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日记账

日记账包括现金日记账和银行日记账，是由出纳人员（资金会计）按照业务流程发生的时间
顺序逐笔登记，逐日反映库存现金或者银行账户存款的收支余的情况。由于现金日记账和银行日
记账的记账方式完全相同，只是体现的资金类型不同，因此本章仅以现金日记账为例介绍通过
Excel 设计日记账的方法：一种是通过表对象和数据透视表来完成设计；另一种是通过函数和公式
的设定来完成现金日记账的功能。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了解利用 Excel 进行财务设计的思路和
方法。

实验 1-1

简易现金日记账

实验原理
现金日记账是以天为顺序，逐日反映库存现金的收支余情况，具有结构简单的特点。在简易
的现金日记账中，要实现预定的功能，就需要了解以下基本知识：
● 表对象（ListObject）
● 数据透视表
Excel 本身不是一种结构严谨的数据库，只是它的格式和数据库中的数据表太像了，以至于
用户常常期待可以通过 Excel 来实现某些只有数据库才具有的功能。
使用 Excel 进行数据分析是比较容易发生错误的，常常无法得到预想中的计算结果。原因通
常是用户在单元格中输入的值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没有按照规定的数据类型来输入数据。发生
错误的时候，Excel 一般不会给出提示，不太容易发现输入错误。为了更好地使用 Excel 做会计电
算化设计，模拟数据库中的数据表，就需要有一种好的 Excel 工具——表对象。
表对象的英文名称为 ListObject，因此常被称为表格、表对象或者表格对象，为了不至于引
起混淆，本书统一按照表对象来称呼。使用表对象比单元格区域方便，例如表对象能够自动扩展
表的大小，当用户添加新的记录的时候，新增的记录会自动添加到表对象内。表对象中数据的引
用也比完全使用工作表简单，使用公式的时候只需要知道字段名称就可以引用数据，无须知道具
体的行列位置。灵活使用表对象是今后用户进行复杂的财务系统设计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Excel 中进行数据的计算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种是使用数据透视表；另一种是使用函数。
数据透视表是 Excel 中功能最为强大的工具，具有分析数据快速简单的特点，尤其对于大数据量
的分析计算，效率尤其高。本节的实验内容就是按照数据透视表的思路来对现金日记账的余额进
行计算的。表对象和数据透视表的结合使用是利用 Excel 进行会计电算化设计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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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了解表对象，学会使用表对象来收集数据，使用数据透视表来分析数据。
（二）实验要求
了解现金日记账的手工记账方法，了解 Excel 中表对象和数据透视表的基本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金盛公司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后发生了如下与现金有关的业务：
（1）2018 年 1 月 1 日转入上年余额 2500 元。
（2）2018 年 1 月 3 日支付办公室电话费 210 元。
（3）2018 年 1 月 5 日支付 12 月电费 878 元。
（4）2018 年 1 月 7 日报销经理差旅费 500 元。
（5）2018 年 1 月 6 日提现金 130000 元。
（6）2018 年 1 月 6 日预付员工差旅费 3600 元。
（7）2018 年 1 月 6 日支付工资 120000 元。
（8）2018 年 1 月 14 日支付办公用品费用 3752 元。
（9）2018 年 1 月 15 日订阅报刊 2788 元。
（10）2018 年 2 月 2 日提现金 5000 元。
（11）2018 年 2 月 3 日支付办公室电话费 255 元。
（12）2018 年 2 月 2 日出售废旧电脑 500 元。
（13）2018 年 2 月 3 日支付 1 月份电费 900 元。
（14）2018 年 2 月 7 日提取现金 125000 元。
（15）2018 年 2 月 7 日支付员工工资 130000 元。
通过为表对象设计字段，将数据直接输入表格中。最终的现金日记账要满足以下要求：
（1）所有输入的日期必须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间。
（2）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和余额数据必须保留两位小数，并按照“会计专用”格式来
显示。
（3）按日计算每日的余额。
（4）按月分析每月的收支情况。

实验操作指导
1．数据输入设计
为了更好地进行数据分析，本实验设计了年、月、日、编号、内容摘要、借方发生额、贷方
发生额以及余额 8 个字段，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 Excel，将工作簿保存为“简易日记账.xlsx”，双击 Sheet1 工作表标签，将 Sheet1 重命
名为“现金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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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1~H1 单元格区域内依次输入年、月、日、编号、内容摘要、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以及余额 8 个字段，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标题行

数据库进行数据表设计时首先需要设计字段的数据类型，在 Excel 中也一样。Excel 会根据
用户输入的内容自动判断数据类型，但是这种自动判断并不一定准确，用户可以强制指定数据
类型。
在上述字段中，年、月、日和编号是整数类型；内容摘要是文本类型；借方发生额、贷方发
生额以及余额是小数类型，需要保留 2 位小数。值得注意的是，为某个字段指定数据类型并不能
够完全防止用户的误操作，但可以对用户的输入起到一定程度的规范作用，具体的操作步骤如
下：
选中 A:D 列并右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打开“设置单元格格
式”对话框，单击“数字”标签。在“分类”中选择“数值”，选择“小数位数”为 0，
如图 1.2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确定 A 列到 D 列的年、月、日以及编号的数据类
型。
选中 E 列并右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如图 1.3 所示。从打开的
“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中，单击“数字”标签。在“分类”中选择类型为“文本”，完
成对 E 列内容摘要的数据类型的设定。

图 1.2

设置年月日以及编号的数据类型

图 1.3

“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

选中 F:H 列并右击，在快捷菜单中选择“设置单元格格式”，从打开的“设置单元格格
式”对话框中，单击“数字”标签。在“分类”中选择类型为“会计专用”，“小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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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设置为 2，“货币符号”设置为无，完成对 F 列到 H 列借贷方发生额以及余额的数据
类型设定。
为了进一步减少输入错误，可以继续添加数据验证的功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A 列，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数据工具”组内的“数据验证”命令，如图 1.4 所
示。然后打开如图 1.5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单击“设置”选项卡，在“验证条件”
的“允许”下设置为“整数”，“数据”选择“介于”，“最小值”设置为 2018，“最大
值”设置为 2019。

图 1.4

数据验证菜单

选择“出错警告”选项卡，在“样式”中选择“停止”样式，在“标题”中输入“数据错误
提示”，在“错误信息”下的文本框中输入“输入数据超出指定范围”，如图 1.6 所示。单
击“确定”按钮，完成年字段数据验证的设置。

图 1.5

数据验证

图 1.6

出错警告信息

选中 B 列，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数据工具”组内的“数据验证”命令，打开“数据
验证”对话框，单击“设置”选项卡，在验证条件的“允许”下设置为“整数”，“数据”
选择“介于”，“最小值”设置为 1，“最大值”设置为 12。选择“出错警告”选项卡，在
“样式”中选择“停止”样式，在“标题”中输入“数据错误提示”，在“错误信息”下的
文本框中输入“输入数据超出指定范围”，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月字段数据验证的设
置。
选中 C 列，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数据工具”组内的“数据验证”命令，打开“数据
验证”对话框，单击“设置”选项卡，在“验证条件”的“允许”下设置为“整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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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选择“介于”，“最小值”设置为 1，“最大值”设置为 31。选择“出错警告”选项
卡，在“样式”中选择“停止”样式，在“标题”中输入“数据错误提示”，在“错误信
息”下的文本框中输入“输入数据超出指定范围”，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日字段数
据验证的设置。
选中 F:G 列，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数据工具”组内的“数据验证”命令，打开如图
1.7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单击“设置”选项卡，在有效性的“允许”下设置为“小
数”，在“数据”下拉列表中选择“介于”。在“最小值”中输入 0，在“最大值”中输入
200000。选择“出错警告”选项卡，在“样式”中选择“停止”样式，在“标题”中输入
“数据错误提示”，在“错误信息”下的文本框中输入“输入数据超出指定范围”，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借方发生额以及贷方发生额字段数据验证的设置。

图 1.7

验证借贷方发生额

借贷方发生额的最大值需要企业依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太大的现金收支会存
在一定的风险。

2．创建公式
在表对象中，编号和余额两个字段是通过公式计算获得的。编号是和行号相关的，为余额字
段设计公式时，首笔记录的公式和后续公式是不一致的。在本例中，第 1 笔记录是从上年余额结
转而来的，余额就等于借方的发生额。第一笔业务之后的其他记录余额的计算方式是“上笔余额
+本笔借方发生额−本笔贷方发生额”。将所有的公式设置完成后，就可以将工作表的单元格区域
转化为表对象了，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D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ROW()-1”，完成编号字段的设置。
编号和行号的关系就是当前记录所在的行号减去 1，计算当前记录所在行在 Excel 中使用 Row()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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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H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F2”，完成第 1 条记录余额的计算。
从 A2 单元格开始，输入第 1 条记录的其余部分，输入的第 1 条记录如图 1.8 所示。

图 1.8

第 1 条记录

选中 A3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2018”，接着输入第 2 条记录，其中 D3 单元格中
输入公式“=ROW()-1”，在 H3 单元格中输入公式“=H2+F3-G3”，输入的第 2 条记录如图
1.9 所示。

图 1.9 第 2 条记录

选中 A1 单元格，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表格”组中的“表格”命令，如图 1.10 所
示。然后打开如图 1.11 所示的“创建表”对话框，勾选“表包含标题”复选框，单击“确
定”按钮，将单元格区域转化为表。

图 1.10

“表格”命令

图 1.11 创建表

先设置前两行的公式，再将表格转为表对象，这样操作的目的是防止 F 列中第 2 笔记录设置的公式覆盖
第 1 笔记录设置的公式。
编辑栏中 H3 单元格的公式显示为“=H2+[@[ 借方发生额 ]]-[@[ 贷方发生额 ]]”，“[@[ 借方发生
额 ]]”表示当前行“借方发生额”字段值，同理，“[@[ 贷方发生额 ]]”表示当前行“贷方发生额”字段
值。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在表对象中引用当前行中的某列数据时并不需要知道具体的行号和列号，只需要
知道列标题（字段名）即可。

选中 A1 单元格，选择“设计”选项卡，在“表格样式”组中选择“白色，表样式浅色
15”，如图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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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表格样式”组

单击“设计”选项卡，在“属性”组中，将表名称由默认的“表 1”更改为“现金日记
账”，完成表格名称的设定，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定义表对象名称

为了今后的设计方便，表对象的名称通常设置为英文名称。

继续输入剩余的记录，最终的结果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输入完成后的现金日记账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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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月汇总
要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数据透视表是最好的选择。数据透视表分析的对象是单元格区
域或者表对象，它可以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添加计算字段以及刷新数据。按月汇总就是根据
“月字段”进行汇总。数据透视表进行汇总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简单地拖曳就能快速形成数据。
字段被放置的位置可以是筛选器、列、行和值 4 个区域中。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现金日记账”工作表的 A1 单元格，选择“插入”选项卡，执行“表格”组内的“数
据透视表”命令，如图 1.15 所示，打开“创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

图 1.15

“数据透视表”命令

选中“选择一个表或区域”单选按钮，已经可以自动识别要进行数据透视的区域，如果未能
识别出，就在“表/区域”后输入“现金日记账”，选择放置数据透视表的位置为“新工作
表”，如图 1.16 所示，完成数据透视表数据源的设置。

图 1.16

“创建数据透视表”对话框

在表区域中输入或者自动识别出的“现金日记账”，就是前面设定的表对象的名称。

按照上述步骤打开如图 1.17 所示的“数据透视表字段”对话框，将“月”字段和“日”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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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到“行”中，将“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字段拖曳到“值”位置中，完成要显
示的字段的设置。

图 1.17

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对话框

如果没有打开如图 1.17 所示的对话框，则可以选中数据透视表中任意一个单元格，然后在“分析”选项
卡中执行“显示”组内的“字段列表”命令，如图 1.18 所示，即可显示“数据透视表字段”对话框。

图 1.18

“字段列表”命令

单击“数据透视表字段”对话框的“值”内的“计数项：借方发生额”字段，执行“值字段
设置”命令，打开如图 1.19 所示的“值字段设置”对话框。在“计算类型”中选择“求
和”，在自定义名称后的框内输入“借方发生额”。单击“值字段设置”对话框中的“数字
格式”按钮，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数字”标签，在分类中
选择类型为“会计专用”，“小数位数”设置为 2，“货币符号”设置为无，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字段计算类型和数字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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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值字段设置”对话框

图 1.19 中之所以出现的是“计数项：借方发生额”这种情况，是因为用户在输入现金日记账的时候，每
条记录的借方或者贷方总会出现一个内容为空的单元格，内容为空的单元格是一种非数值类型的单元格，
Excel 不会将内容为空的单元格转换为 0，而是把整列识别为文本类型。文本类型的统计在数据透视表中只
能有计数方式，因此显示的就是计数项。
修改数据透视表字段的名称不是必需的，修改的时候应该注意，不要让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名称和原始表
的名称一样。图 1.19 的自定义名称“借方发生额”是在左侧设置了一个空格键。

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对话框的“值”内的“计数项：贷方发生额”字段上单击，执行“值
字段设置”命令，打开“值字段设置”对话框。在“计算类型”中选择“求和”，在自定义
名称后的框内输入“贷方发生额”。单击“数字格式”按钮，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
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数字”标签，在“分类”中选择类型为“会计专用”，“小数位
数”设置为 2，货币符号设置为无，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字段计算类型和数字的设置。
选中数据透视表中任意一个单元格，选择“分析”选项卡，执行“计算”组中的“字段、项
目和集”下的“计算字段”命令，如图 1.20 所示。

图 1.20 “字段、项目和集”下的“计算字段”命令

打开如图 1.21 所示的“插入计算字段”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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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计算字段”对话框

将“名称”后的组合框中的“字段 1”改为“余额总计”。
将“公式”后的文本框中的“0”删除，选中“字段”列表框中的“借方发生额”，单击
“插入字段”按钮，再输入减号“-”，然后选中“字段”列表框中的“贷方发生额”，单击
“插入字段”按钮。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插入计算字段的操作。
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也可以通过双击字段名称的方式来插入。

选中 E3 单元格，将“求和项：余额总计”更改为“余额总计”。
选中 A3 单元格，单击“布局”中的“报表布局”，选择布局类型为“以表格形式显示”，
最终结果如图 1.22 所示。

图 1.22

按月和日分类汇总的数据透视表

对图 1.22 中的内容要进行正确的解读，其中“余额总计”字段内容并非是到截止日时的现金余额，而是
每天的借方发生额减去贷方发生额的结果。图 1.22 中很多行都出现了负数就是这个原因。
“1 汇总”和“2 汇总”的“余额总计”字段也是每个月的累计借方发生额减去累计贷方发生额的结
果，只有总计行的“余额总计”字段的值才是截止到当前日的现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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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了解每日的余额，则需要返回“现金日记账”工作表中查看。

选中数据透视表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单击“分析”选项卡，执行“数据”组内的“刷新”
命令，完成数据刷新操作。
用户在表对象中添加新的记录后，数据透视表并不会马上将添加的记录内容纳入透视计算范围，为了能
够看到最新的数据，需要手动进行一次刷新。
刷新操作可以通过选中数据透视表中任意一个单元格，右击，从打开的快捷菜单中执行“刷新”命令完
成数据刷新操作。

4．优化设计
通过上述操作，完成分析步骤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数据透视表的分析功能，不过仍旧有改进的
空间，包括对余额负数的显示处理等，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现金日记账”工作表，选择 H 列，在“开始”选项卡中执行“样式”组内的“条件格
式”命令，如图 1.23 所示。

图 1.23

样式”组内的“条件格式”命令

选择“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下的“小于”，打开如图 1.24 所示的“小于”对话框，在“为
小于以下值的单元格设置格式”框中输入 0，格式设置为“红色文本”，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小于零的数值格式的设定。

图 1.24

“小于”对话框

这一步优化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数值输入不正确而导致出现现金余额小于 0 的情况。当 H 列中的余额
出现小于 0 的情况时，就会以红色突出的文本样式显示，给出错误提示。

选中数据透视表中任意一个单元格，选择“分析”选项卡，执行“数据透视表”中的“选
项”命令，如图 1.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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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表”中的“选项”命令

打开如图 1.26 所示的“数据透视表选项”对话框。

图 1.26

“数据透视表选项”对话框

单击“布局和格式”标签，取消勾选“更新时自动调整列宽”和“更新时保留单元格格式”
复选框，完成对数据透视表刷新时不更改格式的设置。
用户为“数据透视表”设置格式后，一旦刷新数据生成新的数据格式，就会改变原来已经设定好的格
式。所以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需要取消勾选这两个复选框。

习题
金邦公司在 2018 年 1 月和 2 月发生了如下和现金有关的业务，请根据实验内容编制简易现
金日记账：
（1）1 月 1 日转入上年余额 2200 元。
（2）1 月 3 日支付差旅费 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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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月 5 日支付 12 月电费 550 元。
（4）1 月 5 日提现金 25000 元。
（5）1 月 6 日支付招待费 3500 元。
（6）1 月 6 日支付差旅费 2400 元。
（7）1 月 6 日支付手续费 35 元。
（8）1 月 14 日支付办公用品费 6400 元。
（9）1 月 15 日购买打印机 1500 元。
（10）2 月 2 日支付办公室电话费 650 元。
（11）2 月 2 日出售废旧包装物 320 元。
（12）2 月 2 日支付 1 月份电费 3320 元。
（13）2 月 3 日支付差旅费 2500 元。
（14）2 月 7 日支付绿化苗木款 4000 元。
（15）2 月 7 日支付招待费 2200 元。

