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cel的个性化设置

Excel 是办公中必不可少的一款 Microsoft Oﬃce 组件，本章将介绍 Excel 的一些个性化
的功能设置，为后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1招

快速启动Excel

安装好Oﬃce组件后，就可以启动该组件进行表格的创建和编辑了，启动Excel组件的方
法有很多，下面介绍通过“开始”菜单启动该组件。
步骤01 启动Excel组件

步骤02 显示启动的组件效果

1 单击“ 开始 ” 按钮。 2 在弹出的菜单中

单击“Excel 2016”组件，如下图所示。

可看到启动 Excel 2016 组件后，打开的开
始屏幕效果，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1 单击

第2招

创建空白工作簿

如果要在工作簿中编辑数据，启动组件后还需创建一个空白工作簿，具体方法如下。
步骤01 创建空白工作簿

步骤02 显示创建效果

启动 Excel 组件， 在开始屏幕中单击“ 空
白工作簿”缩略图，如下图所示。

此时可看到新建的空白工作簿，其默认名
称为“工作簿 1”，如下图所示。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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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招

跳过开始屏幕，直接创建空白工作簿

如果想要在启动Excel 2016后直接创建一个空白工作簿，可通过以下操作来跳过开始屏幕。
步骤01 打开“Excel选项”对话框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如下
图所示。

步骤02 关闭开始屏幕
弹出“Excel 选项 ” 对话框， 在“ 常规 ”
选项卡下的“自动选项”选项组中取消勾选“此
应用程序启动时显示开始屏幕”复选框，如下
图所示。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取消勾选

单击

第4招

选择文本时隐藏浮动工具栏

如果不需要在选中文本后弹出可以设置
字体格式和样式的浮动工具栏，可通过以下
方法将其隐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在“常规”选项卡下“用
户界面选项”选项组中取消勾选“选择时显示
浮动工具栏”复选框，如右图所示。单击“确定”
按钮。

第5招

取消勾选

隐藏屏幕提示的说明文字

掌握了Excel组件各个工具的名称及其功能作用后，就可以将组件中的屏幕提示关闭了。
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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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 ” 对话框， 1 在“ 常规 ” 选项卡
下的“用户界面选项”选项组中单击“屏幕提
示样式” 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
中单击“不显示屏幕提示”选项，如右图所示。
完成设置后单击“确定”按钮。

1 单击

2 单击

第6招

为新建工作簿设置默认的字体和字号

如果想要让新建的工作簿中编辑的数据
直接应用喜欢的字体和字号，提高工作效
率，可设置默认的字体和字号。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 ” 对话框， 1 在“ 常规 ” 选项卡
下的“新建工作簿时”选项组中设置“使用此
字体作为默认字体”为“黑体”、“字号”为
“10”磅， 2 单击“确定”按钮，如右图所示，
随后会弹出一个提示框，提示用户需要关闭并
重新启动 Excel，字体更改才能生效。

第7招

1 设置

2 单击

以页面视图方式展示新工作表

如果想要让新建的工作簿直接以某视图
方式展现数据内容，可为工作簿设置默认的
视图方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在“常规”选项卡下“新
建工作簿时”选项组中单击“新工作表的默认
视图” 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
单击“页面视图”选项，如右图所示。完成后
单击“确定”按钮。

1 单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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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招

设置新建工作簿默认包含的工作表数

如果想要让创建的空白工作簿拥有特定
数量的工作表，可通过以下方法来设置默认
的工作表数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在“常规”选项卡下“新
建工作簿时”选项组下的“包含的工作表数”
文本框中输入相应的数值，如“3”，2 单击“确
定”按钮，如右图所示。

1 输入
2 单击

第9招

设置Excel的工作界面颜色

如果对Excel组件的主题颜色不满意，可
2 单击

根据需要将其修改成其他的颜色，具体的操

3 单击

作方法如下。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1 在 打 开 的 视 图 菜 单 中 单 击“ 账 户 ” 命 令，
2 在“ 账户 ” 面板中单击“Oﬃce 主题 ” 右侧
的下三角按钮，3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深灰色”
选项，如右图所示。
1 单击

第10招

登录Oﬃce账户

如果想要从任何位置访问共享的文件，可登录用户的Oﬃce账户。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登录账户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账户”命令，在“账
户”面板中单击“登录”按钮，如右图所示。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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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3 输入登录密码

弹出“ 登录” 对话框， 1 在文本框中输入
用户要登录的电子邮件或电话号码， 2 完成输
入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如下图所示。

