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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受众
LibreOffice 是一个功能丰富、免费、开源的办公套件。它包括几个功能强大的文字处理，电子表格，演
示文稿，绘图，数据库和公式编辑应用程序。文档写手（Writer）是文字处理应用程序。它兼容多种文档
格式，包括微软的 Word（.doc，.docx）格式。您可以您把的作品导出成多种格式，包括 PDF。
对任何想要快速掌握 LibreOffice 文档写手的人来说，这本书很有用。不论您是文字处理软件的新手，或
者您已经很熟悉其它办公套件，本书都会对您有所帮助。

本书的内容
本书介绍了文档写手的一些主要功能，这是 LibreOffice 的文字处理器组件，并且提供与它们相关的使用
说明。
第 1 部分：要点

1 文档写手简介
2 文本工作：基础知识
3 文本工作：高级技巧
4 文本格式设置
5 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6 页面格式设置：高级技巧
7 打印，导出，电子邮件
8 样式简介
9 使用样式
10 使用模板
第 2 部分：扩展内容

11 图像和图形
12 列表：提示和技巧
13 数据表
14 邮件合并
15 目录，索引，参考书目
16 主文档
17 字段
18 表格
19 电子表格，图表，其它对象
20 设置文档写手
21 自定义文档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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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ibreOffice 的最低要求
关于电脑配置和操作系统所需要求的详细列表，请参阅 LibreOffice 网站：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system-requirements/

如何获得 LibreOffice
适用于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的 LibreOffice 版本可以在
https://www.libreoffice.org/download 免费下载。 Linux 用户也可以在许多最新发行版中免费获得
LibreOffice。
便携式和其它版本的 LibreOffice 也罗列在下载页面上。Windows、Vanilla 和其它版本的 LibreOffice 可
能与本书中的介绍有所不同。

安装 LibreOffice
关于在各种所支持的操作系统上安装和设置 LibreOffice 的信息，请参阅：https://www.libreoffice.org/
get-help/install-howto/

设置和自定义 LibreOffice
您可以更改 LibreOffice 中的默认设置（选项）以满足您的使用偏好。若要更改设置，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选项。“帮助”和“入门指南”中的第 2 章“设置 LibreOffice”里，也介绍了相关设置。某些文
档写手用户特别感兴趣的一些设置将在本书的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中介绍。

提示
许多设置适用于高级用户和程序员。如果您不理解选项的作用，我们建议将其保留为默认
设置，除非本书中说明有建议更改某项设置。
您可以在 LibreOffice 中自定义菜单，工具栏和键盘快捷键，添加新菜单和工具栏，以及为事件分配宏。
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1 章“自定义文档写手”。

扩展和插件
您可以使用扩展和插件向 LibreOffice 添加功能。程序中安装了几个扩展，您可以从官方扩展存储库
https://extensions.libreoffice.org/ 和其他来源获取其他扩展。关于安装扩展和加载项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21 章“自定义文档写手”。

如何获得更多帮助信息
除了本书和其它 LibreOffice 用户指南，假如您熟悉计算机和基本功能，例如启动程序、打开和保存文件
之类的操作，那么您还可以使用 LibreOffice 的帮助系统和用户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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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系统
LibreOffice 自带有规模庞大的帮助系统。这是您的第一线技术支持。使用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
用户可以选择下载并安装脱机帮助，以便在未连接到互联网时使用；MacOS 用户的脱机帮助已经随程序
一起安装。
要显示帮助系统，请按 F1 或从菜单栏中选择 帮助 > LibreOffice 帮助。如果您的计算机上未安装脱机帮
助并且已连接到互联网，则默认浏览器将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上的联机帮助页面。
“帮助”菜单包含指向其他 LibreOffice 信息和支持工具的链接。

注意
只有在您的计算机连接到互联网时，才能访问此列表中标有 ‡ 符号的选项。

•

这是什么？这是在工具栏可见时的快速提示，将鼠标指针放在任何图标上就可以看到一个小框
（工具提示），其中包含图标功能的简要说明。若要查看更详细的说明，请选择菜单栏中的 帮助
> 这是什么？然后将鼠标指针放在图标上。此外，您还可以在菜单栏中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常规 里选择是否激活扩展提示。

