择最近使用过的符号，如果要插入
的特殊符号没有显示在该列表中，可单击“其
他符号”选项，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符号”对话框中的“符号”选
项卡下， 1 单击“字体”右侧的下拉按钮， 2 在
展开的列表中单击选择一种特殊符号字体，如
“Wingdings 2”，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1 单击

2 单击

2 单击

步骤03 选择特殊符号
随后在“字体”下的符号列表框中单击要
插入的符号，如右图所示。完成后单击“插入”
按钮，即可插入选中的符号。
单击

提示
在打开的“符号”对话框中双击要插入的符号，也可以将其插入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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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专业格式的日期

在编辑Word文档时，如果不想手动输入日期数据，可通过Word中的日期和时间功能直
接插入不同格式的日期数据。
步骤01 插入日期

步骤02 选择日期格式

打开一个文档，在“插入”选项卡下的“文
本”组中单击“日期和时间”按钮，如下图所示。

1 在弹出的
“日期和时间”对话框中设置“语

言（国家 / 地区）”为“中文（中国）”，2 在“可
用格式”列表框中单击要使用的日期和时间格
式，如下图所示。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单击

2 单击
1 设置

第44招

插入自动更新的日期

如果希望每次打开文档的时候系统自动
更新插入的日期数据，可使用Word文档中的
自动更新功能。
打开一个文档，在“插入”选项卡下的“文
本”组中单击“日期和时间”按钮，打开“日
期和时间”对话框，选择好要插入的日期和时
间格式后，1 勾选“自动更新”复选框，2 单击“确
定”按钮，如右图所示。

第45招

1 勾选

2 单击

插入并编辑公式

如果想要在Word文档中插入并编辑公式，可以使用Word组件中的公式功能来实现。
步骤01 插入新公式

1 单击

打开一个文档，1 在“插入”选项卡下的“符
号” 组中单击“ 公式” 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
的列表中可直接单击内置的公式模板，如果没
有合适的模板，则单击“插入新公式”选项，
如右图所示。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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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2 插入常用的公式结构

1 单击

随后文档光标定位处插入了一个公式框，
1 在“ 公式工具 - 设计 ” 选项卡下的“ 结构 ”
组中单击“ 上下标”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
单击要插入的公式结构，如右图所示。

2 单击

步骤03 插入空白的结构

步骤04 完成公式的插入

1 此时文档的公式框中插入了选择的公式

结构，输入运算符“+”， 2 继续单击“上下标”
按钮， 3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要插入的空白公
式结构，如“上标”，如下图所示。

插入空白结构后，分别在空白的框中输入
要插入的公式内容。应用相同的方法继续在公
式框中输入运算符和公式结构，完成后单击公
式框以外的任意位置，即可完成公式的插入，
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1 输入
3 单击
完成插入

第46招

拖动选择任意连续文本内容

一般情况下，要编辑文档中的部分内
容，首先就需要选定该内容。选定的方法很
简单，直接拖动鼠标选择即可。
打开原始文件，将鼠标指针放置在想要选
定文本的起点，按住鼠标左键向右拖动至终点
即可，如右图所示。

拖动选中

提示
如果要选定的连续文本内容较长，或者是跨页，使用拖动的方式就会比较麻烦。此时可先
将光标定位在要选中文本的起点，按住【Shift】键不放，单击要选中文本的终点，即可选中起
点至终点间的所有文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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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选择词组

如果要选择文档中的某个词组，除了使
用上一招中的拖动方式外，还可以通过以下
方法来实现。
打开原始文件，在要选定的词组中双击，
如右图所示，即可选中该词组。
双击

第48招

快速选择一行文本

如果要选择某行文本，除了使用拖动的
方式外，也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打开原始文件，将鼠标指针放置在待选文
本行的左侧， 当鼠标指针变为 形状时， 单击
鼠标左键，即可选中该行，如右图所示。

第49招

单击

快速选择一句文本

如果要选择文档中的某句文本，可通过
以下方法来快速实现。
打开原始文件， 按住【Ctrl】 键不放， 在
要选定句的任意位置单击，即可选中该句文本，
如右图所示。