实验 1-2

账页式现金日记账

实验原理
简易现金日记账外观简陋，显示余额的方式也不直观，和用户平时使用的现金日记账的外观
相去甚远，不太符合普通用户的习惯。理想的现金日记账应当有一个和用户平时的纸质账页类似
的外观，而且要能够实现以下功能：
（1）输入的数据能够完整反映业务情况。
（2）实时反映每笔业务完成后的现金余额。
（3）按月计算本月的借贷方累计发生额、本年的借贷方累计发生额以及余额。
要完成复杂格式的功能，表对象和数据透视表就无能为力了。表对象和数据透视表最大的优
点在于数据能够按照数据库样式排列，能够通过刷新实时获得数据，缺点是外观一般都比较简
单。而纸质账页的外观复杂，这也就决定了用户不需要通过公式和函数的功能来完成现金日记账
的设计。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了解表格设计方法，掌握 SUBTOTAL 和 IF 等函数的方法。
（二）实验要求
能够熟练绘制表格，能够熟练使用函数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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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金盛公司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后发生了如下和现金有关的业务：
（1）2018 年 1 月 1 日转入上年余额 2500 元。
（2）2018 年 1 月 3 日支付办公室电话费 210 元。
（3）2018 年 1 月 5 日支付 12 月电费 878 元。
（4）2018 年 1 月 7 日报销经理差旅费 500 元。
（5）2018 年 1 月 6 日提现金 130000 元。
（6）2018 年 1 月 6 日预付员工差旅费 3600 元。
（7）2018 年 1 月 6 日支付工资 120000 元。
（8）2018 年 1 月 14 日支付办公用品费用 3752 元。
（9）2018 年 1 月 15 日订阅报刊 2788 元。
（10）2018 年 2 月 2 日提现金 5000 元。
（11）2018 年 2 月 3 日支付办公室电话费 255 元。
（12）2018 年 2 月 2 日出售废旧电脑 500 元。
（13）2018 年 2 月 3 日支付 1 月份电费 900 元。
（14）2018 年 2 月 7 日提取现金 125000 元。
（15）2018 年 2 月 7 日支付员工工资 130000 元。

实验操作指导
1．绘制界面
绘制界面的过程就是将纸质账页移植到 Excel 工作表的过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 Excel，将文件保存为“账页式现金日记账.xlsx”，选中 Sheet1，重命名为“现金
日记账”。
在工作表内输入如图 1.27 所示的现金日记账界面，完成界面的设置。

图 1.27

完成后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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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F、G 和 I 列，右击，从打开的快捷菜单中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如图 1.28 所
示。

图 1.28

“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

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单击“数字”标签。在“分类”中选择类型为“会计专
用”，“小数位数”设置为 2，“货币符号”设置为无，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对指定列
的数字格式的设置，如图 1.29 所示。

图 1.29

“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2．创建公式
界面设计完成后，只是搭建了一个数据输入平台。截至目前，该工作表只有数据输入功能，
而不具备计算功能，为此需要为以下内容添加计算公式：
● 初始余额
● 月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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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借贷方发生总额
● 本年借贷方累计发生总额
● 借贷方向
● 余额
为界面添加计算公式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I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F5”，选中 H5 单元格，输入“借”字，完成现金
初始余额的计算。
第一步计算初始余额，上年结转的记录和其余的记录相比，其计算方法是不同的，为了降低计算难度，
将借贷方向直接输入，其他各月的初始余额和借贷方向都使用公式进行计算。

选中 B14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COUNTIF(”，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如图 1.30 所

示。

图 1.30

插入函数

打开如图 1.31 所示的“函数参数”对话框，在 Range 参数后输入“$E$6:E15”，在 Criteria
参数后输入“本月合计”，确定本月月份。

图 1.31 COUNTIF 函数

这一步是利用 COUNTIF 函数自动计算月份，计算月份的原理就在于统计指定的单元格范围内“本月合
计”单元格出现的次数。假定现金日记账是从 1 月份开始记账，那么很显然“本月合计”在 1 月底的时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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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次数为 1，就表示 1 月份；在 2 月份底的时候出现次数为 2，就表示 2 月份，以此类推，通过“本月合
计”出现的次数就可以知道正在汇总的月份为几月。
本例中使用$E$6 用绝对引用的方式则是表示今后统计的时候，总是将指定的 E6 单元格作为初始位置开
始统计。
函数解释：COUNTIF 函数的功能是统计在指定范围内，符合统计条件的单元格的个数。
COUNTIF 函数包括 Range 和 Criteria 两个参数，完整的格式为 COUNTIF(Range,Criteria)。
Range：表示参与统计的单元格区域。
Criteria：表示统计的条件。

选中 B1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B14”，确定“本年累计”行的月份设置。
选中 F14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SUBTOTAL(”，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打开如图

1.32 所示的“函数参数”对话框，在“Function_num”参数后输入数值 9，在 Ref1 参数后输
入单元格区域“F6:F13”，完成本月借方发生总额的计算。

图 1.32

SUBTOTAL 函数

SUBTOTAL 函数的作用是在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分类求和计算。虽然是进行求和计算，但是此处不能使
用 Sum 函数来汇总。原因是 Sum 函数计算的时候会将以前各月的借贷方累计发生额都加入计算范围内，从
而对最终结果产生干扰，而 SUBTOTAL 则不会这样。
SUBTOTAL 函数有一个特点是所引用的区域中如果包含其他的 SUBTOTAL 函数，那么所有包含
SUBTOTAL 函数的单元格不会被计算在内，所以可以通过 SUBTOTAL 来避免重复计算。
函数解释：SUBTOTAL 函数对选定区域进行分类汇总，其完整的格式为 SUBTOTAL(Function_num,
Ref1, Ref2, ...)。
Function_num：本示例参数的值为 9，表示分类求和。
Ref1, Ref2,...：表示的是分类计算的区域引用。在本示例中引用的是 F6:F11 单元格区域，如果在第 6 行
和第 11 行之间插入空行，则该公式所引用的单元格区域会自动发生变化。

选中 G14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SUBTOTAL(”，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打开“函数

参数”对话框，在“Function_num”参数后输入数值 9，在 Ref1 参数后输入单元格区域
“G6:G13”，完成本月贷方发生总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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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函数

参数”对话框，在“Function_num”参数后输入数值 9，在 Ref1 参数后输入单元格区域
“$F$6:F13”，完成本年借方累计发生额的计算。

全年借方的累计金额总是从 F6 单元格计算的，因此要对 F6 单元格进行绝对引用。

选中 G1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SUBTOTAL(”，单击插入函数按钮

，打开“函数

参数”对话框，在“Function_num”参数后输入数值 9，在 Ref1 参数后输入单元格区域
“$G$6:G13”，完成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的计算。
选中 H15，输入“=IF($I$5+SUBTOTAL(9,$F$6:F13)-SUBTOTAL(9,$G$6:G13)>0,"借",IF($I$5+
SUBTOTAL(9,$F$6:F13)-SUBTOTAL(9,$G$6:G13)<0,"贷","平"))”，完成余额方向的确定。
按照常理来说，现金余额是不应该出现贷方余额的，但在现实中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用户在某一天同
时发生了多笔收支业务，他可能将支付的业务先行输入，而将收入业务放在支出业务后输入，那么现金日记
账在输入过程中就会出现现金贷方余额的可能。当然，也不能排除用户输入错误的情况和垫付的情况。
因此，我们将现金余额产生的方向规定为借方余额、贷方余额以及余额为 0，分别用“借”“贷”以及
“平”来表示。
要判断借贷方向，需要使用 IF 函数来判断，用文字的公式描述判断的过程就是：如果余额>0，则是借
方余额，如果余额<0，则是贷方余额，其他就平。
余额的计算公式是：上年结转金额+截止到本月为止的借方累计发生额-截止到本月为止的贷方累计发生
额，用公式描述就是：余额=$I$5+F15-G15。
将 “ 余 额 ” 的 公 式 结 果 代 入 简 略 公 式 中 ， 替 换 第 一 步 中 的 “ 余 额 ” ， 得 出 H15 单 元 格 的 公 式
“=IF($I$5+F15-G15>0,"借",IF($I$5+F15-G15<0,"贷","平"))”。

选中 I15 单元格输入“=ABS($I$5+F15-G15)”，完成余额的计算。

由于使用借、贷、平符号来表示余额借贷方向，这就意味着余额的值必须是正数，因此使用 ABS
对数据求绝对值。

3．持续记账设计
在图 1.27 所示的账页式现金日记账中，为 1 月份预留的行数是从第 6 行开始到第 13 行结
束，共计 8 行，对企业来说，这些行数可能是不够的，为此需要添加行。
添加的空白行一般不太可能和用户实际需要用到的行一致，通常为了防止行不够，会尽可能
多地添加一些空行。根据会计规范对现金日记账的要求，现金日记账不得存在空记录，如果添加
的行超过了所需的行数，则这些空白的行必须删除，一般我们可以在月底输入完成后删除空行。
为 1 月份添加更多行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第 11 行，右击，执行“插入”命令，完成插入行的操作。

如果 1 月份的记录比较多，则可以多执行几次插入操作。至于选中哪一行开始插入空行操作，其实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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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别的规定，只要在上年结转到本月合计之间的那些行之间任意选择一行进行插入即可。

将数据填写到现金日记账 1 月份的对应位置，1 月份填报完成后的样式如图 1.33 所示。

图 1.33

1 月份的现金日记账

如果数据输入完成后，发现有未输入记录的行，则需要对这些行进行删除操作。删除方法是单击空行行
号，右击，执行“删除”命令，完成删除空行的操作。

选中第 6~15 行，右击，选择“开始”选项卡，执行“剪贴板”中的“复制”命令，完成 1
月份数据区域的复制。
选中 A16 单元格，右击，执行“粘贴”命令，将 1 月份的数据全部粘贴过来。
选中第 16~23 行，按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复制过来的 1 月份的数据。

通过上述操作使 2 月份产生了若干条空记录。当然，这些空记录有可能不够，就要按照前面讲到的方法
插入更多的行，如果最终输入完成后，有空余未输入数据的行，则需要删除这些空行。
1 月份数据复制过来后，所有为 1 月份设计的公式完全不需要修改就可以适应 2 月份的情况。输入完成
后如图 1.34 所示。

图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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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金邦公司在 2018 年 1 月和 2 月发生了如下和现金有关的业务，请根据下列内容利用函数和
公式创建现金日记账：
（1）1 月 1 日转入上年余额 2200 元。
（2）1 月 3 日支付差旅费 320 元。
（3）1 月 5 日支付 12 月电费 550 元。
（4）1 月 6 日支付招待费 3500 元。
（5）1 月 6 日支付差旅费 2400 元。
（6）1 月 6 日支付手续费 35 元。
（7）1 月 7 日提现金 25000 元。
（8）1 月 14 日支付办公用品费用 6400 元。
（9）1 月 15 日购买打印机 1500 元。
（10）2 月 2 日支付办公室电话费 650 元。
（11）2 月 2 日支付 1 月份电费 3320 元。
（12）2 月 3 日出售废旧包装物 320 元。
（13）2 月 3 日支付差旅费 2500 元。
（14）2 月 7 日支付绿化苗木款 4000 元。
（15）2 月 7 日支付招待费 2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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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凭证是会计登记入账的数据来源，从外观上来看，会计凭证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表格。
Excel 就是表格设计的能手，它兼顾了数据库设计的方法，因此非常适合业务复杂程度不高的单
位。用 Excel 编制会计凭证的难点在于要将不规则的表格中的数据转换成表对象中的数据，以便
日后进一步进行账务处理。

实验 2-1

科目代码表

实验原理
编制会计凭证的过程是企业用会计语言对企业的经济业务进行描述的过程。一笔业务能被会
计准确表述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经济行为能够被正确分类；二是经济行为能够被准确计量。
如果一笔经济业务不能够按照会计准则进行分类或者可以分类但是无法准确计量，那么都不能够
确定为一项会计上可以描述的经济行为，这两个条件只有同时成立时，会计人员才能够据此编制
凭证入账。
会计对经济行为进行分类是通过会计科目来完成的，会计科目按照性质可以分为资产类、负
债类、权益类、成本类和损益类科目。会计科目由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组成。总账科目通常都是
一级科目，其代码由 4 位数字组成，一级科目的名称和代码是由会计准则规定的，企业不能够随
意添加，但是对于无须使用的一级科目，企业可以不设置。
明细科目代码长度一般为 2~3 位，除了一些特殊的明细科目外，企业需要设置哪些具体的明
细科目，会计准则并未进行强制规定，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特点在不同的时期设置不同的
会计科目，体现了明细科目按需设置的特点。
为了便于今后使用公式，会计科目的数据放置在表对象中。会计科目属于重大基础性的资
料，需要使用单独的一张工作表来放置表对象。设置完成的科目代码表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预设会计科目代码和名称。预设会计科目是不固定、不完整的，用户无须，也
不可能一次性设计完所有的科目。通常一级科目需要一次性设置完毕，而二级明细科目可以根据
以往的经验进行设计，对于今后需要添加的科目可在需要时添加。
第二个方面是设置会计科目的期初余额和余额的生成方式。如果是从年初启用，那么期初余
额就是年初数。
除了科目代码外，用户还需要定义现金流量类型，设置现金流量类型是为今后生成现金流量表服
务的。对于现金流量的类型名称会计上是有明确规定的，而现金流量类型的代码则可以由用户自定
义。在本实验中，单独设置一张表来放置现金流量相关的项目，现金流量的具体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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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科目代码表和现金流量类型是编制记账凭证的基础。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了解科目代码表和现金流量类型的设置方法和用途。
（二）实验要求
了解表对象的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金盛公司是一家商品流通企业，公司为一般纳税人。在 2017 年年底，各个会计科目的余额
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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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4

各会计科目期末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2017 年期末数

1001

现金

3,630.00

100201

工行

1,670,421.94

100202

农行

502,150.00

112201

海风公司

104,060.00

112202

欧丽公司

154,880.00

112203

新通公司

283,140.00

112204

和信科技公司

135,520.00

1231

坏账准备

140501

JP32

25,168.00

140502

JP33

28,314.00

140503

JP34

195,052.00

140504

JP35

551,760.00

140505

MT3

453,750.00

140506

MT4

275,880.00

140507

MT5

314,600.00

140508

KK2

7,623.00

140509

KK3

54,450.00

140510

KK4

29,403.00

1601

固定资产

3,097,600.00

1602

累计折旧

612,543.14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145,200.00

18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688,393.20

2001

短期借款

605,000.00

220201

合力企业

145,200.00

220202

一通公司

615,890.00

220203

兴乐公司

218,620.38

2211

应付职工薪酬

378,659.82

222101

应交增值税（进项）

215,989.87

222102

应交增值税（销项）

262,069.42

222108

应交教育附加款

2241

其他应付款

4001

实收资本

3,388.00

1,291.95
44,322.30
6,0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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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根据表 2-1 中的内容设置科目代码表，并为各个科目设置年初数。
（2）设置现金流量表的类型及代码。

实验操作指导
1．科目代码表
创建科目代码表的步骤如下：
打开 Excel，将工作表保存为“账务处理.xlsm”，如图 2.1 所示。选中 Sheet1 工作表，将
Sheet1 工作表重命名为“科目代码表”。

图 2.1

保存为启用宏的工作簿格式

因为本实验稍后会涉及“宏”的应用，因此文件必须保存为 XLSM 格式。

选中 A1 单元格，在 A1~E1 单元格区域内依次输入科目代码、科目名称、性质、是否明细和
年初数等字段。

为了简化操作，本实验中科目代码只包括一级科目和二级科目，性质字段定义的是余额产生方式，分为
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借方余额的性质值为 1，贷方余额的性质值为-1。是否明细描述的会计科目为明细科
目，因为只有明细科目才用于入账登记。2018 年的年初数就等于 2017 年的年末数。

选中 A 列并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单击
“数字”标签，选择“数字格式”为“数值”，“小数位数”设置为 0，完成 A 列数据格式
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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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目代码可以设置的格式分为文本类型和数值类型，本实例将其设置为数值类型，便于今后使用
vlookup 函数引用。

选中 E 列并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单击
“数字”标签，选择“数字格式”为“会计专用”，“货币符号”设置为无。
选中 A1 单元格，打开“插入”选项卡，执行“表格”组内的“表格”命令，打开如图 2.2
所示的“创建表”对话框，勾选“表包含标题”复选框，将指定的单元格区域转化为表对
象。

图 2.2

“创建表”对话框

单击 A1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将“属性”组内的默认表名称更改为“kmdm”，
完成表对象名称的设计，如图 2.3 所示。

图 2.3

设置表对象名称

表名称一般使用字母来设置。

选中 A1 单元格，在“设计”选项卡中，在“表样式”组中选择“表样式浅色 9”，完成表
样式的选择。

2．各科目年初数
在科目代码表中还需要提供科目的年初数和余额的产生方式，设置各科目年初数的操作步骤
如下：
从 A2 单元格开始输入科目代码“1001”，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名称“现金”。

本例中，一级科目的科目代码和名称设置以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设置的会计科目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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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1”，完成现金科目的性质设定。

科目代码表中性质字段的含义是，如果该会计科目的余额产生方向是借方余额，则用 1 表示，否则用-1 表示。

在 D2 单元格输入“y”，完成是否明细科目的设置。

科目分为明细科目和非明细科目，明细科目用“y”表示，非明细科目用“n”表示。只有明细科目才用
于会计记账。

在 E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3630”，完成现金年初数的设定。

不论余额产生的方向是借方还是贷方，年初数都用正数表示。余额的方向是通过性质字段来确定的。

从 A3 单元格开始，继续输入各个会计科目的代码、名称、性质、年初数和是否明细等字段
内容。
最终完成的科目代码表如图 2.4 所示。

图 2.4

科目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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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科目代码表（续）

单击“公式”选项卡，执行“定义的名称”组内的“定义名称”命令，打开如图 2.5 所示的
“新建名称”对话框，在“名称”后输入“dm”，在“引用位置”中输入“=kmdm[科目代
码]”，完成第 1 列名称的设置。

图 2.5

“新建名称”对话框

为常用的列添加一个名称，那么今后在引用该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名称了。“=kmdm[科目代码]”这种
表示方式中，kmdm 表示表对象的名称，方括号中的内容是字段的名称。

3．现金流量类型
现金流量表中有关的现金流量信息是需要在输入凭证的时候一并输入的，为了便于日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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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可以设置一个参数表来放置不同的现金流量类型，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新建一张工作表，将工作表重命名为“参数”，完成参数表的设置。
在 A1:B1 单元格区域内输入“内容”和“类型代码”。

为了今后引用方便，一般需要使用类型代码来引用相关的项目名称。

选中 A1 单元格，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表格”组内的“表格”命令，打开如图 2.6
所示的“创建表”对话框，单击“确定”按钮，创建一个表对象。

图 2.6

“创建表”对话框

选中 A1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在“属性”组内将表名称更改为“xjll”，完成表对
象样式和名称的设置。
从 A2 单元格开始输入实验原理中介绍的各种现金流量项目内容和代码，最终结果如图 2.7
所示。

图 2.7

现金流量类型及代码

现金流量表中的代码仅仅是为了引用方便，是由用户自定义的。和科目表不同，现金流量类型的表中需
要将内容放在第一列，代码放在第二列。

单击“公式”选项卡，执行“定义的名称”组内的“定义名称”命令，打开如图 2.8 所示的
“新建名称”对话框，在“名称”中输入“现金流量类型”，“引用位置”设置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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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jll[内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新建名称的设置。