•

用户指南 ‡ 在默认浏览器里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的文档页面
https://documentation.libreoffice.org/en/english-documentation/ 。在那里，您可以找到用户指
南（以免费 PDF 格式下载或以打印副本的形式购买）以及其它有用信息。

•

获取在线帮助 ‡ 在默认浏览器里打开 Ask LibreOffice 论坛，可参与 LibreOffice 社区的问答互助
https://ask.libreoffice.org/en/questions/ 。

•

发送反馈 ‡ 在默认浏览器里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的反馈页面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feedback/ 。在那里，您可以报告故障、提出新功能建议、并与 LibreOffice 社区中的其他
人进行通信。

•

以安全模式重新启动 在此对话框中，您可以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并将软件重置为其默认设置。

•

给 LibreOffice 捐赠 ‡ 在默认浏览器里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的捐赠款页面
https://donate.libreoffice.org/. 在那里，您可以捐款支持 LibreOffice 。

•

许可证信息 关于 LibreOffice 可用的许可证纲要。

•

检查更新 ‡ 在此对话框中，将检测 LibreOffice 网站与您的软件版本之间的更新情况。

•

关于 LibreOffice 在此对话框中，显示的是 LibreOffice 版本和您正在使用的操作系统的信息。
如果您向社区寻求有关软件的帮助或帮助，通常会要求提供此信息。 [在 macOS 上，此选项位于
菜单栏上的 LibreOffice 下。]

其他免费在线支持
LibreOffice 社区不仅开发软件，还提供基于志愿者的免费支持。请参阅表 1 和此网页：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
关于社区的全面在线支持，请查阅邮件列表和 Ask LibreOffice 网站：
https://ask.libreoffice.org/en/questions/ 。用户运行的其它网站也提供有免费的经验提示和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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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支持和培训
您还可以通过专门从事 LibreOffice 的供应商或咨询公司的服务合同来获得付费的技术支持。关于经过认
证的专业支持的信息，请参阅 Document Foundation 的网站：
https://www.documentfoundation.org/gethelp/support/
表 1：免费支持 LibreOffice 用户

免费 LibreOffice 支持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的解答
https://wiki.documentfoundation.org/Faq

邮件列表

由经验丰富的用户经网络提供免费社区支持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mailing-lists/
多种语言版本的 LibreOffice 网站
https://www.libreoffice.org/community/nlc/

母语支持

母语支持的邮件列表
https://wiki.documentfoundation.org/Local_Mailing_Lists
相关社交网络的信息
https://wiki.documentfoundation.org/Website/Web_Sites_services

辅助功能选项

关于可用的辅助功能选项的信息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accessibility/

可能会有所不同之处
插图
LibreOffice 可在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上运行，每个操作系统都有多个版本，并且可由
用户自定义（字体，颜色，主题，窗口管理器）。本指南中的插图取自各种计算机和操作系统。因此，
也许某些插图看起来与您在计算机显示屏上看到的完全不同。

图标
LibreOffice 社区创建的图标已经形成了多套图标集，包括 Breeze，Elementary，Galaxy，High
Contrast，Sifr 和 Tango。每个用户都可以选择一个首选图标集。本指南中的图标取自各种使用不同图标
集的 LibreOffice 安装，因此您看到的图标可能与本指南中使用的图标不同。
要更改使用的图标集，请转到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查看 。在“用户界面”部分中，从“图标样
式”里的下拉列表中进行选择。

在 macOS 上使用 LibreOffice
在 macOS 上某些按键和菜单项与 Windows 和 Linux 中使用的不同。下表给出了本章说明的一些常见替
换。相关更详细的列表，请参阅应用程序帮助。
Windows 或 Linux

macOS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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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工具 > 选项 菜单选择