1 在弹出对话框的“ 输入密码” 文本框中

输入账户密码， 2 单击“ 登录” 按钮， 如下图
所示，即可完成账户的登录操作。在“账户”
面板中，可看到登录账户的头像和账户名。

2 单击
1 输入

1 输入

2 单击

第11招

设置Excel界面的背景效果

登录账户后，就可以通过设置Oﬃce背景
2 单击

享受到更加出色和个性化的体验。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单击“文件”按
钮， 1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账户”命令，
2 在“ 账户 ” 面板中单击“Oﬃce 背景 ” 右侧
的下三角按钮， 3 在展开的列表中选择合适的
Oﬃce 背景，如“水下”，如右图所示。

第12招

1 单击

3 单击

注销登录的账户

如果不想让他人了解使用设备的用户账号
及使用过的文件记录，可注销账户。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账户”命令，在“账
户”面板中单击“注销”按钮，如右图所示。
随后弹出“删除账户”对话框，直接单击“是”
按钮，即可注销账户。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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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招

设置工作簿的默认保存格式

Excel 2003在未安装文件格式兼容包的情
况下无法直接打开高版本组件创建的工作簿，

2 单击

此时可更改高版本Excel组件的默认保存格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保存”选项卡，
2 在“ 保存工作簿” 选项组下单击“ 将文件保
存为此格式” 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3 在展开的
列表中单击“Excel 97-2003 工作簿（*.xls）”
选项，如右图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第14招

1 单击

3 单击

设置工作簿自动保存的时间间隔

为了避免突发情况，如停电、系统崩溃
等造成工作簿内容的丢失，可更改工作簿的
自动保存时间。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保存”选项卡，
2 在“ 保存自动恢复信息时间间隔” 后的文本
框中输入“1”， 表示每隔 1 分钟就会自动保
存文件， 3 单击“确定”按钮，如右图所示。

2 输入

1 单击

3 单击

第15招

打开或保存文件时隐藏Backstage视图菜单

如果想要在打开或保存文件时不显示
Backstage视图菜单，而直接跳转至文件的
打开和保存对话框中时，可通过以下方法隐
藏视图菜单。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保存”选项卡，
2 在“ 保存工作簿” 选项组中勾选“ 打开或保
存文件时不显示 Backstage” 复选框， 如右图
所示。完成操作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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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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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Enter】键后向右移动所选内容

通过【Enter】键可在Excel表格中快速向
下移动一个单元格，如果想要通过【Enter】
键向右或向左等方向移动，可通过以下方法
来实现。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高级”选项卡，
2 在“ 编辑选项” 选项组下单击“ 方向” 右侧
的下三角按钮，3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向右”
选项，如右图所示。完成操作后单击“确定”
按钮。

第17招

1 单击

2 单击
3 单击

设置自动插入的小数点位数

如果工作时需要输入大量固定位数的小
数点数据，可在Excel中设置自动添加的小
数点位数，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弹出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高级”选项卡，
2 在“ 编辑选项” 选项组下勾选“ 自动插入小
数点”复选框，在“位数”文本框中输入“2”，
表示会自动为输入的数据插入 2 位小数点，
如右图所示。完成操作后单击“确定”按钮。

第18招

1 单击

2 设置

设置开始屏幕上最近使用的工作簿数量

如果需要在Excel组件启动后的开始屏幕上显示最近使用的一个或多个工作簿，可通过以
下方法设置显示最近使用的工作簿数量。
步骤01 更改最近使用的工作簿数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 ” 对话框， 1 切换至“ 高级 ” 选
项卡，2 在“显示”选项组下“显示此数目的‘最
近使用的工作簿’”后的文本框中输入“5”，
如右图所示。

2 输入

1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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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2 显示更改效果
单击“确定” 按钮，关闭工作簿，重新启
动 Excel 组件， 即可在开始屏幕左侧的“ 最近
使用的文档”面板下看到 5 个最近使用的文档，
如右图所示。

第19招

设置视图菜单下最近使用的工作簿数

如果想要在工作簿的视图菜单中方便而快速地打开一个或多个最近使用的工作簿，可通
过以下方法将最近使用的工作簿添加到视图菜单中。
步骤01 更改快速访问的工作簿数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 1 切换至“高级”选项
卡， 2 在“ 显示” 选项组下勾选“ 快速访问此
数目的‘最近使用的工作簿’”复选框，在文
本框中输入“3”，如下图所示。

步骤02 显示更改效果
单击“ 确定” 按钮， 关闭工作簿， 重新打
开任意一个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在打
开的视图菜单下方可看到最近使用的 3 个工作
簿，如下图所示。