图 2.8

定义现金流量类型

习题
金邦公司在 2017 年年底，各个会计科目的余额如表 2-2 所示。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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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年末数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期末数

1001

现金

5,445.00

100201

工行

2,505,632.91

100202

农行

753,225.00

112201

兴化公司

156,090.00

112202

佳佳公司

232,320.00

112203

利农公司

424,710.00

112204

万家公司

203,280.00

1231

坏账准备

5,082.00

140501

P01

37,752.00

140502

P02

42,471.00

140503

P03

292,578.00

140504

P04

827,640.00

140505

P05

680,625.00

140506

P06

413,820.00

140507
1601

P07
固定资产

4,646,400.00

1602

累计折旧

918,814.71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217,800.00

18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1

短期借款

907,500.00

220201

美新公司

217,800.00

220202

胜瑞科技公司

923,835.00

220203

正则科技公司

327,930.57

2211

应付职工薪酬

567,989.73

222101

应交增值税（进项）

323,984.81

222102

应交增值税（销项）

393,104.13

609,114.00

1,032,5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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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科目代码

科目名称

222108

应交教育附加款

2241

其他应付款

4001

实收资本

期末数
1,937.93
66,483.45
9,075,000.00

要求根据上述内容编制公司的科目代码表和现金流量类型参数表。

实验 2-2

凭证输入

实验原理
如果把账务处理的过程比喻为构建房屋的过程，那么科目代码表设置完成后就意味着构建房
屋的基本材料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使用这些材料来构建房屋的主体，记账凭证就
是构建房屋主体的一个重要步骤。记账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按照经济业务事项的
内容进行归类，并形成会计凭证登记入账的过程，记账凭证的数据是账簿的形成依据。
从外观上看，这些记账凭证具有格式统一、内容规范的特点。企业常用的记账凭证有专用记
账凭证和通用记账凭证两类。专用记账凭证是用来专门记录某一类经济业务的记账凭证。专用凭
证按其所记录的经济业务与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收付有无关系，又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账
凭证 3 种。通用记账凭证则统一使用一种格式的凭证进行登记，本书实验使用的记账凭证就是通
用记账凭证，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通用记账凭证可以完全保证业务正确地执行。
一张记账凭证至少会有借贷两条记录，它提供的信息内容包括时间信息、业务信息、制单审
核信息和数量金额信息等。电算化软件一般分为前台和后台两部分，前台提供界面让用户输入数
据、管理数据，后台记录用户输入的数据，后台数据库通常不允许一般的凭证录入人员进入，只
有管理员才可以对数据进行操作。
使用 Excel 进行会计电算化的设计也一样，需要尽可能地减少用户在后台操作的数据，特别
是对于不熟练的人员来说，直接修改后台的数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为此，本实验设计了一
个直观良好的界面作为输入前台，并且将这个前台作为数据输入的唯一入口。
记账凭证包含的内容不仅仅要考虑到界面是否美观、人性化，还需要考虑生成的凭证和未来
的财务报告相衔接。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都是基于会计科目的，这就决定了会计凭证中需要引入
科目代码表；现金流量表的项目是基于日常的现金流量形成的，凭证输入过程中也需要包含现金
流量的因素。
前台的数据完成后，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其转移到后台的凭证库中，本书所使用的技
术策略是通过录制宏来完成的。宏是一个动作记录器，能够将用户的动作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来，
当再次执行动作记录器的时候，动作又会按照先前录制的顺序再执行一次。只要用户在录制宏的
时候设置引用方式为绝对引用和相对引用交叉应用，就可以将记账凭证中的记录一次性地导入凭
证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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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了解记账凭证和后台数据表之间的联系。
（二）实验要求
了解表对象的使用方法，了解录制宏的过程。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在 2018 年 1 月，金盛公司发生了如下业务：
（1）购买编号为 JP34 的商品 33000 元，购买 MT5 的商品 21000 元，购买编号为 KK2 的商品
8000 元，增值税税率为 17%，以工行支付货款。
（2）向海尚公司销售 JP32 和 JP33 两种商品，收入为 175000 元，其中工行收到了货款 13475
元，其余部分稍后支付。JP32 成本为 6000 元，JP33 成本为 5000 元。
（3）工行收到欧丽公司归还的货款 88000 元。
（4）归还一通公司货款 250000 元，货款已经通过工行支付。
（5）销售 JP35、MT5 和 KK3 三种商品共计 152800 元，工行已经收到全部货款。JP35 的成
本为 61000 元，MT5 的成本为 28000 元，KK2 的成本为 3350 元。
（6）现金支付销售部门费用 98 元。
（7）工行支付招待费 5532 元。
（8）向金鑫公司销售商品 MT4 共计 254000 元，未收到货款。MT4 商品成本为 189100 元。
（9）销售部门购买办公用品 2200 元，以工行支付。
（10）销售 JP34 商品 157200 元，货款已经通过工行收讫，JP34 商品的成本为 72500 元。
（11）以工行支付税款，上月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71382 元，不考虑增值税外的其他税收。
（12）购买商品 MT4 共计 487000 元，JP32 共计 45000 元，JP34 共计 102000 元，货款未支
付，其中从合力赊购 573300 元，从兴乐公司赊购 168480 元。
（13）工行支付前期计入其他应付款的水费 6022 元。
（14）购买空调 5 台，共计 35000 元，以工行支付。
（15）方乐出差暂领现金 3500 元。
（16）从工行提取 175000 元支付职工工资，其中销售部门 95000 元，管理部门 80000 元。同
时按 10%计提福利费用。
（17）工行收到新通讯公司归还的欠款 100000 元。
（18）出售商品 KK3 和 KK4 共计 135000 元，其中 KK3 成本为 32000 元，KK4 成本为 28000
元，货款已经通过工行收讫。
（19）向海尚公司销售商品 JP35 共计 182000 元，成本为 110000 元，货款未收讫。
（20）向一通公司和兴乐公司赊购商品 MT5 共计 205000 元，KK4 共计 25000 元，其中向一
通企业购买商品 140000 元，向乐星公司购买商品 65000 元。
（21）以工行支付一通企业商品款 150000 元。
（22）以工行支付网络费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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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从工行支付劳保用品费用 8000 元。

实验操作指导
1．凭证界面
用户输入界面是一个类似记账凭证的界面，用户可以在界面中输入数据，通过单击按钮来提交数
据。使用按钮来提交数据就必须使用宏的功能，Excel 2019 中启用宏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单击 Excel 左上角的“文件”按钮，单击“选项”按钮，打开“Excel 选项”对话框，如图
2.9 所示。

图 2.9

“Excel 选项”对话框

在左侧选择“自定义功能区”，在右侧选中“自定义功能区”下的“主选项卡”中的“开发
工具”，完成“开发工具”的选择。
通过上述操作，选项卡中就能显示“开发工具”，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开发工具”选项卡

创建凭证界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新建工作表，将工作表重命名为“凭证输入”。
在 B1 单元格中输入“记账凭证”，然后选中 C1:F1 单元格区域，执行“开始”选项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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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方式”组中的“合并后居中”命令，如图 2.11 所示。

图 2.11

合并后居中”命令

将“字体”设置为“仿宋_GB2312”，“字号”大小为“20”，并将 B1:F1 单元格区域设置
为双下画线。
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凭证号”，在 D2 单元格内输入“日期”，在 G2 单元格内输入
“附件数”。
选中 E2 单元格，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选中“数字”选项卡，设置为“日
期”分类中的“2012/3/14”类型，完成日期格式的设置。
从 A3 单元格开始，在工作表中输入如图 2.12 所示的内容。

图 2.12

凭证界面

凭证界面中从第 5 行开始都要输入记账凭证内容。由于在输入凭证前并不知道未来凭证会有多少行，因
此需要为记账凭证预留足够多的记录行数，以免出现行数不足的问题。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选择“控件”组中“插入”下“表单控件”中的“按钮”控件，
如图 2.13 所示。

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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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凭证输入”工作表的 H2 单元格偏右位置添加一个按钮，直接关闭“指定宏”对话框，
在按钮上右击，执行“编辑文字”命令，将按钮的名称改为“添加记录”，完成按钮的设
置。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选择“控件”组中“插入”下“表单控件”中的“按钮”控件，
在“添加记录”按钮后添加一个命令按钮，并将按钮上的标题更改为“获取最新凭单号”，
完成按钮的设置。

现在添加的这些按钮由于并没有和指定的功能绑定在一起，因此暂时不能响应用户操作。

选中 A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
=IF(B5<>"",YEAR($E$2)&"-"&IF(MONTH($E$2)<10,"0"&MONTH($E$2))&"-"&IF(DAY
($E$2)<10,"0"&DAY($E$2))&"-"&IF($C$2<10,"00"&$C$2,IF($C$2<100,"0"&$C$2,$C$2))&""&IF(ROW()-4<10,"0"&ROW()-4,ROW()-4)&"-"&IF($H$2<10,"0"&$H$2,$H$2),"")”，完成凭证
id 的设计。

凭证 id 相当于一张凭证某笔记录的一个身份证，具有唯一性，该值是通过公式根据用户输入凭证的日
期和凭证号以及笔号自动形成的。凭证 id 的作用是通过公式分解这个 id 号以获得凭证日期、凭证号以及其
他相关信息。
凭证 id 由年-月-日-凭证号-笔号-附件数构成，其中年以 4 位数表示；月、日、笔号和附件数都以两位
数表示，当位数不足两位数时用 0 来补充完整；凭证号用 3 位数来表示，凭证号不足 3 位数的用 0 来补充
完整。
当凭证中有摘要的时候，会显示凭证 id 的内容，否则不显示 id 的具体内容。
A5 单元格中的公式比较复杂，其含义为如果 B5 单元格中有数据，也就是用户开始添加摘要信息的时
候，就给用户一个凭证 id 号，id 号的内容需要根据下述函数和公式来提取相关数据，这些函数包括：
YEAR 函数：获得年份信息。
MONTH 函数：获得月份信息，如果月份的值小于 10，则用 0 来补全。
DAY 函数：获得日信息，如果日的值小于 10，就用 0 来补全。
通过 C2 单元格中的值来获得凭证号信息，如果凭证号小于 10，则用两个 0 来补齐，如果凭证号大于 10
但是小于 100，则用一个 0 来补齐，1 个月最多支持 999 张凭证。
通过当前行号减去 4 来作为笔号信息，比如输入的第一笔记录在第 5 行，其行号通过 Row 函数获得，
row（）-4 就可以作为笔号的数值，同理，如果笔号小于 10 就用 0 来补齐。在本实例中，每个凭证号最多支
持的行数为 14 行。

选中 C5:C18 单元格，选中“数据”选项卡中“数据工具”组内“数据验证”下的“数据验
证”命令，打开如图 2.14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在“设置”选项卡下，将“验证条件”设
置为“序列”，“来源”设置为“=dm”，单击“出错警告”选项卡，在“标题”下输入
“科目代码错误”，在“错误信息”下输入“输入的科目代码不存在”，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数据验证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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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数据验证

选中 D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LEFT(C5,4)+0,kmdm,2,FALSE),"")”，
完成总账科目的设置。

各级科目代码的长度是固定的，比如在本实验中，一级科目的代码长度总是 4 位数字，二级科目的代码
长度是 2 位数字，因此只要在科目代码栏下输入科目代码，就可以从已输入的科目代码中提取前面 4 位获得
的一级科目的代码，并由此得到科目的名称。
LEFT 函数的含义是返回指定字符串的左数前几个字符。Left 函数的返回结果是文本类型的字符串。
LEFT 函数首先从 C4 单元格的左侧找 4 个字符，比如代码为“100201”，那么 1002 就是其总账科目，代码
长度为 4。
VLOOKUP 函数的含义是在指定的区域第一列中查找第一个符合要求的值，本步骤要查找的区域是表对
象 kmdm，查找的值是“LEFT(C5,4)+0”。本步骤中，LEFT 函数之所以在返回之后还要加 0，是因为 LEFT
返回的是文本类型的字符串，而在“科目代码表”中，字段“科目代码”的数据格式是“数值”，二者的数
值类型不一样，因此比较的时候自然就不可能相等，变通的方法是为字符串类型的数字加上 0，这样就可以
将字符类型的数字强制转换为数值。
IFERROR 函数的作用是判断接下来计算的值是否正确，如果值是正确的，就用正确的值表示，否则用
指定的值显示。在本例中，显示不正确就用空白表示。

选 中

E5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 =IFERROR(VLOOKUP(C5,kmdm[# 全

部],2,FALSE),"")”，完成明细科目的设置。
选中 I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OR(COUNTBLANK(G5:H5)+COUNTBLANK(B5)=3,
COUNTBLANK(G5:H5)+COUNTBLANK(B5)=0),"","错误")”，完成错误提示的设定。

记录在输入的时候很容易会遗忘掉某些部分，想要以一种很明确的方式告知用户存在输入错误，就必须
通过公式自动进行判断。
判断一笔记录是否输入完全的依据是摘要、借方金额和贷方金额必须全部不为空，只要这 3 个地方出现
一个为空的数据，就表示错误信息。这是为了避免在后续步骤中通过宏导入数据表时发生错误，必须强制用
户在借方金额或者贷方金额为 0 时输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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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F5:F18 单元格区域，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数据工具”组内的“数据验证”命
令，打开如图 2.15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在“设置”选项卡下的“允许”中选择“序
列”，“来源”设置为“=现金流量类型”，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据验证的设置。

图 2.15

验证现金流量信息

选中 G5:G18 单元格区域，选中“开始”选项卡，执行“样式”组内的“条件格式”下的
“新建规则”命令，在“选择规则类型”中单击“使用公式确定要设置格式的单元格”命
令，打开如图 2.16 所示的“新建格式规则”对话框，在“为符合此公式的值设置格式”下的
文本框内输入“=SUM($H$5:$H$18)< >SUM($G$5:$G$18)”，单击“格式”按钮，选择“填
充”选项卡，选择红色为填充颜色，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条件格式的设置。

图 2.16

创建条件格式

一张凭证中借贷方总额总是相等的，为了防止用户凭证中发生输入错误，此处给了一个明确提示，如果
最终借贷方不相等，就会用红色来填充单元格。

37

Excel 在会计和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第 4 版）
选中 G5:H18 单元格区域，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将其类型设置为“会计专
用”，“小数位数”设置为 2，“货币符号”设置为“无”，完成指定单元格区域的格式设
置。
选中 A5 单元格，将鼠标移动到 A5 单元格的右下角，向下拖曳填充公式到 A18 单元格区
域，完成凭证 id 的设置。选中 D5:E5 单元格区域，将鼠标移动到单元格区域的右下角，向
下拖曳填充公式至 D18:E18 单元格区域，完成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的设置。
选中 I5 单元格，将鼠标移动到 I5 单元格的右下角，向下拖曳填充公式到 I18 单元格区域，
完成凭证错误提示的设置。

2．输入数据
当凭证界面完成后，就可以将业务记录输入这个界面中。以 2018 年 1 月发生的第一笔业务
为例，购买编号为 JP34 的商品 33000 元、购买 MT5 的商品 21000 元、购买编号为 KK2 的商品
8000 元，增值税税率为 17%，以工行支付货款。
该业务的会计分录是：
借：库存商品-JP34

33000

库存商品-MT5

21000

库存商品-KK2

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贷：银行存款-工行

10540

72540

根据该分录登记到输入界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C2 单元格，输入凭证号，完成凭证号的设置。

当所有功能都设计完全后，单击“获取最大凭单号”按钮能够自动取得指定月份的最大凭单号。

选中 E2 单元格，输入“2018-1-3”，完成凭证日期的输入。
选中 H2 单元格，输入“1”，表示该笔凭证的附件数。
选中 B5 单元格，输入摘要“购买商品”，在 C5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140503”，在 G5
单元格内输入金额 33000，在 H5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0，完成输入第 1 号凭证的第 1 笔记录，
第 1 笔记录完成后的效果如图 2.17 所示。

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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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贷方金额没有输入，导致该张凭证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不相等，为了在输入凭证的时候就反映出这
个问题，用红色来填充 F 列相关单元格，以明显的方式标示出借贷方不平衡。

选中 B6 单元格，输入摘要“购买商品”，在 C6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140507”，在 G6
单元格输入金额 21000，在 H6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0，完成输入该凭证的第 2 笔记录。
选中 B7 单元格，输入摘要“购买商品”，在 C7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140508”，在 G7
单元格输入金额 8000，在 H7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0，完成输入该凭证的第 3 笔记录。
选中 B8 单元格，输入摘要“购买商品”，在 C8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222101”，在 G8
单元格内输入金额 10540，在 H8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0，完成该凭证的第 4 笔记录。
选中 B9 单元格，输入摘要“购买商品”，在 C9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100201”，在 F9
单元格选择“现金流量类型”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在 G9 单元格内输入
0，在 H9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70540，完成该凭证的第 5 笔记录。
在凭证界面中输入完成后的凭证如图 2.18 所示。

图 2.18

输入完成的第 1 张凭证

最后一笔业务涉及现金流量的增减，所以要选择现金流量类型。添加记录和获取最大凭单号并没有赋予
功能，因此暂时不可用。

3．导入凭证库
输入完成后的数据仍旧停留在界面中，这就相当于在一个软件中输入了数据，但是数据并没
有提交到后台数据库。在本实验中，这个后台数据库就是一个凭证汇总表，它的任务是收集每笔
记录数据。将凭证界面中的数据导入凭证库中会使用到宏，将数据导入凭证库的操作步骤如下：
新建工作表，将工作表重命名为“凭证库”，完成建立“凭证库”工作表。
在“凭证库”工作表中从 A1 单元格位置开始输入：id、凭证 id、摘要、科目代码、总账科
目、明细科目、现金流量类型、借金额、贷金额、类型代码、年、月、日、凭证号、笔号、
附件数、性质和审核等字段，完成凭证库所需字段的输入。
选中 A1 单元格，打开“插入”选项卡，执行“表格”组内的“表格”命令，将指定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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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区域转化为组。选中“设计”选项卡，将“属性”组内的表对象的名称更改为“pzk”，
完成“凭证库”工作表的设计。
选中 B2 单元格，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字母“a”，完成首行数据的输入。

使用 Excel 导入数据的应用技巧：如果向一张空表中传入数据，那么为了不发生错误，至少要有一行数
据。首次导入时，由于表格中没有数据，因此要为某个字段添加数据，表示该表中现在已经存在一行数
据。如果表对象中已经有数据，就无须这一行，在导入第一张凭证后，该行数据将会被手工删除。
输入内容前的凭证库如图 2.19 所示。