LibreOffice > 首选项

访问设置选项

鼠标右键点击

Control 键 + 鼠标点击 和/或 鼠标

打开弹出菜单

右键点击，依计算机设置而定
Ctrl（Control）键

⌘（Command）键

与其它按键一起使用

F5

Shift + ⌘ + F5

打开导航器

F11

⌘+T

打开侧栏样式和格式设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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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我可以将 LibreOffice 分发给任何人吗？我可以出售吗？我可以在我的公司使用它吗？
是的，都可以。
我可以将 LibreOffice 安装到多少台电脑里？
如您所愿，多少台都可以。
我如何为 LibreOffice 做贡献？
即使您不是程序员，您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帮助 LibreOffice 的开发和用户支持。请查阅此网页：
https://www.libreoffice.org/community/get-involved/
我是否可以分发本书的 PDF 文档，或者打印和销售其副本？
是的，只要您符合本书开头版权声明中某个许可证的要求即可。您无需申请特殊许可。同时，考虑
到我们为出品本书所做的所有工作，我们恳求您分享从书籍销售项目中获得的一些利润。
https://www.libreoffice.org/do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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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档写手简介

文档写手概述
文档写手（Writer）是 LibreOffice 的文字处理器组件，LibreOffice 是一个免费的全功能办公生产套件。
除了文字处理器的常用功能（文本输入、编辑和格式设置；拼写检查、词库、断字和自动更正；查找和
替换；以及其它功能），文档写手还包括有以下重要功能：

•

修订期间的追踪修订（第 4 章）

•

页面布局方法，包括样式、框架、 分栏和表格（第 5 章和第 6 章）

•

导出为 PDF 和 ePub（第 7 章）

•

文档数字签名（第 7 章）

•

模板和样式（第 8 章、第 9 章和第 10 章）

•

内置绘图工具（第 11 章）

•

表单（第 12 章）

•

数据表（第 13 章）

•

邮件合并（第 14 章）

•

目录和索引的自动化列表（第 15 章）

•

主文档，将一批文档组合为一个单独的文档（第 16 章）

•

字段和窗体（第 17 章和第 18 章）

•

数据库集成，包括参考书目数据库（第 14 章、第 15 章和第 18 章）

•

嵌入或链接电子表格、方程式和其它对象（第 19 章）

•

还有其它很多功能

文档写手主窗口的各个部分
文档写手主窗口如图 1 所示。本节将介绍其中的功能。

标题栏
标题栏位于文档写手窗口的顶部。它显示当前文档的文件名。当文档尚未命名时，文档名称将显示为
“未命名 X”，其中 X 是数字。未命名文档按创建顺序编号。

菜单栏
在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中，菜单栏位于标题栏的下方；在 macOS 系统中则位于屏幕顶部。当您选择
其中一个菜单时，会弹出下拉子菜单以显示更多选项，包括：

•

直接引发操作的命令，例如在“文件”菜单中的“关闭”或“保存”。

•

打开对话框的命令，在这些命令的后面都附带以省略号（...）来表示，例如“编辑”菜单中的
“查找”或“选择性粘贴”。

•

打开更多子菜单的命令，这些由命令的后面都附带以向右的箭头来表示，例如“视图”菜单中的
“工具栏”和“缩放”。将鼠标移动到这样的一个命令上，就会弹出其下的子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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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档写手主窗口的各个部分

侧边栏
默认情况下，侧边栏通常开启于文档写手窗口的右侧（如图 1 所示）。如有必要，可以从菜单栏中选择
视图> 侧边栏 以显示它。侧边栏还有一个隐藏/显示图标（如图 2 所示）。当侧边栏被关闭时，可以通过
单击此图标打开它，该图标位于窗口的最右侧。
默认情况下，文档写手侧边栏包含有五类栏目：属性，页面，样式和格式（在某些安装中仅显示为”样
式”），图片库和导航。通过鼠标单击侧边栏最右侧的标签栏中的相应图标，就能打开该组栏目。
另外还有两类栏目：管理更改和设计。默认情况下，它们未启用。请参阅第 19 页获取更多信息。
每一类栏目都由标题栏以及一个或多个内容面板组成。这些面板就像是工具栏和对话框的组合体。工具
栏和侧边栏面板共享着许多相同的功能。例如，用于修改文本为粗体或斜体的图标同时存在于文档写手
主窗口的格式工具栏和侧边栏“属性”面板里的“字符”面板中。
某些面板包含有“更多选项”按钮，可额外打开一个包含有其它编辑控件的对话框。对话框打开后，文
档将被锁定以便进行其它编辑。
要调整侧边栏的宽度，请将鼠标放在其左侧边缘上。当鼠标呈现为双头箭头时，按着鼠标左键不放并且
向右或向左拖动。当某些面板打开时，无法调整使侧边栏小于某个特定的宽度。而当任何其它某些面板
打开时，侧边栏可以折叠到其标签栏的旁边。
要取消侧边栏的停靠并使其浮动，或者想停靠原本浮动的侧边栏，请点击标签栏上方的侧边栏设置，在
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如图 3 所示 ）。在这个下拉菜单中，您还可以指定哪些标签应该出现在侧边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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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侧边栏的属性面板