第50招

按住 Ctrl 键单击

快速选择整段文本

在使用Word编辑文档时，有时会需要选

双击

择整段文字，如果采用拖动鼠标的方法来选
择文本，虽然不算麻烦，但也很容易漏选或
多选，此时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快速选择整
段文本。
打开原始文件，将鼠标指针放置在待选定
段落的左侧， 当鼠标指针变为 形状时， 双击
鼠标左键，即可选中整段文本，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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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将鼠标指针放置在待选定段落文本的任意位置，三击鼠标左键，也可以选中该段文本。

第51招

快速选择矩形区域内的文本

如果想要对Word文档中的某一个矩形区
域内的文本内容进行操作，使用鼠标选取会
连带着将同一行内的其他文本内容选中，此
时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来操作。

按住 Alt 键拖动

打开原始文件，将鼠标指针放置在想要选
定的文本的起始位置，按住【Alt】键不放，按
住鼠标左键进行拖动，即可选中矩形区域内的
文本，如右图所示。

第52招

快速选择整篇文档

当需要对整篇文档进行操作时，可通过
以下方式快速选中全部文档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将鼠标指针放置在文本的
左侧，当鼠标指针变为 形状时，三击鼠标左键，
即可选中文档的全部内容，如右图所示。

提示
按下【Ctrl+A】组合键，也可以选中文档的全部内容。

第53招

选择不连续的文本

如果要对文档中的多处文本进行相同的
操作，可通过以下方法选中文档中多处不连
续的文本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拖动鼠标选中第 1 处文本
内容， 然后按住【Ctrl】 键不放， 继续拖动选
中其他文本内容，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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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所有格式相似的文本

如果想要对文档中具有相似格式的文本内容进行操作，可通过以下方法快速选中格式相
似的文本。
步骤01 选择格式相似的文本
打开原始文件，将光标定位在要选择格式
的文本中， 1 在“ 开始” 选项卡下的“ 编辑”
组中单击“ 选择”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
击“选择格式相似的文本”选项，如下图所示。

步骤02 显示选中效果
随后可看到文档中与光标所在处文本格式
相似的文本内容被选中了，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第55招

快速输入文档中已有的文本内容

如果需要在文档中多次输入相同内容的文本，可通过Word中的复制和粘贴功能快速完
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步骤01 复制文本
打开原始文件， 1 选中要复制的文本内容
并右击，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复制”
命令，如下图所示。

1 选中并右击

步骤02 粘贴文本
1 在要插入选中文本的位置右击， 2 在弹

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保留源格式”命令，如
下图所示。

1 右击

2 单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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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3 显示粘贴效果
随后可看到复制的文本被粘贴到了光标定
位处，如右图所示。

提示
使用【Ctrl+C】和【Ctrl+V】组合键，可以快速完成文本的复制和粘贴操作。

第56招

使用格式刷复制格式

如果需要对多处内容设置相同的格式，可以用第53招的方法同时选中这些内容再设置格
式，也可以先对一处内容设置好格式，再应用格式刷功能将设置的格式复制到其他内容上。
步骤01 启动格式刷
打开原始文件， 1 选中已经设置了格式的
文本， 2 在“ 开始” 选项卡下的“ 剪贴板” 组
中单击“格式刷”按钮，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步骤02 应用格式刷
此时鼠标指针呈刷子形状，拖动选择要应
用格式的目标文本，如下图所示。

拖动

1 选中

步骤03 显示应用格式的效果
随后即可将已有的格式复制到目标文本
上，如右图所示。

提示
如果想要将已有的格式应用到多处文本上，可双击“格式刷”按钮。完成格式的应用后再
次单击“格式刷”按钮或按下【Esc】键，关闭格式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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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字粘贴为图片

如果想要在文档中使用不可编辑的文本，或者需要一些看起来像是文本但却能够被当作
图形进行操作的内容，可将文本复制后粘贴为图片格式。
步骤01 选择性粘贴文本
打开原始文件，选中并复制要粘贴为图片
的文本内容，打开一个新的文档，定位好光标
后， 1 在“ 开始” 选项卡下的“ 剪贴板” 组中
单击“ 粘贴” 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
单击“选择性粘贴”选项，如右图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步骤02 粘贴为图片