图 2.19

输入内容前的凭证库

打开“凭证输入”工作表，在凭证界面中输入第一张凭证，如图 2.20 所示。当 I 列没有错误
提示，并且借贷方没有红色显示时，说明该凭证在结构上已经是正确的，就可以通过录制一个宏
将数据导入凭证库工作表中。

图 2.20

输入完成的第一张凭证

录制宏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如图 2.21 所示的“录
制新宏”对话框，将宏名称更改为“添加新记录”，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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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图 2.21 所示的对话框中通常指定的内容包括宏名，如果把录制的宏看作一部电影，那么宏名就是这
部电影的名称，用户只需要取一个比较贴切的名称即可。如果用户只是录制宏，而不准备在今后的使用中修
改代码，那么用中文取一个合适的名称是最优的方案。
快捷键要注意不要和系统中已经存在的快捷键重合，否则会导致按下快捷键时引起混乱。如果使用按钮
来绑定一个宏，那么快捷键并不是必需的。本实例没有使用快捷键。
“保存在”的位置一般只是对当前工作簿有用。

选择 H5 单元格，然后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选择“使用相对引用”命令，进入
相对模式下录制。

“使用相对引用”是本实例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相对引用的含义与公式和函数中的相对引用含义类
似，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单元格地址。

选中 H5 单元格，同时按键盘上的 Shift+Ctrl+向下方向键，再同时按键盘上的 Shift+Ctrl+向
左方向键，按 3 次向左方向键，再按键盘上的 Ctrl+C 键，完成要复制内容的选择复制操
作。

H5 单元格所在的行是第 5 行，也是凭证记录的开始行，由于每笔凭证的笔数是不固定的，因此无法通
过选择某个单元格区域然后复制到凭证库中的方法来完成。解决的方法是使用 Shift+Ctrl+向下方向键到达最
后一行包含数字的行。因为 H 列是贷方金额所在的列，因此只要有记录，就一定会有贷方的金额，即使是借
方发生额，贷方的金额也会是 0。
同理，Shift+Ctrl+向左方向键将会到达最后一列包含数值的列，由于 F 列的内容是现金流量的类型，而现
金流量并不是每笔凭证都必须填，因此按一次 Shift+Ctrl+向左方向键并不能到达 ID 字段，解决的方法是多按
几次该快捷键。由于 A 列是最左侧一列，用户不论按多少次 Shift+Ctrl+向左方向键都不能逾越 A 列的位置。
上述操作的结果实际上就是选中了单元格记录中有记录的区域，如图 2.22 所示。

图 2.22

选中的包含数据的区域

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取消选择“使用相对引用”命令，进入绝对引用模式中。
选择“凭证库”工作表，选中 B2 单元格，然后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选择“使用

41

Excel 在会计和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第 4 版）
相对引用”命令，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向下方向键，再单独按一次向下方向键，在空白单元格
内右击，执行“选择性粘贴”命令中的“选择性粘贴”命令，打开如图 2.23 所示的“选择性粘
贴”对话框，选择“数值”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据的粘贴操作。

图 2.23

“选择性粘贴”对话框

按 Ctrl+向下方向键就是选择从 B2 单元格开始直到不为空的单元格位置，B2 单元格的内容是凭证的 ID
号，只要凭证记录是完整的，那么该 ID 号一定不为空。
到达有记录的位置并不能够进行粘贴，粘贴的位置是最末一行记录的下一行，因此需要再按一次向下方
向键，到达粘贴的起始位置。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在“代码”组内，取消选择“使用相对引用”命令，进入绝对引
用模式。
选中 B1 单元格，双击该单元格，退出复制模式，然后选中 C1 单元格，选择“凭证输入”
工作表，选中 B5:C18 单元格区域，单击 Delete 键，删除凭证摘要和科目代码，然后选中
“F5:H18”单元格区域，单击 Delete 键，删除凭证的借方金额和贷方金额，完成删除已经导
入凭证的数据。

删除的时候并不需要用相对引用的方式来选择，只需要将 B5:H18 单元格区域中不包含公式的部分全部
清空即可。

单击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的“停止录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添加记录”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如图 2.24 所示的指定宏对话框，选
择“添加新记录”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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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宏

通过上述步骤，在“凭证库”工作表中就可以显示刚才输入的凭证内容，如图 2.25 所示。

图 2.25

向凭证库中导入第一条记录

图 2.25 显示的内容中由于很多字段并没有设计公式，因此会出现很多空列。

4．优化凭证号
用户的凭证输入通常不会一次性完成，随着凭证数量的增加，有一个问题是当前输入的凭证
号到底为多少号？凭证号的确定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查看凭证库来获得当前输入凭证的
凭证号；还有一种是通过公式来计算获得凭证的凭证号。本实例使用公式来获得凭证号。在前述
设计中，凭证界面内已经放置了一个命令按钮，按钮的名称就是“获取最新凭单号”，下述过程
为按钮指定一个宏，宏的作用就是实时计算最新的凭单号，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凭证输入”工作表，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
令，打开“录制新宏”对话框，将宏名称更改为“获取最新凭单号”，单击“确定”按钮，
开始录制宏。
选中 C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MAX(IF(pzk[ 年]&"-"&pzk[ 月]=YEAR(E2)&""&MONTH(E2),pzk[凭证号]),0)+1”，然后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Shift+回车键，获取凭证库
中指定月份最新的凭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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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数组公式，公式的含义是 E2 单元格日期中的年和月信息与凭证库中的年和月信息一致，就将
所有的凭单号取出并找到一个最大的号码。最新的凭证号就是原来最大的凭证号加 1，如果某个月份尚未输
入数据，那么最大的凭单号就是 1。

单击“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的“停止录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获取最新凭单号”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获取
最新凭单号”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本步骤中录制一个宏不需要每次输入公式，用户只需要单击一下按钮就相当于在指定的单元格中输入了
一个公式，从而获得最新的结果。

5．其他字段数据
“凭证库”工作表中的内容除了复制过去的凭证记录外，其他字段的值都为空，需要用户通
过公式来获取，获取的基础就是凭证 id 字段的值。为其他字段添加公式计算数据的具体操作步骤
如下：
选中“凭证库”工作表，选中第 2 行，右击，执行“删除”命令，删除第一行记录。

第一行记录是临时的记录，是为了录制宏过程中不至于出错而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的，输入完成后，首
行临时记录已经不再有用，此时可以将该行临时数据删除。

选中 A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年]&"-"&[@月]&"-"&[@凭证号]&"-"&[@笔号]”，
按回车键确认，完成 id 字段的设定。

id 字段是某张凭证的某笔记录信息，包括年、月、凭证号和笔号 4 个字段的信息，这些数据实际上都来
源于“凭证 id”字段。
为了便于分析，“凭证 id”中的内容将被拆分为年、月、日、凭证号、笔号、附件数等信息。

选中 J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现金流量类型],xjll,2,FALSE),"")”，
完成现金流量类型代码的设置。

现金流量类型代码是根据参数表中不同的现金流量的内容说明来获得现金流量代码的。这部分数据将作
为编制现金流量表的基础。
使用 IFERROR 函数表示，如果使用 VLOOKUP 函数找不到指定的内容，就用空来表示，否则将找到的
内容显示出来。

选中 K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LEFT([@凭证 id],4)+0”，完成“年”字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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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通过 LEFT 函数计算的结果得到的数字是文本类型，通过加 0 使之转换为数值类型。

选中 L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MID([@凭证 id],6,2)+0”，完成“月”字段的设置。
选中 M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MID([@凭证 id],9,2)+0”，完成“日”字段的设置。
选中 N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MID([@凭证 id],12,3)+0”，完成“凭证号”字段
的设置。
选中 O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MID([@凭证 id],16,2)+0”，完成“笔号”字段
的设置。
选中 P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RIGHT([@凭证 id],2)+0”，完成“附件数”字段
的设置。
选中 Q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VLOOKUP([@科目代码],kmdm,3,FALSE)”，完成
会计科目性质的显示。
选中 A2 单元格，选中“视图”选项卡，执行“窗口”组中的“冻结窗口”下的“冻结拆分
窗口”命令，完成窗口冻结。

6．后续凭证输入
至此为止，记账凭证的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了。下面以第 2 笔业务处理为例完成后续凭证输入
及向凭证库中添加数据的完整过程。
第 2 笔业务内容为向海尚公司销售 JP32 和 JP33 两种商品，收入为 175000 元，其中工行收到
了货款 13475 元，其余部分稍后支付。JP32 成本为 6000 元，JP33 成本为 5500 元。
该笔业务的销售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工行

13475

应收账款-海尚公司
贷：主营业务收入

7000

17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11000

贷：库存商品-JP32

6000

库存商品-JP33

5000

2975

该笔业务分为两笔分录，后续凭证输入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凭证输入”工作表，输入日期和附件数，单击“获取最新凭单号”按钮，设置本张凭
单的凭单号。
选中 B5 单元格，输入摘要“销售商品”。在 C5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 100201，在 F5 单元
格内选择“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在 G5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3475，在 H5 单元
格内输入数值 0。
选中 B6 单元格，输入摘要“销售商品”。在 C6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 112201，在 G6 单
元格内输入数值 7000，在 H6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0。
选中 B7 单元格，输入摘要“销售商品”。在 C7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 6401，在 G7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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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内输入数值 0，在 H7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7500。

会计科目代码是错误的，目的是便于下一节实验内容使用。

选中 B8 单元格，输入摘要“销售商品”。在 C8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代码 222102，在 G8 单
元格内输入数值 0，在 H8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2975。最终生成的凭证如图 2.26 所示。

图 2.26

凭证内容

凭证输入检查无误后，单击“添加记录”按钮，即可将记录添加到“凭证库”中，完成将
凭证内容导入“凭证库”中。打开“凭证库”工作表，可以看到输入的凭证数据，如图
2.27 所示。

图 2.27

凭证库中新增的记录

7．会计分录参考
下面列出了本实验中涉及的各笔业务的会计分录。
第 1 笔业务：
借：库存商品-JP34

33000

库存商品-MT5

21000

库存商品-KK2

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贷：银行存款-工行

10540

70540

第 2 笔业务：
借：银行存款-工行

13475

应收账款-海尚公司
贷：主营业务收入

7000

175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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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笔业务：
借：银行存款-工行

88000

贷：应收账款-欧丽公司

88000

第 4 笔业务：
借：应付账款-一通公司
贷：银行存款-工行

250000

250000

第 5 笔业务：
借：银行存款-工行
贷：主营业务收入

178776
1528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92350

贷：库存商品-JP35

61000

库存商品-MT5

28000

库存商品-KK2

3350

25976

第 6 笔业务：
借：销售费用
贷：现金

98
98

第 7 笔业务：
借：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
贷：银行存款-工行

5532

5532

第 8 笔业务：
借：应收账款-金鑫公司
贷：主营业务收入

297180

25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189100

贷：库存商品-JP35

189100

43180

第 9 笔业务：
借：销售费用

2200

贷：银行存款-工行

2200

第 10 笔业务：
借：银行存款-工行
贷：主营业务收入

183924
157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72500

贷：库存商品-JP34

72500

26724

第 11 笔业务：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7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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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银行存款-工行

71382

第 12 笔业务：
借：库存商品-MT4

487000

库存商品-JP32

45000

库存商品-JP34

10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贷：应付账款-合力企业

573300

应付账款-兴乐公司

168480

107780

第 13 笔业务：
借：其他应付款

6022

贷：银行存款-工行

6022

第 14 笔业务：
借：固定资产

35000

贷：银行存款-工行

35000

第 15 笔业务：
借：其他应收款-方乐
贷：现金

3500

3500

第 16 笔业务：
借：现金

175000

贷：银行存款-工行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现金

175000
175000

175000

借：销售费用

95000

管理费用-工资
贷：应付职工薪酬

34500

借：销售费用

175000
9500

管理费用-福利费
贷：应付职工薪酬

8000
17500

第 17 笔业务：
借：银行存款-工行

125000

贷：应收账款-新通讯公司

125000

第 18 笔业务：
借：银行存款-工行
贷：主营业务收入

157950
135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60000

贷：库存商品-KK3

32000

库存商品-KK4

28000

第 19 笔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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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940

182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借：主营业务成本

110000

贷：库存商品-JP35

110000

30940

第 20 笔业务：
借：库存商品-MT5
库存商品-KK4

205000
25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贷：应付账款-一通企业
应付账款-兴乐公司

39100

239850
29250

第 21 笔业务：
借：应付账款-一通企业
贷：银行存款-工行

150000

150000

第 22 笔业务：
借：管理费用-其他

1200

贷：银行存款-工行

1200

第 23 笔业务：
借：管理费用-劳保费用

8000

贷：银行存款-工行

8000

习题
2018 年 1 月，金邦公司发生的业务如下，增值税税率为 17%。
（1）购买编号为 P03 的商品 25740 元，购买编号为 P02 的商品 28080 元，购买编号为 P07 的
商品 10530 元，以工行支付货款。
（2）向兴华公司销售 P01 和 P02 两种商品，收入为 21060 元，其中工行收到了货款 10000
元，其余部分稍后支付。P01 成本为 3900 元，P02 成本为 8100 元。
（3）工行收到佳佳公司归还的货款 140000 元。
（4）归还胜瑞科技公司货款 300000 元，货款已经通过工行支付。
（5）销售 P04、P05 和 P07 三种商品共计 163800 元，工行已经收到全部货款。P04 的成本为
53000 元，P05 的成本为 40000 元，P07 的成本为 25000 元。
（6）使用现金支付招待费 3000 元。
（7）向利农公司销售商品 P05 共计 245700 元，未收到货款。P05 商品成本为 198900 元。
（8）销售部门购买办公用品 2000 元，以工行支付。
（9）销售 P03 商品 93600 元，货款已经通过工行收讫，P03 商品的成本为 60000 元。
（10）购买商品 P07 共计 549900 元，P01 共计 29250 元，P03 共计 105300 元，货款未支付，
其中从正则科技公司赊购 29250 元，其余从胜瑞科技公司赊购。
（11）从工行支付前期计入其他应付款的电费 40000 元。
（12）从工行支付职工工资 70000 元，其中销售部门 50000 元，管理部门 20000 元。同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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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福利费用销售部门 7000 元，管理部门 2800 元。
（13）工行收到利农公司归还的欠款 100000 元。
（14）出售商品 P07 共计 117000 元，P07 成本为 63225 元，货款已经通过工行收讫。
（15）向利农公司销售商品 P04 共计 152100 元，成本为 100000 元，货款未收讫。
（16）向正则科技公司和胜瑞公司赊购商品 P01 共计 198900 元，P02 共计 7020 元，其中欠正
则科技公司 100000 元，其余为胜瑞公司欠款。
（17）以工行支付正则科技公司商品款 100000 元。
（18）工行支付报刊费 5000 元。
参照本实验的方法，创建凭证输入界面，并将上述内容输入凭证输入界面中，通过该界面的
功能将数据导入凭证库中。

实验 2-3

修改凭证

实验原理
在凭证输入过程中发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涉及凭证的修改操作。和输入凭证一样，修
改凭证也不应该在后台直接操作，而是需要在前台完成，再提交到后台进行处理。
一般来说，修改一笔凭证需要经过如下步骤：
（1）从凭证库中找到指定的凭证，并将凭证的内容导入前台界面中。
（2）在前台界面中修改凭证。
（3）删除凭证库中指定的凭证。
（4）将修改完毕的凭证再次写入凭证库中。
找到指定的凭证是通过高级筛选来完成的。在实验 2-2 中，凭证库为每笔凭证设计了一个凭
证 id 号，只要设法获得凭证 id 号字段内容，就可以进行高级筛选并获得某张凭证的所有信息。
这些信息稍后会被复制到前台界面中，由于每个凭证号对应的笔数不一定相同，因此在录制宏的
时候需要使用相对引用的方法来完成。
修改完成后的凭证需要再次写回到后台凭证库中，为了避免多次写入造成重复，需要删除筛
选出的内容，再进行导入。
凭证一旦计入凭证库，除了修改内容之外，对于输入错误的凭证原则上不应该直接删除。因
为假定在输入完成后删除指定的凭证，要删除的凭证不是最后一张凭证，就会导致凭证号不连
贯，这在会计电算化中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凭证修改中也包含删除凭证内容的操作，用户如果需
要设计相关的内容，则可以添加删除功能。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掌握凭证修改的原理，了解凭证修改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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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要求
了解高级筛选方法，了解录制宏的过程。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本节实验的数据来源于 2-2 节实验已经完成的凭证库中的内容，用户在本实验要完成下述任务：
（1）调出凭证库中 1 月第 2 号凭证。
（2）修改凭证库工作表中第 2 号凭证，将主营业务支出更改为主营业务收入。

实验操作指导
1．设定查询条件
要定位一张凭证就需要知道它的年、月和凭证号信息，也就是用户在凭证库中定义的“凭证
id”字段的值。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条件区域，让用户在指定的条件区域设置条件，通过高级筛选
获取数据。设置查询条件界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新建一张工作表，将工作表重命名为“凭证编辑”。
从 A1 单元格开始输入如图 2.28 所示的凭证修改查询条件，完成查询条件的设置。

图 2.28

指定查询条件字段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选择“控件”组内“插入”下的“表单控件”中的“按钮”控
件，在 E 列的位置添加一个命令按钮，将按钮上的标题更改为“调用凭证”。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选择“控件”组内“插入”下的“表单控件”中的“按钮”控
件，在 F 列的位置添加一个命令按钮，将按钮上的标题更改为“确认修改”。最终的效果如
图 2.29 所示。

图 2.29

添加按钮

2．设置凭证修改界面
修改凭证就是将凭证库中的指定凭证调出并放置在修改界面中。凭证修改界面和凭证输入界
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对于一张凭证修改的内容包括凭证的大部分信息，但是不包括凭单号。凭证
修改界面的设计过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 C4 单元格中输入“记账凭证”，然后选中 C4:G4 单元格区域，执行“开始”选项卡下
“对齐方式”组中的“合并后居中”命令，将“字体”设置为“仿宋_GB2312”，“字号”
大小为“20”，并将 C4:F4 单元格区域设置为双下画线。
选中 B5 单元格，输入“凭证号”，选中 C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D2”，完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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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凭证号的设计。
选 中 D5 单 元 格 ， 输 入 “ 日 期 ” ， 选 中 E5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LEFT(A8,10)”，完成凭证输入日期的设置。