图 3：侧边栏设置菜单

侧边栏的栏目
侧边栏中所包含的几类栏目如下所述。
属性栏目： 包含可直接对内容进行格式设置的工具。
当文本被选中后，将呈现以下面板：

–

样式： 应用、新建或更新一个段落样式。

–

字符：根据字体类型、大小、颜色、粗细或间距来修改文本。

–

段落：通过对齐、列表或项目符号、背景颜色、缩进或间距来修改段落。

当一个图像被选中后，将呈现以下面板：

–

区域：修改背景的填充模式和透明度。

–

图像：修改图像的亮度，对比度，颜色模式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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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绕：修改图像周围可放置文本的相对位置。

–

位置和大小：修改宽度和高度。

当图形对象被选中后，将呈现以下面板：

–

区域：修改背景的填充模式和透明度。

–

线条：修改线条样式、宽度、颜色或箭头。

–

位置和大小：修改宽度、高度、旋转或翻转。

当一个框架被选中时，将呈现环绕面板。但当框架环绕不可用时，则可能会显示为灰色。
页面栏目： 包含可直用于页面格式设置的工具。它包括四个面板：

–

格式：修改页面的大小、宽度、高度、方向和边距。

–

样式：修改页面数字的样式、背景、布局和列数。

–

页眉：启用/停用页眉、以及修改其边距、间距和相同内容。

–

页脚：启用/停用页脚、以及修改其边距、间距和相同内容。

警告
请注意，若更改页面栏目上的选项，您将会改变正在使用的页面样式，不仅是修改当前页
面，还会修改本文档中使用相同页面样式的所有页面。
样式和格式栏目：（在某些安装中标题栏仅显示为”样式”）管理文档中使用的样式、应用现有样式、
新建样式或修改它们。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章“样式简介”和第 9 章“使用样式”。
图片库栏目：从图片库主题中选取其包含的图像和图表添加到文档中。图片库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按
名称列出主题（箭头、背景、图表等），第二部分显示所选主题中的图像。选择“新建主题”按钮可以
创建新主题。若要将图像插入文档，或要将新图像添加到图库，拖放所选的图像即可。相关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11 章“图像和图形”。
导航栏目：浏览文档并且通过选择内容类别（诸如标题、表格、框架、图形等）重新组织其内容。相关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3 页的“使用导航”。
管理更改栏目：当文档中记录了曾经做过的更改时，您可以在此栏目中查看、接受或拒绝它们。它提供
与浮动的“管理更改”对话框相同的功能。只有在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高级 中点击勾
选“启用实验性功能”时，此栏目才会呈现。有关管理更改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 章”使用文本：基
础知识”。
设计栏目：提供对文档设计主题（字体和颜色）和样式预设的快速访问。只有启用实验性功能时，此栏
目才会呈现。

工具栏
LibreOffice 有两种工具栏放置类型：停靠（固定到位）或浮动。停靠的工具栏可以被移动到不同的位置
（例如，工作区的顶部、底部或侧面）或者改为浮动。浮动工具栏也可以改为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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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若要显示或隐藏工具栏，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视图 > 工具栏，然后在下拉菜单中单击工具栏的名称。已启
用的工具栏会在其名称旁边显示有一个勾选标记。请注意，从“工具”选项板创建的工具栏不会在“视
图”菜单中列出。
若要隐藏工具栏，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视图 > 工具栏，然后单击取消已勾选的工具栏，或在工具栏上图标
之间的空白区域右键单击，然后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关闭工具栏”。

