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单元格的基本操作

掌握了工作簿和工作表的基本操作后，还需要对工作表的最小组成单位，即单元格进行
了解。本章主要对单元格的各种基本功能，如选定、插入、删除、合并、拆分等操作进行介
绍，还将对行列的插入、删除、隐藏及高度和宽度的调整进行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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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工作表中的单个单元格

若要对工作表中的某个单元格进行输入
或编辑操作，需先选中要操作的单元格。具
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打开原始文件，单击 D 列与第 3 行的交叉
处，即可选中单元格 D3，如右图所示。

第73招

单击

选定工作表中的单元格区域

如果要对工作表中的单元格区域进行输
入和编辑操作，就必须先选中单元格区域。
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打开原始文件， 选中单元格 A2， 按住鼠
标左键不放拖动至单元格 E8， 即可选中单元
格区域 A2:E8，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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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动

选定不连续的单元格区域

如果要对不连续的单元格区域进行相同
的操作，可通过以下方法选中不连续的单元

1 单击

格区域。
打 开 原 始 文 件， 1 选 中 单 元 格 A2， 2 按
住【Ctrl】 键不放， 再按住鼠标左键不放拖动
选中其他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如单元格区域
C5:E8， 如右图所示。 即可选中不连续的单元
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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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工作表的整行数据

如果要对工作表中的整行数据进行操
作，可通过以下方法选中整行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单击要选中行的行号，如
行号“3”，即可选中整行数据，如右图所示。

第76招

单击

选定工作表的整列数据

如果要对工作表中的整列数据进行操

单击

作，可通过以下方法选中整列数据内容。
打开原始文件，单击要选中列的列号，如
列号“B”，即可选中整列数据，如右图所示。

第77招

选定全部单元格

如果工作表中的数据较多，不便于通过

单击

拖动来全部选中，可使用以下方法来快速达
到目的。
打开原始文件，单击工作表左上角的“全
选”按钮，即可选定工作表中的全部单元格，
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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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多个工作表的同一区域

当需要对多个工作表的同一区域进行相
同的操作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可通过以
下方法选中多个工作表的同一区域。
打开原始文件， 1 按住【Ctrl】键不放，选
中多个工作表， 2 在任一工作表中按住鼠标左
键不放拖动选中单元格区域 B3:D8，如右图所
示。即可发现其他工作表中相同的区域也被选
中了。

2 选中

1 按住 Ctrl 键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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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招

在工作表中插入单元格

在制作表格或编辑数据时，常常会遇到要在工作表的指定位置插入一个新单元格，此时
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来实现单元格的插入。
步骤01 单击“插入”命令
打开原始文件，1 在单元格 A5 中右击鼠标，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插入” 命令， 如
下图所示。

步骤02 插入单元格
弹出“ 插入” 对话框， 1 单击“ 活动单元
格下移” 单选按钮， 2 单击“ 确定” 按钮， 如
下图所示。

1 右击
1 单击

2 单击

2 单击

步骤03 显示插入效果
返回工作表中， 即可看到原来单元格 A5
及以下的内容都下移了， 而原来单元格 A5 的
上方插入了一个空白的单元格，如右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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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工作表中的单元格

当工作表中存在一些多余的单元格时，可将其删除，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单击“删除”命令
打开原始文件，1 在单元格 A5 中右击鼠标，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删除” 命令， 如

下图所示。

步骤02 删除单元格
弹出“ 删除” 对话框， 1 单击“ 下方单元
格上移” 单选按钮， 2 单击“ 确定” 按钮， 如
下图所示。

1 右击
1 单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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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表中插入空白行

如果需要在表格中输入遗漏的行数据，可通过以下方法在工作表中插入空白行。具体的
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插入空白行

步骤02 显示插入效果

打开原始文件， 1 在行号“5” 上右击，
2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插入” 命令， 如
下图所示。

可看到第 5 行为空白行， 原行号“5” 的
内容都整体下移了，如下图所示。

1 右击
2 单击

第82招

在工作表中插入空白列

当需要在表格中输入遗漏的列数据时，可通过以下方法在工作表中插入空白列。具体的
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插入空白列

步骤02 显示插入效果

打开原始文件， 1 在列号“D”上右击， 2 在
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
命令，
如下图所示。
“插入”

可看到列号“D5”前方插入了一列空白列，
且列号“D”中的内容都整体右移了，如下图所示。

1 右击

2 单击

第83招

删除表格行及行数据内容

在Excel表格中编辑数据时，对于无用的
行及行数据可进行删除。
打开原始文件，1 在行号“3”上右击，2 在
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删除”命令，如右图
所示。即可删除行号“3”中的内容，且行号“3”
下的内容行会整体上移。

1 右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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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要删除整列，则在列号上右击，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删除”命令。

第84招

隐藏表格行数据

在工作表中录入或编辑数据时，为了节约工作表的界面空间，可先将不需要显示的行数
据隐藏起来。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隐藏行数据
打开原始文件， 1 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选中
行号“4” 和“5”， 然后右击， 2 在弹出的快
捷菜单中单击“隐藏”命令，如下图所示。

步骤02 显示插入效果
此时选中行及行中的内容都被隐藏了，如
下图所示。若要隐藏列数据，则在列号上右击，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隐藏”命令。