A8 单元格的内容是凭证 id，其格式为“2018-01-01-001-01-01”，从左侧数第 10 个位置，如“2018-0101”，就包含年、月、日的信息。附件数也可以通过读取凭证 id 字段的内容来获得。

选 中 G5 单 元 格 ， 输 入 “ 附 件 数 ” ， 选 中 H5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RIGHT(A8,2)+0”，完成凭证附件数的设置。

凭证 id 最右侧的两位数就是凭证附件数。

从 A6 单元格开始，输入如图 2.30 所示的内容完成界面的设计。

图 2.30

完成后的显示界面

选 中 D8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 =IFERROR(VLOOKUP(LEFT(C8,4)+0,kmdm,2,
FALSE),"")”，完成总账科目名称的设置。
选中 E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IF(LEN(C8)=6,VLOOKUP(C8,kmdm,2,
FALSE),""),"科目代码有误")”，完成明细科目名称的设置。选中 D8:E8 单元格区域，向下填
充公式到 D22:E22 单元格区域。

本界面设置的行数和输入界面中设置的行数是相同的。

选中 I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OR(COUNTBLANK(G8:H8)+COUNTBLANK
(B8)=3,COUNTBLANK(G8:H8)+COUNTBLANK(B8)=0),"","错误")”，按回车键确认，完成
错误提示的设置。选中 I8 单元格，向下复制公式到 I22 单元格中，完成错误提示的设置。
选中 F8:F22 单元格区域，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数据工具”组内的“数据验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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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验证”命令，打开“数据验证”对话框，在“设置”选项卡下的有效性中选择“序
列”，“来源”设置为“=现金流量类型”，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据有效性的设置。
选中 G8:G22 单元格区域，选中“开始”选项卡，执行“样式”组内的“条件格式”下的
“新建规则”命令，在“选择规则类型”中选中“使用公式确定要设置格式的单元格”命
令，打开“新建格式规则”对话框，在“为符合此公式的值设置格式”下的文本框内输入
“=SUM($H$8:$H$22)<>SUM($G$8:$G$22)”，单击“格式”按钮，选择“填充”选项卡，
选择红色为填充颜色，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条件格式的设置。
选中 G8:H22 单元格区域，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将“数字类型”设置为
“会计专用”，不显示货币符号类型。

3．调用待修改凭证
在凭证修改的界面中设定了调用凭证的条件，接下来使用高级筛选，将凭证库中指定年、月
和凭证号的凭证筛选出来，然后将指定的凭证内容复制到“凭证编辑”工作表中，这样就可以显
示调出的指定凭证。以 2018 年 1 月第 2 号凭证为例，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
在“凭证编辑”工作表中，在 B2 单元格输入数据 2018，在 C2 单元格输入月份值 1，在 D2
单元格输入数值 2，如图 2.31 所示，完成高级筛选条件的设定。

图 2.31

指定筛选条件

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录制新宏”对话
框，将宏名称更改为“调出凭证”，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在“凭证编辑”工作表中，选中 A8:C22 单元格区域，单击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指定单
元格区域的内容。选中 F8:H22 单元格区域，单击键盘上的 Delete 键，删除指定单元格区域
的内容。

删除不包含公式的单元格区域的目的是将筛选的结果复制到指定的位置。

在“凭证编辑”工作表中，选中 A8 单元格，选中“凭证库”工作表，选中“数据”选项卡
中“排序和筛选”组内的“高级”命令，打开如图 2.32 所示的“高级筛选”对话框，在列表
区域中输入“pzk[#全部]”，单击条件区域后的折叠按钮，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中的
B1~D2 单元格区域，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高级筛选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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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高级筛选”对话框

同时按下键盘上的 Ctrl+G 键，打开如图 2.33 所示的定位对话框，在引用位置中输入
“=pzk[[#数据],[凭证 id]:[科目代码]]”，单击“确定”按钮，定位到指定的位置。同时，按键
盘上的 Ctrl+C 键复制内容，然后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中的 A8 单元格，右击，执行“选
择性粘贴”命令，打开“选择性粘贴”对话框，选择其中的“粘贴数值”选项，最终将凭证
id、摘要和科目代码复制到指定位置。
选中“凭证库”工作表，在编辑栏内单击一下，退出复制状态，选中 A1 单元格，同时按下
键盘上的 Ctrl+G 键，打开如图 2.34 所示的“定位”对话框，在引用位置中输入“=pzk[[#数
据],[现金流量类型]:[贷金额]]”，单击“确定”按钮，定位到指定的位置。同时，按键盘上
的 Ctrl+C 键复制内容，然后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中的 F8 单元格，右击，执行“选择性
粘贴”命令，打开“选择性粘贴”对话框，选择其中的“粘贴数值”选项，最终将借方金额
与贷方金额复制到指定位置。

图 2.33

“定位”对话框

图 2.34

“定位”对话框

选中“凭证库”工作表，选择“数据”选项卡，执行“排序和筛选”组内的“清除”命令，
清除高级筛选的结果，然后选择“凭证编辑”工作表。
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单击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的“停止录制”命
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调用凭证”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调出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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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要调用 1 月第 1 号凭证，只需要在“凭证编辑”工作表中，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2018，
在 C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在 D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单击“调用凭证”按钮，显示的结果如
图 2.35 所示。

图 2.35

调用的指定凭证

4．修改凭证
将凭证调用出来后，接着需要删除凭证库中指定的凭证，并将“凭证编辑”工作表中修改完
成的记录重新导入凭证库中。
第 2 号凭证中，将销售商品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输入成了主营业务成本，这就需要将第 3 笔
记录的科目代码进行更改，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择“凭证编辑”工作表中，在 B2 单元格内中输入 2018，在 C2 单元格中输入数值 1，在
D2 单元格中输入数值 2，单击“调用凭证”按钮，调用凭证的结果如图 2.36 所示，完成高
级筛选条件的设定。

图 2.36

调出待修改的凭证内容

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录制新宏”对话
框，将宏名称更改为“确认修改”，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中的 A8 单元格，然后选中“凭证库”工作表，选中“数据”选项
卡中“排序和筛选”组内的“高级”命令，打开“高级筛选”对话框，在列表区域输入
“pzk[#全部]”，单击条件区域后的折叠按钮，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中的 B1~D2 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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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高级筛选的操作。
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G 键，打开如图 2.37 所示的“定位”对话框，在引用位置中输入
“=pzk[#数据]”，单击“确定”按钮，定位到指定的位置。

图 2.37

定位对话框

高级筛选找到的内容只有某个凭证号的所有内容，也就是待删除凭证的所有内容。

同时按键盘上的 Shift+Ctrl+向右方向键，在选中的位置右击，执行“删除行”命令，删除指
定的记录。
选中“数据”选项卡，执行“排序和筛选”中的“清除”命令，退出筛选过程。

为了保证以后的运行结果正确无误，用户不能删除所有的凭证，而应当确保“凭证库”工作表中至少包
含一张凭证，否则会发生错误。
如果的确需要删除所有的凭证，请手工将“凭证库”中所有的凭证删除，并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任意可
显示的字符。

选中“凭证编辑”工作表中的 H8 单元格，然后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选择“使
用相对引用”命令，进入相对模式下录制。
同时按键盘上的 Shift+Ctrl+向下方向键，再同时按键盘上的 Shift+Ctrl+向左方向键，按 3 次
向左方向键，按键盘上的 Ctrl+C 键，完成要复制内容的选择复制操作。
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取消选择“使用相对引用”命令，进入绝对引用模式。
选择“凭证库”工作表中的 B2 单元格，然后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选择“使
用相对引用”命令，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向下方向键，再单独按一次向下方向键，在空白
单元格内右击，执行“选择性粘贴”命令，在“选择性粘贴”对话框选择“数值”项，单击
“确定”按钮，完成数据的粘贴操作。
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取消选择“使用相对引用”命令，进入绝对引用模式。
选中“凭证库”工作表中的 B1 单元格，双击该单元格，退出复制模式，然后选中 C1 单元
格，选择“凭证编辑”工作表，选中 A8:C22 单元格区域，单击 Delete 键，删除凭证摘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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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码，然后选中“F8:H22”单元格区域，单击 Delete 键，删除凭证的现金流量类型、借
方金额和贷方金额，删除已经导入凭证的数据。
单击“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的“停止录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确认修改”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确认修
改”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在“凭证编辑”工作表中，在 B2 单元格内输入 2018，在 C2 单元格中输入 1，在 D2 单元格
中 输 入 2 ， 单 击 “ 调 用 凭 证 ” 按 钮 ， 调 出 凭 证 ， 然 后 将 C10 单 元 格 中 的 内 容 更 改 为
“6001”，如图 2.38 所示。

图 2.38

修改凭证内容

单击“确认修改”按钮，即可将指定的内容写回凭证库，修改的凭证此时会被放置在凭证库
表中的最后位置，最终的结果如图 2.39 所示。

图 2.39

导入的凭证在凭证库中的位置

凭证库模拟的是一张数据库的表，它在今后的计算和引用中只和凭证 id、id 等字段相关，但是和凭证位
于凭证库的哪一行是无关的。

习题
将金邦公司第 6 笔业务工行支付招待费由 3000 元更改为 3500 元。要求根据本实验的方法创
建凭证修改界面，调出要修改的凭证，修改后传回凭证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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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4

凭证查询审核与打印

实验原理
在一个有着内部控制的企业，设置审核程序是必需的。审核程序能够减少差错的发生，而且
只有经过审核的凭证才可以入账。
凭证的登记人员是不得负责凭证审核工作的。在使用数据库作为后台的电算化系统中要做到
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对于 Excel 而言，我们实现的仅仅是为会计凭证设置审核标志。
用 Excel 编制会计电算化的过程中，审核的主要作用在于发现记账凭证中是否发生了错误。
这些错误包括账务处理是否正确、登记的金额是否正确。当所有的数据审核无误后，就可以通过
单击“审核”按钮为凭证添加已审核标志。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如下步骤：
读取指定的凭证：该步骤和上节实验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需要通过高级筛选从凭证库中提
取数据。
审核数据：对读出的数据进行审核，如果数据确定无误，则单击“审核”按钮，完成审核操
作。
凭证打印的过程就是将凭证内容导入预先设置好的界面内，图 2.40 显示的是一张常用的
记账凭证。

图 2.40

常用的记账凭证

从图 2.40 中可以看出，凭证的打印界面和设计界面是不相同的，在设计界面中，为用户预留
了多达 18 个数据行，这就意味着一个凭证号最多可以输入 18 笔记录。但是在打印的时候不可能
让一张凭证纸容纳 18 行记录，比如图 2.40 所示的样张中，只能容纳 6 个数据行，这就要求一张
凭证中多于指定的数据行时，需要将凭证进行分页处理。
本实验将从凭证库中提取的信息进行加工后填写到记账凭证中，并最终输出到打印机上。提
取数据的方法是使用公式和函数。实验中提取数据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为了降低提取数据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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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通常会设置一些辅助列（行）。这些辅助列（行）的作用是预先计算出公式的值，达到简化
公式的计算、降低公式设计难度的目的。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通过本实验掌握凭证提取的方法，设计辅助列的方法。
（二）实验要求
能熟练操作高级筛选方法，了解录制宏的过程。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要求从凭证库中调出指定的凭证，并显示如下字段：
（1）凭证号：指定年月的某笔凭证。
（2）记账日期：提取“凭证库”中“id”字段的值。
（3）附件数：一张凭证号中每笔记录的附件数都是相同的，因此只需要提取“凭证库”中对
应凭证号第一笔分录的附件数。
（4）摘要：提取“凭证库”中“摘要”字段的值。
（5）总账科目：提取“凭证库”中对应“总账科目”字段的值。
（6）明细科目：提取“凭证库”中对应“明细科目”字段的值。
（7）借方金额：提取“凭证库”中对应“借金额”字段的值。
（8）贷方金额：提取“凭证库”中对应“贷金额”字段的值。
（9）合计：如果凭证大于 4 笔分录，那么凭证将会被分页，并且合计数只在最后一页中显
示；如果凭证数小于 4 笔分录，凭证就只有一页，直接对借方金额和贷方金额进行汇总。
提取完成后，用户在本实验要完成下述任务：
（1）通过用户输入指定的年、月和凭证号信息，审核第一张凭证 2018 年 1 月第 1 号凭证和
第 2 号凭证。
（2）打印 2018 年 1 月第 2 号凭证。

实验操作指导
1．凭证审核条件设定
判断一张凭证是否已经被审核过就是看“凭证库”工作表中“审核”字段的内容，如果一张
凭证已经审核通过，就标示为“已审核”，如果未审核，则显示空白。要提取指定的凭证进行审
核或者打印，首先需要调出指定的凭证，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新建一张工作表，将工作表重命名“凭证审核与打印”，建立“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
从 A1 单元格开始输入如图 2.41 所示的数据，完成查询条件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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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设置条件区域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控件”组中的“表单控件”，选择“数值调节”按钮，如
图 2.42 所示，在 E2 单元格内拖曳出一个“数值调节”按钮，完成 E2 单元格内“数值调
节”按钮的放置。

图 2.42

“数值调节”按钮控件

这是模仿一些会计电算化软件中的操作方式，比如要查看下一个凭证号，只要单击该“数值调节”按钮
即可，而不需要输入数字。
使用“数值调节”按钮和直接在单元格内输入数值的效果是一致的。

在 E2 单元格内的“数值调节”按钮处右击，执行“设置控件格式”命令，打开“设置控件
格式”对话框，如图 2.43 所示，单击“控制”标签，“当前值”选择为“1”，“最小值”
设置为“1”，“步长”设置为“1”，单击单元格链接后的折叠按钮
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对 E2 单元格“数值调节”按钮的设置。

图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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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是指单击“数值调节”按钮最大可能达到的值，步长表示每次单击“数值调节”按钮指定的单元
格内数值增加或者减少的步长值。

同样在 G2 单元格内拖曳出一个“数值调节”按钮，完成 G2 单元格内“数值调节”按钮的
放置。
在 G2 单元格内的“数值调节”按钮处右击，执行“设置控件格式”命令，打开“设置控件
格式”对话框，单击“控制”标签，“当前值”选择为“1”，“最小值”设置为“1”，
“步长”设置为“1”，单击单元格链接后的折叠按钮

，选择 G2 单元格，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对 G2 单元格“数值调节”按钮的设置。

2．凭证区域设定
最终打印的凭证其行数是固定的，并且一般行数不会太多，对于某些笔数较多的凭证来说，
就存在着分页显示的问题。如果在 Excel 中设计的公式比较复杂，则会考虑为公式设计一些辅助
列或者行，这些辅助区域的设计目的就是简化其他单元格的公式，降低公式理解的难度。例如，
在这里可以事先将凭证库中的 id 字段值提取部分内容放置在 A8:A11 单元格内，具体的操作步骤
如下：
在“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中，从第 4 行开始，输入如图 2.44 所示的内容。

图 2.44

凭证格式

注意，在本系统中不同部分涉及 id 的内容：
凭证库中“id”字段的值表示某笔凭证年、月、凭证号和笔号等信息组合成的字段。
凭证库中“凭证 id”字段的值表示某笔凭证年、月、日、凭证号、笔号和附件数等信息组合成的字段。
id 字段的内容其实是可以从“凭证 id”字段中获取的，但是凭证 id 字段包含的信息更加复杂，因此要获取
某些信息的时候不是非常方便，id 字段实质上就是一个辅助列。这种设计方式在使用数据库为后台的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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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常用的，但是使用 Excel 做开发的时候会经常使用这种技巧。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选择“控件”组下的“表单控件”中的“按钮”控件，在如图
2.44 所示的位置添加一个命令按钮，将按钮上的标题更改为“凭证审核”。
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选择“控件”组下的“表单控件”中的“按钮”控件，在如图
2.44 所示的位置添加一个命令按钮，将按钮上的标题更改为“打印凭证”，完成表单控
件的设计。
选中 F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ROUNDUP(COUNTIF(pzk[id],$C$2&"-"&$D$2&""&$E$2&"-*")/4,0)”，按回车键确认，完成凭证显示总页数的设置。

要知道某一凭证号有多少笔记录，可以通过统计 id 字段前 3 部分（也就是年、月、凭证号的信息）来
获得。比如某一个凭证号的 id 总是可以表示为类似于“2018-1-1-*”这种格式，*表示任意一个笔号，相当
于通配符。
COUNTIF 函数是支持通配符的，因此通过 COUNTIF 函数能够统计指定年、月和凭证号的记录笔数。
知道指定的凭证号后，还需要知道最多可以分成多少页显示，某个凭证号记录的笔数除以 4 的余数不为
0，就必须增加一页进行显示。
ROUNDUP 函数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该函数的作用是向上舍入数字。与常见的四舍五入函数不同，
只要是在保留位数后面出现了不是 0 的数，该数就必须进一，如 2.1 保留 0 位小数的结果就是 3。当总笔数
除以 4 包含小数时，无论这个小数的值为多少，都一定要分页。

单击 A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C$2 & "-" & $D$2 & "-" &$E$2 &"-" &(ROW()7)+($G$2-1)*4”，完成第 1 行 id 的设定。

在本页面中，id 字段的构成也是“年-月-凭证号-笔号”。在公式中，(ROW()-7)+($G$2-1)*4 表示的是某
一页某一行代表的笔号，这两者组合起来表示的就是“凭证库”工作表中的 id 字段内容。A9、A10 和 A11
单元格中的含义也一样。

将 A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A9：A11 单元格区域内，完成 id 的设定。
选中 C5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E2”，完成凭证号的设置。
选 中 E5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 =LEFT(VLOOKUP(C2&"-"&D2&"-"&E2&"1",pzk,2,FALSE),10)”，完成日期的设置。

日期由年、月、日 3 部分构成，这些信息可以从“凭证 id”字段前 10 位数据中获得。在条件区域中，
每个凭证号的输入日期都是一样的，因此只要知道指定年、月、凭证号的第一笔记录就可以找到对应的 id
字段的值，C2&"-"&D2&"-"&E2&"-1"就是计算这样的内容。
通过 VLOOKUP 函数从凭证库中找到 id 字段的值后，就可以通过 LEFT 计算其左侧 10 位的值。

选 中 G5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 =VLOOKUP(C2&"-"&D2&"-"&E2&"-1",pzk,16,
FALSE)”，完成附件数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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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凭证号对应的附件数总是固定的。C2&"-"&D2&"-"&E2&"-1"是指定年月某凭证号第 1 笔记录的
“凭证 id”值，根据该 id 值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附件数。