步骤03 显示粘贴效果

1 在弹出的
“选择性粘贴”对话框中单击“粘
贴”单选按钮， 2 单击“形式”列表框中的“图
片（增强型图元文件）”选项，如下图所示。

单击“ 确定” 按钮， 返回文档中，即可看
到光标定位处插入的纯文字图片，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第58招

快速移动文本

在Word文档中进行文字编辑时，经常需要移动某些文本的位置，如果移动的目标位置在
当前页，可采取鼠标拖动文本块的方式来完成。
步骤01 移动文本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 1 拖动鼠标选中要移动的
文本， 2 用鼠标将选中的文本拖动到要放置的
位置，如右图所示。

2 拖动

1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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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2 显示移动效果
随后可看到选中的文本被移动到新的位
置，如右图所示。

提示
如果待移动文本的原始位置与目标位置相距较远，用鼠标拖动的方式会不方便操作，可以
在选中文本后按快捷键【Ctrl+X】剪切文本，再在目标位置按快捷键【Ctrl+V】粘贴文本。

第59招

快速找到指定内容

当需要在文字较多的文档中查找特定的文本内容时，用眼睛逐字阅读查找会很麻烦，此
时可以使用Word中的查找功能快速找到指定内容。
步骤01 启动查找功能

1 单击

打开原始文件， 1 在“ 开始” 选项卡下的
“编辑”组中单击“查找”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 查找” 选项， 如右图
所示。也可按快捷键【Ctrl+F】。

步骤02 输入查找内容
在文档左侧弹出“ 导航” 窗格， 在搜索框
中输入要查找的文本内容，如“续假”，在搜索
框的下方会自动显示搜索的结果数，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步骤03 显示查找效果
此时文档中查找到的内容将会被突出显示
出来，如下图所示。

输入

第60招

使用通配符进行模糊查找

如果需要在长篇的Word文档中查找某个词，但是忘掉了该词的完整内容，而只记得部分
内容，可以使用通配符来进行模糊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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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2 设置查找选项

打开原始文件， 1 在“ 开始” 选项卡下的
“编辑”组中单击“查找”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 高级查找” 选项， 如
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单击“更
多” 按钮展开搜索选项， 1 单击“ 特殊格式”
按钮，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任意字符”选项，
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2 单击

1 单击

步骤03 模糊查找

步骤04 显示查找结果

可看到“查找内容”后的文本框中自动输
入了任意字符的通配符“^?”， 1 在通配符后
输入“ 天”， 2 单击“ 查找下一处” 按钮， 如
下图所示。

随后可看到文档中的文本“天”及前面的
一个字符一起被突出显示了，如下图所示。继
续单击“查找下一处”按钮，可继续查找包含
了“天”的文本内容。

1 输入

2 单击

提示
需注意的是，“^?”代表任意的单个字符，有几个“^?”就代表有几个字符。

第61招

快速替换多处相同的文本内容

在Word文档中输入文本内容时，有可能会出现多处打错一个字或词的情况，如果逐个查
找并修改不仅很费时间还可能遗漏，此时可以利用查找和替换功能快速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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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1 启动替换功能

步骤02 替换全部

打开原始文件，在“开始”选项卡下的“编
辑”组中单击“替换”按钮，如下图所示。

1 在弹出的“ 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中单击

“替换”标签， 2 设置“查找内容”为“年”、
“替换为”为“天”， 3 单击“全部替换”按钮，
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单击
2 设置
3 单击

步骤03 完成替换
弹出提示框，可看到完成的替换数，直接
单击“确定”按钮，如右图所示。
单击

第62招

使用替换功能批量修改文本格式

若要将Word文档中多个相同的文本格式更改为其他相同的格式，也可以使用查找和替换
功能来实现。
步骤01 显示替换前的效果
打开原始文件，拖动选中标题文本，可在
弹出的浮动工具栏中看到选中文本的字体格式
为“ 宋体”“ 五号”“ 加粗”， 如下图所示。
单击文档中的任意处取消选中。