最常用的工具栏
在默认的 LibreOffice 安装中（如图 1 所示 ），位于菜单栏下方的第一个工具栏称为“标准工具栏”。
第二个工具栏是“格式工具栏”。它是随类示现的；也就是说，它显示的是与光标当前位置或所选对象
相关的工具。例如，当光标位于文本中时，格式工具栏呈现的是用于文本格式设置的工具。当光标位于
图形（图像）上时，呈现的则是用于图像格式设置的工具。
若要为文档释放更多空间，您可以选用一个单独的工具栏作为替代品，其中包括最常用命令。要激活它，
请启用 视图 > 工具栏 > 标准（单一工具栏模式），并禁用 视图 > 工具栏 > 标准 和 视图 > 工具栏 > 格式。
视图 > 工具栏 中还包括了其它一些工具栏。它们将在本书的相关章节中讨论。

子菜单和工具选项板
右侧带有小三角形的工具栏图标意味着带有子菜单、工具调色板、或其他选择项目的方法，具体取决于
图标是什么。
工具选项板是工具栏某个工具附加的弹出式工具集。工具选项板可以变更为成浮动工具栏（如图 4 所
示）。它被从父级工具栏中移出后，它会显示标题栏。工具调色板可以沿着屏幕边缘浮动或停靠，也可
以放置于现有的任何一个工具栏区域中。

图 4：提取并移动工具选项板的示例

移动工具栏
停靠的工具栏可以取消停靠，并且可以移动到新的停靠位置，或着保持作为浮动工具栏。
若要取消停靠工具栏，请按如下操作：

2)

将鼠标移动到工具栏的锁闩上，即位于工具栏左侧的小垂直条（如图 5 所示）。

3)

按着鼠标左键就可以将工具栏拖动到新的位置。

4)

松开鼠标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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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工具栏的锁闩
若要移动浮动工具栏，请鼠标点击其标题栏不放，并将其拖动到新的浮动位置，也可以将工具栏停靠在
主窗口的顶部或底部。

注意
您还可以通过按着 Ctrl 键并鼠标双击工具栏的标题栏来快速停靠浮动工具栏。

浮动工具栏
文档写手包含有一些工具栏，其默认设置是浮动的，以光标的位置或着所选择的对象的当前位置为准。
例如，当光标位于表格中时，就会出现“表格”工具栏，当光标位于编号或项目符号列表中时，将显示
“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您可以按照上面“移动工具栏”中说明的方法来重新定位或停靠这些工具
栏。

自定义工具栏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定义工具栏，包括选择可见的图标以及锁定停靠工具栏的位置。您还可以添加图
标并创建新工具栏，如第 21 章自定义文档写手中所述。
若要定位工具栏，请按如下操作：

•

鼠标左键点击浮动工具栏右上角的向下按钮，或者鼠标右键点击工具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停靠工具栏”以停靠选定的浮动工具栏。默认情况下，工具栏将停靠在工作区的顶部。您可以
将工具栏重新定位到不同的停靠位置。请参阅第 20 页的“移动工具栏”。

•

点击浮动工具栏右上角的向下按钮，或者右键点击工具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停靠所有工具
栏”以停靠所有浮动工具栏。

•

在已经停靠好的工具栏上，右键点击工具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锁定工具栏位置”可以将之
前已经停靠好的工具栏锁定到其停靠位置。即使有其它工具栏在同一栏上更改位置，已锁定的工
具栏也会保持在这个位置。

•

点击浮动工具栏右上角的向下按钮，或者右键点击工具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关闭工具栏”
就可以关闭所选中的工具栏。

通过右键点击工具栏，或通过右键点击工具栏上图标之间的空白区域，在弹出的菜单中可以选择以下选
项：

•

若要显示或隐藏所选中的工具栏已设定的图标，请选择弹出菜单中的“可见的按钮”。目前工具
栏上的可见图标或者由图标周围的一圈轮廓来表示（如图 6 所示 ），或者由图标旁边的复选标记
来表示，具体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显示模式。选择或取消选择某个图标即可在工具栏上显示或隐
藏它们。

•

选择弹出菜单中的“自定义工具栏”可以打开“自定义”对话框。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21
章，自定义文档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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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在工具栏弹出菜单中选择可见的工具栏图标

标尺
默认情况下，工作区顶部的水平标尺可见，但左侧的垂直标尺默认隐藏。要启用垂直标尺，请从菜单栏
中选择 视图> 标尺 > 垂直标尺，或选择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查看。要快速显示或隐藏这
两个标尺，请使用快捷键 Ctrl + Shift + R。