选中 B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A8,pzk,3,FALSE),"")”，完
成摘要的提取。

一个凭证号对应的摘要一般来说并不一定都相同，解决的方式是根据 A8 单元格所显示的 id 字段的值到
pzk 表对象中查找指定记录的摘要内容。
但是并不是所有计算给出的 id 号都会有对应的记录。原因在于，已经为 A8:A11 单元格设置了公式，假
定某笔业务只有 3 行记录，那么 A11 单元格依旧会显示一个 id 号，只是这个 id 号是计算得来的，根据该 id
号无法从凭证库中提取到任何信息，为此就需要使用 IFERROR 函数来忽略可能产生的错误。

选中 B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B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B11 单元格中，完成摘要信息的
提取。
选中 C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A8,pzk,4,FALSE),"")”，完
成科目代码的设置。
选中 C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C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C11 单元格中，完成科目代码信息的提取。
选中 D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A8,pzk,5,FALSE),"")”，完
成总账科目内容的提取。
选中 D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D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D11 单元格中，完成总账科目内容的
提取。
选中 E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A8,pzk,6,FALSE),"")”，完
成明细科目的提取。
选中 E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E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E11 单元格中，完成明细科目内容的
提取。
选中 F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A8,pzk,8,FALSE),0)”，完成
借方金额的提取。
选中 F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F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F11 单元格中，完成借方金额的
提取。
选中 G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ERROR(VLOOKUP(A8,pzk,9,FALSE),0)”，完
成贷方金额的提取。
选中 G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G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G11 单元格中，完成贷方金额的
提取。
选中 H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COUNTIFS(pzk[id],A8,pzk[审核],"已审核")=1,"
√","")”，完成审核信息的提取。

COUNTIFS 函数的作用是统计凭证库的 id 字段的值为 A8 单元格的值并且凭证库审核内容为“已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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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用“√”来表示。

选中 H8 单元格向下拖曳，将 H8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H11 单元格中，完成审核标志的
设置。
选中 F1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F$2=$G$2,SUMIF(pzk[id],$C$2&"-"&$D$2&""&$E$2&"-*",pzk[借金额]),"")”，完成凭证借方合计的计算。

由于一个凭证号可能有多笔凭证，因此就会存在凭证分页的问题。只有当凭证显示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
会进行借方合计的计算。$F$2=$G$2 的意思是如果 F2 单元格的值和 G2 单元格的值相等，就表示当前页和
总页数相等，这就意味着当前显示的页面是该号凭证的最后一页。
使用 SUMIF 函数可以对指定的年月和凭证号记录进行求和计算。

选中 G1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F$2=$G$2,SUMIF(pzk[id],$C$2&"-"&$D$2&""&$E$2&"-*",pzk[贷金额]),"")”，完成凭证贷方合计的计算。

3．设置条件格式
审核或者打印凭证的时候会有两个显而易见的错误需要处理，一个错误是当前页号超过了最
大的总页数，另一个错误是合计的借方金额与贷方金额不相等。处理这些错误的方式是对这些简
单的错误使用明显的样式标示出来，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
选中 F2:G2 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执行“样式”组中“条件格式”下的“新建
规则”命令，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使用公式确定要设置格式的单元格”命令，打开如图
2.45 所示的“新建格式规则”对话框，在“为符合此公式的值设置格式”中设定公式为
“=$G$2>$F$2”。

图 2.45

创建格式规则

单击图 2.45 中的“格式”按钮，选择“填充”选项卡，选择红色作为填充色，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 F2:G2 条件样式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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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单击数值调节按钮的时候，Excel 并不能够主动制止用户选择一个超出最大页数的数值当作当前的
页数，用户可以做的是利用条件规则适时地给出提示。比如当总页数为 1 的时候，如果当前的页数输入了大
于 1 的数值，则会在该区域显示红色以示提醒，如图 2.46 所示。

图 2.46

超出最大页数的提醒

选中 F12:G12 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执行“样式”组中“条件格式”下的“新
建规则”命令，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使用公式确定要设置格式的单元格”命令，打开
“新建格式规则”对话框，在“为符合此公式的值设置格式”中设定公式为
“=$G$12<>$F$12”。
单击对话框中的“格式”按钮，选择“填充”选项卡，选择红色作为填充色，单击“确定”
按钮，完成 F12:G12 条件样式的设置。

如果借贷方不平衡，就会以红色凸显出来。

4．审核凭证
审核凭证发生在审核人员查看凭证之后，当用户通过上述步骤调出指定的凭证后，如果确认
审核无误，就可以为凭证库中的审核字段添加审核标记。进行审核操作需要使用录制宏的方式来
解决，具体的操作过程如下：
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录制新宏”对话
框，将宏名称更改为“凭证审核”，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选中“凭证库”工作表，选中“数据”选项卡中“排序和筛选”组内的“高级”命令，打开
“高级筛选”对话框，在列表区域输入“pzk[#全部]”，单击条件区域后的折叠按钮，选中
“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中的 C1~E2 单元格区域，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高级筛选的操
作。
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G 键，打开如图 2.47 所示的“定位”对话框，在“引用位置”中输入
“=pzk[[#数据],[审核]]”，单击“确定”按钮，定位到指定的位置。
输入“已审核”，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 和回车键，将选中的单元格区域都填充同样的内容。
选中 A1 单元格，选中“数据”选项卡，执行“排序和筛选”组下的“清除”命令，再次选
中“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回到原先的界面。
选中“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单击在“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的“停止录
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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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定位”对话框

在“凭证审核”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凭证审
核”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当通过上述设置后，只要单击指定的“审核”按钮，即可“审核”指定的凭证。具体的操作
过程如下：
在 C2 单元格中输入 2018，在 D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在 E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在 G2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如图 2.48 所示，完成审核条件的设置。

图 2.48

设置审核条件

单击“凭证审核”按钮，完成凭证审核操作。审核后，在审核一栏，凡是已经被审核的记录
都出现了审核标志“√”，如图 2.49 所示。

图 2.49

审核凭证第 1 页

单击 G2 中的数值调节按钮，将当前页数从 1 更改为 2，就可以看到调出的最后一笔记录已
经被审核了，如图 2.5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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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审核第 2 页

凭证审核是针对某凭证号进行的，不论该凭证号有多少笔记录，都会一次性添加上审核标志。

单击 E2 单元格内的数值调节按钮，将凭证号更改为 2 号，完成凭证号的设置。
单击“凭证审核”按钮，完成凭证审核操作。审核后，在审核一栏，凡是已经被审核的记录
都出现了审核标志“√”，如图 2.51 所示。

图 2.51

审核 1 月第 2 号凭证

5．打印凭证
对于已经添加审核标志的凭证可以通过打印输出保存装订。打印凭证实际上就是指定一个打
印区域，单击打印按钮就执行打印操作，只需要对该操作录制一个宏并指定给一个按钮，今后只
需要单击该按钮即可完成打印，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在“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中选中 B4 单元格，按住 Shift 键不放，再次选中 H13 单元
格，完成打印区域的选择。

67

Excel 在会计和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第 4 版）
选中“页面布局”选项卡，执行“页面设置”组中“打印区域”下的“设置打印区域”命
令，完成打印区域的设定。
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录制新宏”对话
框，将宏名称更改为“打印凭证”，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单击“文件”按钮，执行“打印”菜单下的“快速打印”命令，完成打印操作。
单击在“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停止录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凭证审核”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打印凭
证”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用户正确设置了打印机后，只需要单击“打印凭证”按钮即可将屏幕中的记账凭证内容打印
出来。以 1 月第 2 号凭证为例，最终打印出来的凭证如图 2.52 所示。

图 2.52

最终打印的凭证

6．公式保护
一张到处都是公式的工作表是非常脆弱的，操作人员的任何疏忽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需要对包含有公式的单元格进行单元格保护操作，这个过程被称为工作表
保护。当工作表处于被保护状态的时候，那些预先被锁定的单元格是无法被更改内容的，但是公
式计算的结果能够正常显示。
保护工作表通常要经过如下几个步骤：
● 全选工作表，将所有单元格都设置为未“锁定”状态。
● 选中要保护的单元格，将这些单元格设置为“锁定”状态。
● 为工作表设置保护密码。
保护“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打开“凭证审核和打印”工作表，单击工作表行号和列标交叉处，或者按 Ctrl+A 键，完成
对工作表的全选。
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单击“保护”标
签，将“锁定”前的勾选去除，单击“确定”按钮，如图 2.53 所示，解除对所有单元格的锁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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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锁定

按住 Ctrl 键的同时，选中工作表中所有使用公式的单元格，完成对需要保护单元格的选择。
在选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上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
对话框，单击“保护”标签，将“锁定”勾选，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对单元格的锁定。
单击“开始”选项卡，选择“单元格”组内的“格式”，执行“保护”下的“保护工作表”
命令，打开“保护工作表”对话框，如图 2.54 所示。输入解除保护的密码，例如输入
“1234”，程序以“*”号显示密码，单击“确定”按钮，打开“确认密码”对话框，再次输
入“1234”，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对工作表的保护设定。

图 2.54

“保护工作表”对话框

保护工作表也可以单击“审阅”选项卡，执行“更改”组内的“保护工作表”命令。
保护工作表生效后，对于已经设置为“锁定”的单元格不再允许进行编辑，但是可以正常显示公式计算
的结果。对于使用数值调节按钮调节数据的单元格，视同键盘输入数据，因此凡是数值调节按钮链接到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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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格都不应该被锁定。一旦改变被保护单元格，都会收到如图 2.55 所示的消息框，提示单元格处于受保
护状态。

图 2.55

保护单元格消息框

有的时候被保护的单元格需要重新进行编辑，此时就要先撤销工作表保护，再进行编辑。撤销工作表保
护的方法如下：
单击“开始”选项卡，选择“单元格”组内的“格式”，执行“保护”下的“撤销工作表保护”命令，
打开“撤销工作表保护”对话框，如图 2.56 所示，输入上一步的密码“1234”，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撤
销保护工作表。这样就可以继续编辑工作表了。

图 2.56

“撤销工作表保护”对话框

习题
将已经创建完毕的 1 月的凭证按照凭证号逐张查看后审核通过，并标记上审核标志，最终将
凭证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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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库就相当于整个账务处理系统的数据中心，它为账簿和报表提供了所需的数据。从
Excel 应用的角度来看，账簿和报表只是用不同的分析角度来看待凭证库数据。本章介绍了如何创
建科目汇总表、科目余额表、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以及导航页面的设计等内容。

实验 3-1

科目汇总表

实验原理
科目汇总表的作用是定期对全部记账凭证进行汇总，按各个会计科目列出其借方发生额和贷
方发生额的一种汇总凭证。根据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理，每一张记账凭证都必须符合“有借必有
贷，借贷必相等”的原则，每个月产生的科目汇总表中各个会计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合计与贷方发
生额合计必然相等。因此，科目汇总表具有试算平衡的作用。
科目汇总表适用于业务量较大的单位。在手工记账的条件下，科目汇总表还为总分类账提供
了数据作为登记的依据，但是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由于科目汇总表无法反映科目的对应关系，
不便于经济业务核查，因此在电算化软件的设计中会计凭证应该来自于最明细的原始单据。因
此，不能够依据科目汇总表来登记入账，其作用仅限于试算平衡。
使用 Excel 进行科目汇总表的设计，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会计科目从何而来？会计科目不能在工作表中预先设立并固定不变。原因是科目汇总表
中预先设立的会计科目都是基本的会计科目而不是全部的科目，实际输入凭证的过程中有部分会
计科目在指定的月份中并未使用，而有部分会计科目是在实际工作中后续添加的，如何反映这部
分会计科目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二是金额从何而来？既然是会计电算化软件，就应当具有实时查看数据的功能，如何实时刷
新数据是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Excel 中有一个 Microsoft Query 组件，该组件的作用相当于数据库的查询分析器，能够通过
该组件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并显示到工作表中。虽然 Excel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库，但是
Microsoft Query 组件依旧能够从指定的工作簿（包括当前正在使用的工作簿）中提取数据。如果
把“科目汇总表”工作表当作数据表看待，就可以解决会计科目的来源问题，如果把“凭证库”
工作表当数据表来看，就可以解决金额来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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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熟悉科目汇总表的结构和 Microsoft Query 提取数据的方法。
（二）实验要求
了解 Microsoft Query 的使用方法。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科目汇总表包括的内容：
（1）日期信息。
（2）科目代码。
（3）科目名称。
（4）指定月借方发生额。
（5）指定月贷方发生额。

实验操作指导
1．科目汇总表界面
科目汇总表的界面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表头，创建科目汇总表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在“账务处理.xlsm”中新建一张工作表，将其重命名为“科目汇总表”。
选中 A1:D1 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执行“对齐方式”组中的“合并后居中”命
令，将指定的内容合并居中，然后在 A1 单元格中输入“=B2&"年"&D2&"月科目汇总表
"”，完成表头标题的设置。
从 A2 单元格开始输入如图 3.1 所示的内容，完成科目汇总表界面的设置。

图 3.1

科目汇总表结构

2．科目汇总表数据
凭证库中包含会计科目名称和借贷方指定月份的发生额等信息内容。科目汇总表的数据来源
于凭证库工作表，从凭证库工作表中提取数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A4 单元格，选中“数据”选项卡，在“获取外部数据”组中，执行“自其他来源”中
的“来自 Microsoft Query”命令，打开如图 3.2 所示的“选择数据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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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数据源

选择数据源就相当于指定一个数据库类型。

在如图 3.2 所示的“选择数据源”对话框中，选择数据库类型为“Excel Files*”，单击“确
定”按钮，打开如图 3.3 所示的“选择工作簿”对话框。

图 3.3

选择工作簿对话框

选择工作簿就相当于选择数据库文件的位置。

在驱动器中选择 D 盘，在目录中选择“data 正文”，数据库的名称就指定为“账务处
理.xlsm”，单击“确定”按钮，打开如图 3.4 所示的“查询向导-选择列”对话框，单击
“可用的表和列”中“凭证库”前的“+”号，展开该表所包含的列，选中要显示的列为科目
代码、总账科目、借金额和贷金额。

图 3.4

选择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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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列就是科目汇总表中要显示的列字段名称。

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要显示的列的选择，进入“查询向导-筛选数据”对话框，如图
3.5 所示。

图 3.5

查询向导-筛选数据

单击“下一步”按钮，跳过筛选的过程，打开如图 3.6 所示的“查询向导-排序顺序”对话
框，在该步骤中不需要设置任何内容。

图 3.6

查询向导-排序顺序

这一步指明了最后的查询结果会按照科目代码的升序进行排列。

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如图 3.7 所示的“查询向导-完成”对话框，在“请确定下一步的
动作”中，选中“在 Microsoft Query 中查看数据或编辑查询”，单击“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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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向导-完成

这一步是选择获得的查询结果是直接显示到工作表中还是通过 Microsoft Query 组件进一步处理后
再显示。

完成查询向导的操作，进入 Microsoft Query 窗口，如图 3.8 所示。

图 3.8 Microsoft Query 窗口

在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选中“科目代码”列中任意一个数据，执行“记录”菜单下的
“编辑列”命令，打开如图 3.9 所示的“编辑列”对话框，将“字段”下的内容更改为
“Left(科目代码,4)”，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列的设置。
在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选中“借金额”列中任意一个数据，执行“记录”菜单下的“编
辑列”命令，打开如图 3.10 所示的“编辑列”对话框，在“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借金
额”，在“总计”下拉列表中选择“求和”，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借金额字段的
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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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编辑列

图 3.10

编辑借金额字段

在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选中“贷金额”列中任意一个数据，执行“记录”菜单下的“编
辑列”命令，打开如图 3.11 所示的“编辑列”对话框，在“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贷金
额”，在“总计”下拉列表中选择“求和”，单击“确定”按钮，完成贷金额字段的
求和。

图 3.11

编辑贷金额字段

在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执行“条件”菜单下的“添加条件”命令，打开如图 3.12 所示
的“添加条件”对话框，保持“总计”下拉列表为空，选择“字段”为“年”，“运算符”
设置为“等于”，“指定值”设置为“[nian]”，单击“添加”按钮，完成年份条件的设
置。保持“总计”下拉列表内为空，选择“字段”为“月”，“运算符”设置为“等于”，
“指定值”设置为“[yue]”，单击“添加”按钮，完成月份条件设置。

图 3.12

添加条件

指定值设置为“[nian]”的含义是要指定的年字段的值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名为 nian 的变量
（也称为参数），该参数的值是可变的，可以将该参数链接到一个单元格中，若单元格的值发生变化，则意
味着查询参数的值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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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置第 2 个条件的时候，要指定两个条件之间的关系是“与”的关系，也就是最终显示的数据是两个
条件同时成立时的结果。
在单击“添加条件”对话框中的“添加”按钮后，会打开如图 3.13 所示的“输入参数值”对话框，由于
暂时并不指定值的大小，因此直接单击该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完成参数值的设定。单击“添加条件”
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关闭“添加条件”对话框，完成条件的设定。

图 3.13

输入参数值

由于没有指定值，因此 Microsoft Query 中显示的内容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指定参数值后的显示结果

执行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文件”菜单下的“将数据返回 Microsoft Excel”，打开如图
3.15 所示的“导入数据”对话框，将数据放置的位置设置为“科目汇总表”的 A4 单元格，
完成数据导入起始位置的设定。

图 3.15

导入数据的起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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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导入数据”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打开如图 3.16 所示的“输入参数值”对话框，
单击“nian”下的文本框后的折叠按钮

，单击工作表中的 B2 单元格，并且勾选“在以后

的刷新中使用该值或该引用”和“当单元格值更改时自动刷新”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年份参数的设置。单击“yue”下的文本框后的折叠按钮

，单击工作表中的 D2 单元

格，并且勾选“在以后的刷新中使用该值或该引用”和“当单元格值更改时自动刷新”复选
框。

图 3.16

指定参数值

Microsoft Query 中指定了年份和月份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的具体值是由科目汇总表中 B2 和 D2 两个
单元格提供的。当这两个单元格的值发生改变后，查询到的结果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起到实时刷新
的作用。