选中

步骤02 单击“更多”按钮
单击“ 替换” 按钮， 打开“ 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 1 将光标定位在“ 替换” 选项卡下的
“查找内容”文本框中， 2 单击“更多”按钮，
如下图所示。

1 定位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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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4 设置要查找的格式

1 单击“ 格式 ”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

单击“字体”选项，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在弹出的“查找字体”对话框中的“字体”
选项卡下设置要查找的字体、字形及字号，如
下图所示。
设置

1 单击

步骤05 定位光标

步骤06 设置要替换为的格式

单击“ 确定” 按钮， 返回“ 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中，将光标定位在“替换为”文本框中，
如下图所示。

单击“格式”按钮，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字
体”选项，在“替换字体”对话框中的“字体”
选项卡下设置要替换为的字体、字形及字号，
如下图所示。
设置

定位

步骤07 全部替换

步骤08 显示替换效果

单击“ 确定” 按钮， 返回“ 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中，可看到设置好的查找格式和替换格
式，单击“全部替换”按钮，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提示框中直接单击“确定”按钮，
返回文档中，可看到替换后的标题效果，如下
图所示。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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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招

利用替换功能删除空白行

将网页中的文本内容复制到Word文档中后，经常会发现各个段落之间包含一些空白行。
如果复制的文档内容较多，且空白行也较多时，逐个删除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时可
以利用替换功能快速删除空白行。
步骤01 查看空白行效果
打开原始文件，可看到文档中的多个空白
行，如下图所示。

步骤02 查找段落标记
单击“编辑”组中的“替换”按钮，打开“查
找和替换”对话框。将光标定位在“查找内容”
文本框中，单击“更多”按钮，1 单击“特殊格式”
按钮，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段落标记”选项，
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1 单击

步骤03 全部替换

步骤04 完成替换

随后可看到“查找内容”文本框中自动输
入了代表段落标记的“^p”符号，应用相同的
方法在“查找内容”文本框中插入第 2 个段落
标记，在“替换为”文本框中插入一个段落标记。
单击“全部替换”按钮，如下图所示。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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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提示框， 直接单击“确定”按钮， 返
回文档中，可看到文档中的空白行已被删除，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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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指定文本替换为图片

使用替换功能除了可以将多个相同文本批量替换为其他文本外，还可以将多个相同文本
替换为图片，从而丰富文档内容。
步骤01 剪切图片

步骤02 设置替换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 1 在文档中右击要替换为
的图片，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剪切”
命令，如下图所示，即可将图片剪切到剪贴板中。

打开“ 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 在“ 替换”
选项卡下设置“查找内容”为图片对应的“香蕉”
文本，将光标定位在“替换为”文本框中， 1 单
击“特殊格式”按钮，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剪
贴板’内容”选项，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2 单击

1 右击
1 单击

步骤03 全部替换

步骤04 显示替换效果

随后可看到“替换为”文本框中自动输入
了剪贴板对应的代码“^c”，单击“全部替换”
按钮，如下图所示。

弹出提示框，提示替换的数量，单击“确定”
按钮，即可看到“香蕉”文本被替换为图片后
的效果。应用相同的方法剪切其他图片并替换，
即可得到如下图所示的效果。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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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平方米上标号

在实际工作中，上标和下标的应用非常广泛。上标一般指比同一行中其他文字稍高的文
字，用于上角标志符号。下标指的是比同一行中其他文字稍低的文字，用于科学公式。实际
工作中常见的平方米和立方米等符号，都是利用上标来实现标注的。下面就以输入平方米上
标号为例进行讲解。
步骤01 设置上标号

步骤02 显示设置效果

打开原始文件， 1 选中要设置为上标的文
本，如“2”， 2 在“开始”选项卡下单击“字
体”组中的“上标”按钮，如下图所示。

随后可看到选中的文本变为了上标，如下
图所示。如果要设置下标，则在选中文本后单
击“下标”按钮即可。

2 单击

1 选中

提示
除了以上方法外，还可以使用快捷键来设置上下标号。选中要设置的文本，按【Ctrl+Shift+=】
组合键，可以将文本设置为上标，再按一次即可恢复到原始状态；按【Ctrl+=】组合键，可以将
文本设置为下标，再按一次即可恢复到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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