2 单击
1 右击

第85招

取消行数据的隐藏效果

如果需要使用隐藏的行数据，可将其显
示出来。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1 右击

打开原始文件， 1 选中并右击隐藏行的相
邻两行行号， 如行号“3” 和“6”， 2 在弹出
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取消隐藏”命令，如右图
所示。

2 单击

提示
选中并右击隐藏列的相邻两列列号，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单击“取消隐藏”命令，即可取
消隐藏列数据。

第86招

查看单元格的默认列宽值

使用Excel编辑表格内容时，为了便于对列宽进行精确设置，可对原有的宽度值进行查
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单击“默认列宽”选项
打开原始文件，选中任意单元格， 1 在“开始”选项卡下的“单元格”组中单击“格式”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默认列宽”选项，如下左图所示。

54

第3章

单元格的基本操作

步骤02 查看默认的列宽值
弹出“标准列宽”对话框，在“标准列宽”文本框中可看到工作表中单元格的默认列宽值，
如下右图所示。如果要调整该工作表的标准列宽，可在“标准列宽”文本框中输入新的列宽值，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

1 单击

2 单击

第87招

手动调整行高和列宽

当单元格中的内容受到行高或列宽的限制而不能完全显示出来时，可直接通过拖动鼠标
的方式手动调整行高和列宽。
步骤01 调整行高
打开原始文件， 将鼠标放置在行号“1”
的下行号线上， 当鼠标变为 形状时， 按住鼠
标左键向下拖动，如下图所示。拖动至合适的
高度后释放鼠标即可。

步骤02 调整列宽
将鼠标放置在列号“A”的右列号线上，当
鼠标变为 形状时，按住鼠标左键向右拖动，如
下图所示。拖动至合适的宽度后释放鼠标即可。

拖动
拖动

提示
若要同时调整多行行高或多列列宽，可先选中多行或多列，然后调整其中任意行或列的行
高或列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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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招

设置自动适合内容的行高和列宽

如果想要让单元格的行高和列宽自动适应不同的数据高度和宽度，可通过自动调整行高
和列宽功能来实现。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自动调整行高

步骤02 自动调整列宽

打开原始文件，选中要自动调整行高的单
元格 A1， 1 在“开始”选项卡下的“单元格”
组中单击“ 格式” 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
击“自动调整行高”选项，如下图所示。

选中要自动调整列宽的单元格 A2，1 在“开
始”选项卡下的“单元格”组中单击“格式”
按钮，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自动调整列宽”
选项，如下图所示。

1 单击

1 单击

2 单击
2 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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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设置行高和列宽

除了可以利用直接拖动和自动调整的方式设置行高和列宽，还可以通过对话框精确调整
行高和列宽。
步骤01 单击“行高”选项
打开原始文件，选择要调整行高的单元格
A1， 1 在“开始”选项卡下的“单元格”组中
单击“格式”按钮， 2 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行
高”选项，如下图所示。

步骤02 设置行高
弹出“ 行高” 对话框， 1 在“ 行高” 文本
框中输入要设置的行高值，2 单击“确定”按钮，
如下图所示。即可完成行高的精确设置。

1 单击

2 单击

1 输入
2 单击

步骤03 单击“列宽”选项
选中单元格 A2， 1 在“开始”选项卡下的“单元格”组中单击“格式”按钮， 2 在展开的列
表中单击“列宽”选项，如下左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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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4 设置列宽
弹出“列宽”对话框， 1 在“列宽”文本框中输入要设置的列宽值， 2 单击“确定”按钮，如
下右图所示。即可完成列宽的精确设置。

1 单击

1 输入
2 单击

2 单击

第90招

合并单元格并居中单元格内容

如果想要在不改变单元格列宽的基础上容纳较长的文本和数据内容，可将相邻的多个单
元格合并为一个单元格。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合并居中单元格

步骤02 显示合并居中效果

打开原始文件，1 选中单元格区域 A1:E1，
2 在“开始”选项卡下的“对齐方式”组中单击

“合并后居中”按钮，如下图所示。

完成合并后居中的操作后，可看到选中的
多个单元格合并为了一个单元格，且单元格中
的内容居中显示，如下图所示。

2 单击
1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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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合并单元格

如果想要将相同行中的所选单元格分别合并到一个单元格中，可通过跨越合并功能来实
现。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
步骤01 跨越合并单元格
打开原始文件，1 选中单元格区域 A2:B8，
2 在“开始”选项卡下的“对齐方式”组中单击
“ 合并后居中” 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3 在展开
的列表中单击“跨越合并”选项，如右图所示。

2 单击
3 单击

1 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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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02 显示跨越合并效果
完成单元格的跨越合并操作后，即可看到
A、B 列相同行的单元格分别合并为了一个单
元格，如右图所示。

第92招

取消单元格合并

如果想要让Excel中已经合并的单元格返

2 单击

回未合并时的效果，可通过取消单元格合并
功能来实现。
打开原始文件，1 选中单元格 A1，2 在“开
始”选项卡下的“对齐方式”组中单击“合并
后居中” 右侧的下三角按钮， 3 在展开的列表
中单击“取消单元格合并”选项，如右图所示。

1 选中
3 单击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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