选中 A4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选择
“表样式”组中的第一种样式“无”，勾选“表
样式选项”组中的“汇总行”项，添加一个汇总
行，并将借金额和贷金额的汇总方式都设置为
“求和”。
选中 A3:D19 单元格区域，设置指定的单元格区
域包含边框线。
选中 C5:D19 单元格区域，右击，执行“设置单
元格格式”命令，选择“数值类型”为“会计专
用”，不显示“货币符号”类型。
选中 A4 单元格，选择“设计”选项卡，执行
“外部表数据”组中的“属性”命令，打开如图
3.17 所示的“外部数据属性”对话框，保证“调
整列宽”复选框不被选中，单击“确定”按钮，

图 3.17

外部数据属性

完成格式和布局的设置。

不调整列宽的含义是今后如果修改了月份的信息，那么表对象不会自动调整列宽来适应显示内容。

选中第 4 行，右击，指定“隐藏”命令，隐藏表对象的标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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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步骤就完成了科目汇总表的所有设计，设计完成后的科目汇总表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1 月份科目汇总表

当汇总行的“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两个数据一致的时候，说明所有的凭证借贷方
金额没有发生输入错误，从而达到试算平衡。当要查看其他月份的时候，只要修改 D2 单元格的
值即可。比如当月份修改为 2 的时候，由于 2 月份并没有输入凭证，因此显示的结果如图 3.19 所
示。

图 3.19

2 月份的科目汇总表

习题
根据第 2 章公司发生的业务，编制公司 1 月份的科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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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2

科目余额表

实验原理
科目余额表是本期所有会计科目的发生额和余额的表格，它反映了某一会计期间相关会计科
目的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
与科目汇总表类似，科目余额表反映的是各个科目的余额，但是各个月份的会计科目并不是
固定的，部分明细科目会随着企业业务的发展而逐渐加入其中。因此，直接使用公式引用科目代
码表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上一个实验已经介绍了一种导入变动数据的方法，那就是利用
Microsoft Query 组件。
用户通过 Microsoft Query 组件将“科目代码表”中的科目导入工作表后，只需要单击刷新，则
不论什么样的会计科目总能够出现在工作表中，并且这些数据是和科目代码表中的数据完全一致的。
同样，科目余额表也会遇到余额的处理问题。科目余额表中涉及的科目余额计算包括期初余
额、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本实验中，企业从年初开始建账，因此期初余额就是年初数，本期
发生额是指定期限中的累计借方和累计贷方的发生额，期末余额则是根据期初余额和本期发生额
计算的结果。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掌握科目余额表的结构和 Microsoft Query 提取数据的方法。
（二）实验要求
了解 Microsoft Query 的用法。

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科目余额表需要实现的功能包括：
（1）期初各个会计科目的借方和贷方余额。
（2）当期各会计科目的借方和贷方发生额。
（3）计算本期期末各个会计科目的借方和贷方余额。

实验操作指导
1．科目余额表界面
新建工作表，将工作表重命名为“科目余额表”。
选中 E1:G1 单元格区域，执行“开始”选项卡“对齐方式”组中的“合并后居中”命令，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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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字体为“仿宋_GB2312”，字号为 24，并设置双下画线，完成字体字号的设置。
选中 E1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B2 & "年" & G2 & "月科目余额表"”，完成科目余
额表标题的设置。
从第 2 行开始输入如图 3.20 所示的科目余额表中的各项。

图 3.20

科目余额表表头部分

2．导入科目代码
引用科目代码的操作过程如下：
选中“数据”选项卡，在“获取外部数据”组中，执行“自其他来源”中的“来自 Microsoft
Query”命令，打开“选择数据源”对话框。
在“选择数据源”对话框中，选择“数据库类型”为“Excel Files*”，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如图 3.21 所示的“选择工作簿”对话框。

图 3.21

选择工作簿对话框

选择工作簿所在的文件路径，单击“确定”按钮，打开如图 3.22 所示的“查询向导-选择
列”对话框，单击“科目代码表”前的“+”号，展开该表所包含的字段，选中要显示的列
为科目代码、科目名称、性质和年初数。

图 3.22

选择要显示的列

81

Excel 在会计和财务管理中的应用（第 4 版）
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要显示的列的选择，进入“查询向导-筛选数据”对话框，单击
“下一步”按钮，跳过筛选的过程，打开“查询向导-排序顺序”对话框，在该步骤中不需要
设置任何内容。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查询向导-完成”对话框，在“请确定下一步
的动作”选择中，选中“在 Microsoft Query 中查看数据或编辑查询”，单击“完成”按钮，
完成查询向导的操作，进入 Microsoft Query 界面。
在“Microsoft Query”窗口中，执行“条件”菜单下的“添加条件”命令，打开如图 3.23 所
示的“添加条件”对话框，选择“字段”为“是否明细”，“指定值”为“y”，单击“添
加”按钮，完成条件设置，单击“关闭”按钮。

图 3.23

添加条件

只有明细科目才会有期初数和余额信息。虽然在前述步骤中选择要显示的字段只有科目代码、科目名
称、性质和年初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字段就无法使用，在本步骤就为“是否明细”字段添加了约束性
的条件，只显示值为“y”的记录。

执行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文件菜单下的“将数据返回 Microsoft Excel”中，打开如图 3.24
所示的“导入数据”对话框，将“数据的放置位置”设置为“科目余额表”的 A5 单元格，
完成数据导入的操作。

图 3.24

设定导入数据的起始位置

选中 A5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在“表样式”组中选择一种样式。选中 D5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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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右击，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执行“插入”下的“在右侧插入表列”命令，插入一个新
列。使用同样的操作方法插入其他 5 列，完成表主体结构的设置。
选中 A5 单元格，打开“数据”选项卡，执行“排序和筛选”组内的“筛选”命令，退出筛
选状态。
选中 A5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将“属性”组内的表名称更改为“kmye”，完成表
名称的设置。最终完成的结果如图 3.25 所示。

图 3.25

完成后的科目余额表结构

3．科目余额
科目余额是通过计算获得的，需要计算的内容包括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和贷方发生额以及期
末余额。科目余额表完成后，当 G2 单元格中月份信息发生变动的时候，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和
贷方发生额以及期末余额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计算科目余额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选 中 E6 单 元 格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 =IF([@ 性 质 ]=1,[@ 性 质 ]*[@ 年 初
数]+(SUMIFS(pzk[借金额],pzk[科目代码],[@科目代码],pzk[月],"<"&$G$2)-SUMIFS(pzk[贷金
额],pzk[科目代码],[@科目代码],pzk[月],"<"&$G$2)),0)”，完成期初余额的计算。

公式的含义是如果性质字段的值为 1（也就是余额产生的方向为借方余额），那么这种类型的会计科目
期初余额的计算方法就是年初数加上凭证库中该会计科目指定月份前的借方发生额总和减去该科目指定月份
前贷方发生额总和。如果性质字段的值为-1，则用 0 来表示。
由于暂时只有 1 月份的数据，因此 1 月份的期初数和年初数是相等的。
“[@性质]”这种表示方式表示表对象中当前行“性质”字段的值。

选中 F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kmye[[#此行],[性质]]=-1,ABS(kmye[[#此行],[性
质]]*kmye[[# 此行],[年初数]]+(SUMIFS(pzk[贷金额],pzk[科目代码],kmye[[#此行],[科目代
码 ]],pzk[ 月 ],"<"&$G$2)-SUMIFS(pzk[ 借 金 额 ],pzk[ 科 目 代 码 ],kmye[[# 此 行 ],[ 科 目 代
码]],pzk[月],"<"&$G$2))),0)”，完成期初贷方余额的计算。

公式的含义是如果某个会计科目的余额产生方向为贷方，那么其期初贷方余额的计算方法就是年初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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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上月末为止的贷方发生额减去到上月末为止的借方发生额。

选中 G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IFS(pzk[借金额],pzk[科目代码],[@科目代
码],pzk[月],$G$2)”，完成本月借方发生额的计算。

SUMIFS 函数可以针对多个条件进行求和，本公式设定的条件只有两个：
条件 1：凭证库中“科目代码”字段的值和当前表对象中本行的“科目代码”字段的值相等。
条件 2：指定的月份和 G2 单元格所规定的值相等。

选中 H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IFS(pzk[贷金额],pzk[科目代码],[@科目代
码],pzk[月],$G$2)”，完成本月贷方发生额的计算。
选中 I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性质]=1,[@列 1]+[@列 3]-[@列 4],0)”，完成
借方余额的计算。

如果性质字段的值为 1，则表示余额产生的方向是借方余额，该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就等于期初数加上本
期借方发生额减去本期贷方发生额。
如果性质字段的值为-1，则用 0 来表示。

选中 J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性质]=-1,[@列 2]+[@列 4]-[@列 3],0)”，完
成贷方余额的计算。

如果性质字段的值为-1，则表示余额产生的方向是贷方余额，该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就等于贷方期初数加
上本期贷方发生额减去本期借方发生额。

选中 C6:J79 单元格区域，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选择数值类型为“会计专
用”，不显示货币符号类型。
选中“科目余额表”的 A5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执行“表格样式选项”组内的
“汇总行”命令，如图 3.26 所示，完成添加“汇总行”的命令。

图 3.26

添加汇总行

在“汇总”行中，选中列 5 所在的列，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汇总方式为“求和”，如图 3.27 所
示，完成汇总期末借方余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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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方法，将汇总行中列 1、列 2、列 3 和列 4 字段所在的列汇总方式设定为“求
和”。
在“汇总”行中，选中年初数所在的列，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性质]*[年初数])”，
同时按 Shift+Ctrl 和回车键，完成数组公式的输入。

根据借贷记账法的原理，某个时点所有科目的借贷方余额都必定相等。添加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年
初数是否正确，如果最终计算的结果为 0，表示期初数是正确的。
由于 Excel 本身计算精度的问题，显示给用户的最终结果不一定恰好为 0，可能是一个非常接近 0 的很
小的数字，比如会显示为类似于 9.1E-10 样式的数值。如果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只需要设置其数值类型为会
计专用就会显示为 0.00。

选中第 5 行，也就是字段名称所在的行，右击，执行“隐藏”命令，隐藏该行。
选中 C 列和 D 列，右击，执行“隐藏”命令，隐藏指定的列。
选中 A6 单元格，选择“设计”选项卡，执行“外部表数据”组内的“属性”命令，打开
“外部数据属性”对话框，如图 3.28 所示。在“数据格式和布局”下不要选中“调整列宽”
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外部数据属性的设置。

图 3.28

外部数据属性

通过上述方式，最终形成的科目余额表如图 3.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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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包含汇总行的科目余额表

4．获取最新数据
会计科目并非是在设计科目代码表的时候一次性设置完毕的，用户可根据业务的需要设置新
的会计科目，于是科目代码表中的会计科目和科目余额表中的会计科目在某个时候会有不一致的
情况。用户在凭证库中导入数据后，这些数据不会马上就在科目余额表中体现出来，为了获得最
新的数据，这时就需要设置一个刷新机制。只要用户查询科目余额表的时候单击一下刷新按钮，
就能自动获得新增加的科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科目余额表”，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控件”组中的“表单控件”，选择
“按钮控件”，在 J1 单元格内拖出一个命令按钮，将命令按钮内的文字更改为“刷新”，如
图 3.30 所示，完成命令按钮的放置。

图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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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录制宏”对话框，
将宏名称更改为“刷新科目”，如图 3.31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图 3.31

刷新科目

选中 A6 单元格，右击，执行“刷新”命令。单击“开发工具”选项卡的“代码组”内的
“停止录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刷新数据”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刷新科
目”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指定宏的设置。
假设在“科目代码表”中添加 1 个科目代码为 122103 的其他应收款的子科目，在科目代码
表中添加完成后的情况如图 3.32 所示。

图 3.32

科目代码表中添加会计科目

选择“科目余额表”，单击“刷新”按钮，完成数据的刷新操作。刷新后的科目余额表如图
3.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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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导入了新的科目

从图 3.33 可以看出，只需要单击刷新操作，科目代码表中的科目代码就会同步到科目余额表
中，从而保证两个表之间的科目一致性。

习题
根据公司发生的业务，编制公司 1 月份的科目余额表。

实验 3-3

编制总分类账

实验原理
总分类账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总账，它是根据总分类科目开设账户，用来登记全部经济业
务，进行总分类核算，提供总括核算资料的分类账簿。总分类账提供了编制会计报表的主要依
据，是所有单位都必须设立的账簿。总分类账全面且总括地反映了业务单位的财务收支和经济活
动情况。
总分类账的结构本身并不复杂，使用 Excel 进行设计的时候，只需要更改日期信息和会计科
目，就能够得到期初余额、当期的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以及期末余额，但是并不反映具体的
业务信息。
日期信息是由用户手工更改的，会计科目信息可以通过数据验证的方式交由用户选择而不是
直接输入从而避免错误，对于各种余额和发生额则都是通过函数从凭证库中提取的。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掌握总分类账的结构。
（二）实验要求
了解数据验证的方法和带条件的计算求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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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要求根据已经完成的科目余额表中的期初数和凭证库中的凭证数据编制总分类账。

实验操作指导
1．总分类账界面
总分类账中要更改的信息包括年份信息、月份信息和科目代码信息。总分类账界面的设计过
程如下：
新建一张工作表，将工作表名称更改为“总分类账”，选中 D1~E1 单元格，将该单元格区
域合并并居中，设置“字号”为 24 号，“字体”为“仿宋_GB2312”，在 D1 单元格内输入
“总分类账”，完成总分类账标题的设置。
从 A2 单元格开始输入如图 3.34 所示的表格内容。

图 3.34

总分类账表格

选中 C3 单元格，选中“数据”选项卡，单击“数据工具”组中的“数据验证”按钮，打开
如图 3.35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在“允许”下拉列表中选择“序列”，在“来源”下
的文本框内输入“=dm”，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据验证设置。

图 3.35

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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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指的是科目代码表中“科目代码”列中的值，是用户自定义的名称。使用数据验证的时候，来源不
能够直接引用某个列表中的列，比如直接指定来源为“=kmdm[科目代码]”就会产生一个错误。
解决的办法是为指定的单元格区域定义一个名称。方法是选中“公式”选项卡，执行“定义的名称”组
内的“定义名称”命令，打开如图 3.36 所示的“新建名称”对话框，在名称后的文本框内输入“科目代
码”，在引用位置下的文本框内输入“=kmdm[科目代码]”，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名称的设置。

图 3.36

新建名称

选中 F3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LEN(C3)=4,VLOOKUP($C$3,kmdm,2,FALSE),
(VLOOKUP(LEFT($C$3,4)+0,kmdm,2,FALSE)) & "-" & VLOOKUP($C$3,kmdm,2,FALSE))”，完
成会计科目名称的设置。

科目代码总是对应着一个科目名称，科目名称的显示方式和科目代码的级别有关，如果是一级科目，科
目长度为 4，上述公式中的“VLOOKUP($C$3,kmdm,2,FALSE)”就会把公式中的总账科目名称显示出来。
如果是二级科目，显示的时候就同时将其总账科目和明细科目一并显示，比如 100201 就会显示为“银
行存款-工行”。

将年份信息设置为 2018，月份信息设置为 1，科目代码设置为 1001，最终显示的科目代码如
图 3.37 所示。

图 3.37

设置总分类账条件

2．总分类账数据
为总分类账填充数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C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科目余额表!B2”，选中 F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
输入公式“=科目余额表!G2”，选中 A4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C2&"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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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和月份信息的设置。
选中 A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F$2”，按回车键确认，然后将 A6 单元格的内容
向下拖曳到 A7 和 A8 单元格内，完成月份信息的填制。
在 B6 单元格内输入数值 1，选中 B7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DAY(DATE($C$2,
$F$2+1,0))”，计算指定月份的天数，选中 B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B7”，完成
日信息的填制。

Day 函数用来指定可以返回指定日期信息中日部分的数据，B7 单元格要显示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的信
息，但是由于每个月的长度是不同的，因此直接指定数字是不合适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其实就是下个月的第 0 天，比如 1 月 31 日在 Excel 中也可以认
为是 2 月 0 日，因此 DATE($C$2,$F$2+1,0)就是指定了下个月的第 0 日，返回结果是当月最后一天的日信
息。以此方法来依次计算指定月份的天数。

在 C6 单元格内输入“期初余额”，在 C7 单元格内输入“本月发生额”，在 C8 单元格内输
入“本月合计”，完成摘要内容的设置。
选中 D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LEN(C3)=6,SUMIFS(kmye[列 1],kmye[科目代
码],C3),SUM(IF(LEFT(kmye[科目代码],4)+0=LEFT($C$3,4)+0,kmye[列 1],0)))”，同时按键盘
上的 Ctrl+Shift+回车键，完成借金额期初数的设置。

这一步是将指定的科目从科目余额表中提取到本表中的操作。总分类账提取的一般是总账科目，但是在
本实例中实现的功能是，如果用户输入一个 6 位长度的二级科目，就将该明细科目的借方期初数提取出来；
如果用户输入一个 4 位数的科目，就提取所有科目代码左侧 4 位和指定的科目一致的那些会计科目的借方期
初数。
“SUMIFS(kmye[列 1],kmye[科目代码],C3)”表示如果科目代码长度为 6，则从科目余额表中第 1 列中直接提
取数据；如果是一个 4 位数的科目代码，则利用 sum 函数将 if 函数提取出的一组数据进行求和计算。
同时，按键盘上的 Ctrl+Shift+回车键表示将单元格中输入的公式转化为一个数组公式。

选中 E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LEN(C3)=6,SUMIFS(kmye[列 2],kmye[科目代
码],C3),SUM(IF(LEFT(kmye[科目代码],4)+0=LEFT($C$3,4)+0,kmye[列 2],0)))”，同时按键盘
上的 Ctrl+Shift+回车键，完成贷金额期初数的设置。
选中 F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SUMIF(kmdm[科目代码],$C$3,kmdm[性质])>0,"
借","贷")”，完成借贷方向的设置。
选中 G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F6="借",D6-E6,E6-D6)”，完成期初余额的设置。
选中 D7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LEN(C3)=6,SUMIFS(kmye[列 3],kmye[科目代
码],C3),SUM(IF(LEFT(kmye[科目代码],4)+0=LEFT($C$3,4)+0,kmye[列 3],0)))”，同时按键盘
上的 Ctrl+Shift+回车键，完成指定月借方发生额的设置。
选中 E7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LEN(C3)=6,SUMIFS(kmye[列 4],kmye[科目代
码],C3),SUM(IF(LEFT(kmye[科目代码],4)+0=LEFT($C$3,4)+0,kmye[列 4],0)))”，同时按键盘
上的 Ctrl+Shift+回车键，完成指定月贷方发生额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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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 G7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F$6="借",D7-E7,E7-D7)”，完成当月借方发生
额差额的计算。
选中 F7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AND($F$6="借",G7<0),"贷",IF(AND($F$6="贷
",G7<0),"借",IF(G7=0,"平",$F$6)))”，完成借贷方向的设置。
选中 D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D6:D7)”，完成本月借方合计数的计算。
选中 E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E6:E7)”，完成本月贷方合计数的计算。
选中 G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F$6="借",D8-E8,E8-D8)”，完成指定科目当月
余额的计算。
选中 F8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AND($F$6="借",G8<0),"贷",IF(AND($F$6="贷
",G8<0),"借",IF(G8=0,"平",$F$6)))”，完成指定科目余额借贷方向的设置。
当用户输入不同的科目代码的时候会显示不同的内容：
（1）输入科目代码为 1001 时，长度为 4 且为一个明细科目，显示的内容如图 3.38 所示。