2 勾选并输入

1 单击

第20招

固定经常使用的工作簿

如果经常使用某个工作簿，并想要更加
快速地打开该工作簿时，可将其固定到组件
的开始屏幕中。
启动 Excel 组件， 在开始屏幕左侧的“ 最
近使用的文档”面板中可看到最近使用过的文
档，单击要固定文档右侧的“将此项目固定到
列表”按钮，如右图所示。即可将该文档固定
在开始屏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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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工作簿的使用记录

每打开一个Excel工作簿时，系统都会自
动记录它的名称和位置，如果打开过的文件
非常重要，为避免信息泄露，可删除工作簿
的使用记录。

1 右击

启动 Excel 组件， 1 在开始屏幕左侧的“最
近使用的文档” 面板中右击文档， 2 在弹出的
快捷菜单中单击“从列表中删除”命令，如右
图所示。

第22招

2 单击

隐藏水平和垂直滚动条

当不想在工作表中显示水平或垂直滚动
条时，可将其隐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高级”选项卡，
2 在“ 此工作簿的显示选项” 选项组下取消勾
选“显示水平滚动条”和“显示垂直滚动条”
复选框，如右图所示，单击“确定”按钮。

第23招

2 取消勾选

1 单击

隐藏工作表的行和列标题

如果不想在工作表中显示行列标题，可
将其隐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 在“ 视图” 选项卡
下的“显示”组中取消勾选“标题”复选框，如
右图所示。即可看到工作簿中的标题被隐藏了。

第24招

取消勾选

从右到左显示工作表数据内容

默认情况下，工作表会以从左到右的方
式显示，如果想要以从右到左的方向显示工
作表，可通过以下方法进行设置。
打开“Excel 选项”对话框， 1 切换至“高
级” 选项卡， 2 在“ 此工作表的显示选项” 选
项组下勾选“从右到左显示工作表”复选框，
如右图所示。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2 勾选
1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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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有零值的单元格中隐藏零

如果想要在单元格中输入零（0），但又
不需要显示该值时，可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
零值的隐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 1 切换至“高级”选项
卡， 2 在“ 此工作表的显示选项” 选项组下取
消勾选“在具有零值的单元格中显示”复选框，
如右图所示。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第26招

1 单击

2 取消勾选

隐藏编辑区域的网格线

在Excel工作表中，网格线主要用于区分
单元格，当不需要使用网格线来区分单元格
时，可将其隐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 在“ 视图” 选项卡
下的“显示”组中取消勾选“网格线”复选框，
如右图所示。即可看到工作簿中的网格线消失了。

取消勾选

提示
除了可以隐藏工作表的标题和网格线，还可以在“视图”选项卡下的“显示”组中取消勾选“编
辑栏”复选框，从而隐藏编辑栏。

第27招

设置工作簿的网格线颜色

当默认的网格线颜色不符合用户的喜好
时，可以对网格线颜色进行更改。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1 切换至“高级”选项卡，
2 在“此工作表的显示选项”选项组下单击“网
格线颜色” 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3 在展开的列
表中单击选择合适的颜色，如右图所示。完成
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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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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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组件时自动打开指定目录下的所有工作簿

如果用户想要在启动组件时自动打开指定
目录下的所有工作簿，可通过以下方法来实现。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打开“Excel 选项”
对话框，1 切换至“高级”选项卡，2 在“常规”
选项组下的“启动时打开此目录中的所有文件”
文本框中输入要打开工作簿的保存路径，如右
图所示。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

第29招

1 单击

2 输入

在快速访问工具栏上添加常用命令

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调用一些常用命

1 单击

令，可在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中进行添加。
2 单击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1 单击“ 自定义
快速访问工具栏”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
击“新建”命令，如右图所示。即可在快速访
问工具栏中添加该常用命令。

第30招

在快速访问工具栏上添加其他命令

如果想要对选项卡下的其他命令进行快
速调用，可通过以下方法将其添加到快速访
问工具栏中。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1 在“ 插入” 选
项卡下的“表格”组中右击要添加的命令，如
“表格”按钮，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添
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命令，如右图所示。即
可将该命令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中。

第31招

1 右击
2 单击

改变快速访问工具栏的显示位置

为了更方便地使用快速访问工具栏中的工
具，可将快速访问工具栏移动到功能区下方。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1 在快速访问工
具栏上右击任意一个命令， 2 在弹出的快捷菜
单中单击“在功能区下方显示快速访问工具栏”
命令，如右图所示。即可将快速访问工具栏移
动到功能区的下方。

1 右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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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招