图 3.38

科目代码为 1001 时显示的内容

（2）输入科目代码为 100201 时，长度为 6 且为一个明细科目，显示的内容如图 3.39 所示。

图 3.39

科目代码为 100201 时显示的内容

（3）输入科目代码为 1002 时，长度为 4 且不为一个明细科目，显示的内容如图 3.40 所示。

图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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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显示
指定科目余额产生方向为借方，但是当月发生的借方和贷方差额却出现在贷方，那么在余额
一栏内就会产生负数，这通常不符合用户查看的习惯。为此，需要将 G 列中内容的显示方式进行
修改，具体的设置方法如下：
选中 G7:G8 单元格，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打开如图 3.41 所示的“设置单
元格格式”对话框。选择“数字”选项卡，在分类中选择“自定义”，在类型中输入
“#,##0.00;#,##0.00”，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值显示方式的设定。

图 3.41

设置数值自定义显示格式

自定义类型“#,##0.00;#,##0.00”的含义是不论该数字为正数还是负数，都会用正数的形式来显示。此
时余额的正负不再是通过正负号来看，而是通过借贷方向来获得，比如科目代码设置为 1002 时，最终结果
如图 3.42 所示。

图 3.42

总是以正数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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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整张工作表，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选中“保护”选项卡，保持“锁
定”被勾选，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全部单元格的锁定操作。
选中 C3 单元格，右击，执行“设置单元格格式”命令，选中“保护”选项卡，保持“锁
定”不被勾选，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可编辑单元格的指定操作。
单击“开始”选项卡，执行“单元格”组内“格式”下的“保护工作表”命令，打开“保护
工作表”对话框，设置一个合适的密码，完成工作表的保护操作。

习题
根据公司发生的业务，编制公司 1 月份的总分类账。

实验 3-4

明细分类账

实验原理
用户从总分类账中得到的仅仅是某个会计科目在指定期间内总的发生额，但是该科目到底发
生了什么业务并不明确，这就要求使用明细分类账来显示具体的业务信息。
明细分类账是根据明细分类账户进行分类登记的账簿，是根据单位开展经济管理的需要对经
济业务的详细内容进行的核算，是对总分类账进行的补充反映。
从技术角度来说，创建明细分类账需要用户指定的信息如下。
● 会计科目：用户查询的是哪个明细分类账户的信息。
● 日期信息：用户查询的是哪个月份的信息。
● 期初余额：明细分类账期初余额信息，有了期初余额和本月发生信息，就可以计算期末
的科目余额。
会计科目是由用户指定的，月份信息可以由用户在科目余额表中指定，期初余额数据通过公
式从科目余额表中获得。具体的业务信息数据来自于“凭证库”工作表，为此需要通过 Microsoft
Query 组件创建查询来获得相关的数据。期末的余额是通过期初余额和本期借贷方发生额来获
得的。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掌握利用明细分类账的设计方法。
（二）实验要求
了解 Microsoft Query 的用法，掌握宏的录制和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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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明细分类账要实现如下几个功能：
（1）列出指定月份和科目代码的期初数。
（2）列出本期指定会计科目的发生记录，并将这些记录填到表中。
（3）计算本期期末的借方和贷方余额。

实验操作指导
1．明细分类账界面
明细分类账的界面信息包括需要指定的信息和要显示内容的表头信息，界面设计的具体操作
过程如下：
新建一张工作表，将工作表名称更改为“明细分类账”。选中 A1~H1 单元格，将该单元格
区域合并并居中，设置“字号”为 24 号，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F3&"明细分类账"”，完
成明细分类账标题的设置。
从 A2 单元格开始设置如图 3.43 所示的内容。

图 3.43

明细分类账界面

选中 C3 单元格，选中“数据”选项卡，单击“数据工具”组中的“数据验证”按钮，打开
如图 3.44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将“允许”下拉列表中选择“序列”，在“来源”下
的文本框内输入“=dm”，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数据有效性设置。

图 3.44

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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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是前述过程中设置的一个单元格区域名称，指的是“科目代码表”中“科目代码”字段中的值。

选中 F3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LEN(C3)=4,VLOOKUP($C$3,kmdm,2,FALSE),
(VLOOKUP(LEFT($C$3,4)+0,kmdm,2,FALSE)) & "-" & VLOOKUP($C$3,kmdm,2,FALSE))”，完
成会计科目名称的设置。

该公式的含义是如果科目代码的长度为 4，就直接显示科目代码的内容，如果科目代码的长度不为 4，
则表示为一个 6 位长度的代码，同时显示上级科目代码和本科目代码的内容。

选中 F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科目余额表!G2”，选中 A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
公式“=F2”，完成月份的设置。
在 B6 单元格中输入数值 1，在 D6 单元格内，摘要内容输入“期初余额”。

该行的数据读取的是上期内容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内容与科目余额表中一致，因此需要将明细分类账中
的月份信息和科目余额表中的月份信息保持一致。

选中 E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IF(kmye[科目代码],$C$3,kmye[列 1])”，完成
期初借方金额的设置。

计算指定科目指定月份的期初借方金额。

选中 F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SUMIF(kmye[科目名称],$C$3,kmye[列 2])”，完成
期初贷方金额的设置。
选中 G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SUMIF(kmdm[科目代码],$C$3,kmdm[性质])>0,"
借","贷")”，完成借贷方向的设置。

指定会计科目的借贷方设置是由科目的性质代码所决定的。

选中 H6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IF(G6="借",E6-F6,F6-E6)”，完成期初余额的
设置。

这里必须使用 IF 判断语句而不能直接使用 abs 绝对值计算函数，因为余额产生在借方的会计科目其余额
会因为各种情况出现负数，这就要求将结果明确地显示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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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入业务信息
明细分类账中显示的主体是业务内容及金额，是从凭证库中导入的，导入指定月份的业务信
息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数据”选项卡，在“获取外部数据”组中执行“自其他来源”中的“来自 Microsoft
Query”命令，打开如图 3.45 所示的“选择数据源”对话框。
在“选择数据源”对话框中选择数据库类型为“Excel Files*”，单击“确定”按钮，打开如
图 3.46 所示的“选择工作簿”对话框。

图 3.45

“选择数据源”对话框

图 3.46

选择工作簿对话框

选择本工作簿所在的路径，单击“确定”按钮，打开如图 3.47 所示的“查询向导-选择列”
对话框，单击“可用的表和列”中“凭证库”前的“+”号，展开该表所包含的列，选中要
显示的列为月、日、凭证号、摘要、借金额和贷金额。

图 3.47

选择要显示的列

单击“下一步”按钮，完成要显示的列的选择，进入“查询向导-筛选数据”对话框，直接
单击“下一步”按钮，跳过筛选的过程，打开如图 3.48 所示的“查询向导-排序顺序”对话
框，“主要关键字”设置为“凭证号”，完成排序的操作。

图 3.48

查询向导-排序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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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按钮，打开“查询向导-完成”对话
框，在“请确定下一步的动作”中，选中“在
Microsoft Query 中查看数据或编辑查询”，单击
“完成”按钮，完成查询向导的操作，进入
Microsoft Query 界面。
在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执行“条件”菜单下的
“添加条件”命令，打开如图 3.49 所示的“添加条
件”对话框，选择“字段”为“月”，“指定值”

图 3.49

为“[yue]”，完成第一个参数条件的设置。

指定月参数

指定值设置为“[yue]”的含义是仅仅查询出指定月的信息，由于月份的信息是通过 F2 单元格给定的，
因此当 F2 单元格发生变化的时候，查询的结果会同步发生变化。

单击“添加”按钮，打开如图 3.50 所示的“输入参数值”对话框，此时不需要设置任何参
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第一个参数的设置。

图 3.50

输入参数值对话框

在“添加条件”对话框中，选择“字段”为“科目代码”，“指定值”为“[kmdm]”，如图
3.51 所示，完成第二个参数条件的设置，单击“添加”按钮，打开 “输入参数值”对话
框，此时不需要设置任何参数，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第二个参数的设置。再次单击“添
加条件”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完成所有参数条件的设置。
执行 Microsoft Query 窗口中文件菜单下的“将数据返回 Microsoft Excel”，打开如图 3.52 所
示的“导入数据”对话框，将数据放置的位置设置为“明细分类账”的 A7 单元格，完成数
据导入的操作。

图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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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导入数据”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后，打开如图 3.53 所示的“输入参数值”对话
框，在“yue”下的文本框中，选择工作表中的 F2 单元格，并且勾选“在以后的刷新中使用
该值或该引用”和“当单元格值更改时自动刷新”复选框。同样，在打开的指定参数 kmdm
中指定科目代码链接的单元格为 C3 单元格，完成参数的指定操作。

图 3.53

指定参数 yue 的值

勾选的两个复选框的含义是当指定的单元格的值发生变化的时候，从凭证库工作表中导入的数据也
会随之发生变化。

选中 F7 贷金额字段所在的单元格，右击，执行“插入”下的“在右侧插入表列”命令，插
入一个新列，列名称自动设置为“列 1”。选中“列 1”所在的单元格，右击，再次执行
“插入”下的“在右侧插入表列”命令，插入一个新列，列名称为“列 2”，完成列的插入操
作。
选中 A7 单元格，选择“设计”选项卡，在“表样式”组内选择“表样式浅色 8”，完成表
样式的选择。
选择“设计”选项卡，在“属性”组内，将表名称更改为“flz”。
选中第 7 行，右击，执行隐藏命令，完成表头行的隐藏操作。操作完成后的明细分类账如图
3.54 所示。

图 3.54

明细分类账

3．添加汇总行
为了了解指定月份的借方发生额合计和贷方发生额合计数，需要为表对象添加一个汇总行，
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 A8 单元格，选中“设计”选项卡，执行“表样式选项”组内的“汇总行”命令，完成
添加“汇总行”的命令。
删除“月”字段所在列中的“汇总”字样，在汇总行中，在“摘要”字段所在的单元格内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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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文字“本月合计”。
在“汇总”行中，选中“借金额”所在的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汇总方式”为“求和”，
如图 3.55 所示，完成本月借方发生额的计算。

图 3.55

指定汇总行计算类型为求和

在“汇总”行中，选中“贷金额”所在的列，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汇总方式为“求和”，完成
本月贷方发生额的计算。
在“汇总”行中，选中“列 1”所在的列，在编辑栏中输入公式“=G6”，完成借贷方向
的设置。
在 “ 汇 总 ” 行 中 ， 选 中 “ 列 2 ” 所 在 的 列 ， 在 编 辑 栏 内 输 入 公 式 “ =IF($G$6=" 借
",$H$6+flz[[#汇总],[借金额]]-flz[[#汇总],[贷金额]],H6+flz[[#汇总],[贷金额]]-flz[[#汇总],[借金
额]])”，完成期末余额的计算。

如果余额产生的方向在借方，那么余额的计算方法是期初余额加上汇总行中借金额字段的值减去汇总行
中贷金额字段的值。
如果余额产生的方向在贷方，那么余额的计算方法是期初余额加上汇总行中贷金额字段的值减去汇总行
中借金额字段的值。

调整各列的宽度到合适的位置，选中 A7 单元格，选择“设计”选项卡，单击“外部表数
据”组内的属性按钮，打开如图 3.56 所示的“外部数据属性”对话框，保持不勾选“调整列
宽”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列宽格式的设置。

图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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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操作，最终的表样式如图 3.57 所示。

图 3.57

现金明细分类账

将 C3 单元格的科目代码更改为 100201，就会显示工行的明细分类账，如图 3.58 所示。

图 3.58

工行的明细分类账

4．获取最新数据
与总分类账类似，要保证数据显示的结果总是最新的，就需要执行刷新操作，为明细分类账
添加刷新功能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选中“明细分类账”工作表，选中“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控件”组中“插入”下的
“表单控件”，选择按钮控件，在 H2:H3 单元格内拖曳一个命令按钮，如图 3.59 所示，将命
令按钮内的文字更改为“数据刷新”，完成命令按钮的放置。
选择“开发工具”选项卡，执行“代码”组内的“录制宏”命令，打开“录制宏”对话框，
将宏名称更改为“刷新明细分类账”，单击“确定”按钮，开始录制宏。
选中 A8 单元格，单击“数据”选项卡，执行“连接”组内的“全部刷新”命令，完成数据
刷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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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9

添加数据刷新按钮

单击在“开发工具”选项卡中“代码组”内的“停止录制”命令，完成宏的录制。
在“刷新数据”按钮上右击，执行“指定宏”命令，打开“指定宏”对话框，选择“刷新明
细分类账”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为按钮指定宏的操作。

习题
根据公司发生的业务，编制公司 1 月份的明细分类账。

实验 3-5

设计导航页面

实验原理
用户为自己设计的软件添加了诸多功能后，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快速找到自己所
需的功能。在一般的软件中是通过添加菜单、导航栏或者添加链接来解决的。由于我们设计的财
务管理系统并没有采用编程的方式，因此无法自定义菜单和选项卡。用户要达到相同的目的，可
以在工作簿中添加一个导航页面，利用工作表链接的方法快速到达指定的页面。
科目汇总表、科目余额表、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都涉及指定月份的功能，而科目余额表又
都为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提供了期初的余额，这就要求上述表格的数据要保持一致性。因此，
可以在导航页面上设置月份信息，而其他表格的月份信息都和导航页面中指定的月份信息一致，
从而保证不至于因为月份不同步而发生期初余额引用数据上的错误。

实验目的与要求
（一）实验目的
掌握利用导航页面来完成在各个页面之间的跳转。
（二）实验要求
了解链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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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及数据来源
导航页面要实现的功能包括：
（1）通过导航快速到达指定的页面。
（2）科目汇总表、科目余额表、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的月份信息与导航页面的月份信息一致。

实验操作指导
1．导航页面
导航页面是通过超链接来完成的，创建该页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创建一张新的工作表，将工作表的名称更改为“首页”。
单击“文件”按钮，单击“Excel 选项”按钮，打开“Excel 选项”对话框，在对话框左侧
选择“高级”，在右侧的“此工作表的显示选项”下保持“显示行和列标题”和“显示网格
线”复选框不被选中，如图 3.60 所示，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去除网格线和行列标题的操
作。

图 3.60

不显示网格线和行列标题

选择“插入”选项卡，执行“插图”组中的“联机图片”命令，打开如图 3.61 所示的搜索窗
口，在搜索范围内输入“计算机”，按 Enter 键确认后，选择一张合适的图片，单击“插
入”按钮，完成图片的插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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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

插入图片

Office 2019 不再提供剪贴画的功能，用户可以使用必应图像搜索找到合适的图片，也可以通过插入本地
硬盘中的一张图片来完成图片插入操作。
放置图片不是必需的步骤。

将图片放置在合适的位置，拉升到合适的大小，并在图片下端输入文字“账务处理”，完成
后的结果如图 3.62 所示。

图 3.62

插入图片后的首页

2．设置导航功能
在工作表的 H8 单元格内输入“凭证处理”。
在工作表的 I8 单元格内输入“凭证录入”，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链接”组内的
“超链接”命令，打开如图 3.63 所示的“编辑超链接”对话框，左侧选择链接到的位置为
“本文档中的位置”，右侧指定文档中选择的位置为“凭证输入”工作表，单击“确定”按
钮，完成凭证输入链接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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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到指定页面

在工作表的 J8 单元格内输入“凭证编辑”，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链接”组内的
“超链接”命令，左侧选择链接到的位置为“本文档中的位置”，右侧指定文档中选择的位
置为“凭证编辑”工作表，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凭证编辑链接的指定。
在工作表的 K8 单元格内输入“审核打印”，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链接”组内的
“超链接”命令，左侧选择链接到的位置为“本文档中的位置”，右侧指定文档中选择的位
置为“凭证审核与打印”工作表，单击“确定”按钮，完成凭证审核与打印链接的指定。
在 G10 中输入“查询月份”，选中 H10 单元格，设置边框为双下画线，选中“数据”选项
卡，执行“数据”组内的“数据验证”命令，打开如图 3.64 所示的“数据验证”对话框，在
对话框的“设置”选项卡的“允许”下选择“序列”，序列的内容手工填入
“1,2,3,4,5,6,7,8,9,10,11,12”。选中“出错警告”选项卡，标题为“月份错误”，错误信息指
定为“指定的月份信息错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月份的指定。

图 3.64

设置月份

在工作表的 I10 单元格内输入“科目余额表”，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链接”组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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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链接”命令，左侧选择链接到的位置为“本文档中的位置”，右侧指定文档中选择的位
置为“科目余额表”工作表，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科目余额表链接的指定。
在工作表的 J10 单元格内输入“总分类账”，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链接”组内的
“超链接”命令，左侧选择链接到的位置为“本文档中的位置”，右侧指定文档中选择的位
置为“总分类账”工作表，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总分类账链接的指定。
在工作表的 K10 单元格内输入“明细分类账”，选中“插入”选项卡，执行“链接”组内的
“超链接”命令，左侧选择链接到的位置为“本文档中的位置”，右侧指定文档中选择的位
置为“明细分类账”工作表，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明细分类账链接的指定。
选中“科目汇总表”，选中 D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首页!H10”，完成查询月
份的指定。
选中“科目余额表”工作表，选中 G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首页!H10”，完成
查询月份的指定。
选中“总分类账”工作表，选中 F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首页!H10”，完成查询
月份的指定。
选中“明细分类账”工作表，选中 F2 单元格，在编辑栏内输入公式“=首页!H10”，完成查
询月份的指定。
创建完成后的导航页如图 3.65 所示。

图 3.65

设置完成的导航页面

习题
创建一个导航页面，通过单击链接能够快速到达凭证输入、凭证修改与删除、凭证审核与打
印页面。输入指定的月份信息能够快速生成科目余额表、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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