折叠功能区增大工作表的编辑区域

如果想要让窗口的编辑区域尽可能大，

1 单击

可对功能区进行隐藏操作。具体的操作方法
如下。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 1 单击窗口右上角
的“ 功能区显示选项”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
中单击“自动隐藏功能区”选项，如右图所示。

第33招

2 单击

在功能区添加新的选项卡和命令

如果想要更加高效地应用一些工具和命令，可在Excel组件中创建新的选项卡，并将需要
经常使用的工具和命令添加到创建的选项卡中。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打开“Excel选项”对话框
新建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1 在快速访问工
具栏上右击，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自
定义功能区”命令，如下图所示。

步骤02 新建选项卡
弹出“Excel 选项 ” 对话框， 1 在“ 自定
义功能区”选项组下的列表框中单击一个主选
项卡，如“开始”选项卡，2 单击“新建选项卡”
按钮，如下图所示。

1 右击
1 单击
2 单击

2 单击

步骤03 选择命令

步骤04 添加命令

1 单击“ 从下列位置选择命令” 选项右侧

的下三角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 不在
功能区中的命令”选项，如下图所示。

1 在列表框中选择要添加的命令， 如“ 百

分号”， 2 单击“添加”按钮，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2 单击

1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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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5 显示添加的选项卡和命令
应用相同的方法继续添加所需命令，即可
在对话框右侧的“ 自定义功能区 ” 选项组下
的列表框中看到“开始”选项卡下新建的选项
卡及该选项卡下默认组中添加的命令，如右图
所示。

第34招

重命名组件的选项卡和组名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可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对选项卡和组进行重命名，具体的操作方法
如下。
步骤01 打开对话框

步骤02 重命名选项卡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打开“Excel 选项”
对话框， 1 在“ 自定义功能区” 选项组下的列
表框中选中“ 新建选项卡（ 自定义）”， 2 单
击“重命名”按钮，如下图所示。

弹出“重命名”对话框， 1 在“显示名称”
文本框中输入选项卡的名称，如“常用”， 2 单
击“确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2 单击

1 输入
2 单击

步骤03 打开对话框

步骤04 重命名组

可看到重命名选项卡的效果， 1 选中“ 自
定义功能区”选项组列表框中的“新建组（自
定义）”，2 单击“重命名”按钮，如下图所示。

弹出“ 重命名” 对话框， 1 在“ 符号” 列
表框中选择一个图标， 2 在“ 显示名称” 文本
框中输入“ 设置”， 3 单击“ 确定” 按钮， 如
下图所示。

1 单击
1 单击
2 输入
2 单击
3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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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5 显示重命名效果
单击“ 确定” 按钮， 返回工作簿中， 即可
在功能区中看到重命名选项卡和组后的效果，
如右图所示。

第35招

移动选项卡和命令的位置

如果对选项卡和命令的放置位置不满意，可以将命令和选项卡移动到顺手的位置。具体
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移动命令

步骤02 移动选项卡的位置

打开一个空白的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 1 在“自定义功能区”
选项组下的列表框中单击要移动的命令， 2 单
击两次“上移”按钮，如下图所示。

1 选中要移动的选项卡，
如“常用（自定义）”

选项卡， 2 单击“ 下移” 按钮， 如下图所示。
完成移动操作后单击“确定”按钮。

2 单击

1 单击

1 单击
2 单击

步骤03 显示移动效果
返回工作簿中，可看到“常用”选项卡移
动到了“插入”后，而在“常用”选项卡下可
看到“触摸 / 鼠标模式”命令按钮移动到了“设
置”组的最前方，如右图所示。

第36招

删除添加的选项卡和命令

完成了被添加选项卡和命令的使用后，为了避免其占据一部分的功能区空间，可将添加
的选项卡和命令移出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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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2 删除选项卡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对话框， 1 在“自定义功能区”
选项组下的列表框中右击命令， 2 在弹出的快
捷菜单中单击“删除”命令，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删除某个选项卡， 1 则右击列表框
中要删除的选项卡，如“常用（自定义）”选
项卡，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删除”命令，
如下图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删除选
项卡及选项卡下的所有命令。

1 右击
1 右击
2 单击
2 单击

第37招

隐藏主要选项卡

自定义添加的选项卡可以删除，但是对
于功能区中的主选项卡，则只能通过以下方
法将其隐藏。
打开一个空白工作簿，单击“文件”按钮，
在打开的视图菜单中单击“选项”命令，打开
“Excel 选项” 对话框， 在“ 自定义功能区”
选项卡下的“自定义功能区”选项组的列表框
中，取消勾选“审阅”复选框，如右图所示。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隐藏该选项卡。

取消勾选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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