提示
如果已有批注，水平标尺的右端有一个批注按钮；点击此按钮可快速显示或隐藏任何批注，
或使用快捷键 Ctrl + Alt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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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文档写手的状态栏位于工作区底部。它提供有关文档的信息以及快速更改某些文档功能的便捷方法。可
以通过在“视图”菜单中勾选或取消勾选来显示或隐藏状态栏。

图 7： 状态栏左半部

图 8：状态栏右半部
页码
显示的是当前页面的总页码，文档中的总页数以及当前页码（如果章节分页后与重新编排的页码与
总页码不同）。例如，如果页码总数是 6 页的文档在第 3 页上以 1 重新开始编排页码，则总页码为
3，总页数为 6，当前页码为 1（如图 7 所示），即显示为：第 3 页，共 6 页（第 1 页）。
如果在文档中已设定有了书签，则右键点击此“页码”字段会弹出书签列表。在列表中点击选择一
个书签即可转到文档中书签的所在位置。
点击此“页码”字段，会弹出“导航”对话框，可以帮助您快速跳转到文档中的特定页面（请参阅
第 33 页的“使用导航器”）。点击导航器中的“页码”字段，输入您需要前往的页面的页码，然
后按回车键即可。（译者注：6.1 版点击此“页码”字段，会直接弹出“转到页面”对话框，输入
您需要前往的页面的页码，然后按回车键即可。）
字词统计
文档所有的单词和字符统计总数显示在状态栏中，并且会随着编辑而实时更新。如果选中了特定文
本，则此处“字词统计”字段显示的是所选择的单词和字符统计数字。

默认情况下，字词统计包括空格。若要显示不包括空格的字词统计，请点击状态栏中的字词统计，
或者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字词统计，就会弹出“字词统计”对话框，显示更多详细信息。
您还可以在菜单栏的 文件 > 属性 > 统计 中查看整个文档中的单词和字符数（以及其它信息，包括
页数，表格数和图像数）。
页面样式
显示的是当前页面的页面样式。若要更改页面样式，请右键点击此字段，会弹出页面样式列表，可
在列表里选择其它样式。要编辑当前页面样式的属性，请点击此字段，将会打开“页面样式”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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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在此处更改页面样式可能会影响到后续页面的样式，具体取决于页面样式的设置方式。关
于样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章和第 9 章。
文本语言
显示的是用于拼写、断字和同义词库的语言和本土化。根据光标所在的位置或者所选中的文本而显
示不同的结果。
点击此处会弹出一个菜单，您可以在其中为所选中的文本或者光标所在的段落选择其它语言/本土
化。您也可以选择 无（不检查拼写）以从拼写检查中排除该文本，或者 重设为默认语言。选择 更
多… 将会打开“字符”对话框。更多相关的信息，请参阅第 3 章，使用文本：基础知识。
插入模式
在插入模式下，此区域字段显示为空白。点击此处可以更改为 改写模式；再次点击可以返回 插入
模式。在使用“记录修订”模式时，此处功能将被禁用。
选择模式
点击此处可以在弹出菜单中选择不同的选择模式，图标不会随之更改变化，但是当您将鼠标指针悬
停在此字段上时，会弹出工具提示框会标明目前哪个模式处于活动状态。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 章，使用文本：基础。
文档修订状态
这个图标
表明文档已经保存成功。这个图标
或者类似的图标表明文档已经被编辑修改过，
但尚未保存。（译者注：6.1 版使用的是不同颜色的保存按钮，灰色表明文档已经保存成功，红色
表明表明文档已经被编辑修改过，但尚未保存。）
数字签名
如果文档已经签署有数字签名，则会在此处显示一个图标；如果没有，则此处是空白。点击此处可
以签署文档，或者查看已有的证书。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章，打印，导出，电子邮件。
区域或对象信息
当光标位于区域，标题或列表项目时，或者当选择了一个对象（例如图片或表格）时，该字段中将
显示该项目的相关信息。点击此区域将打开相关对话框。

1

对象

显示信息

打开对话框

图像

尺寸和位置

图像

列表项目

级别和列表样式

项目符号和编号1

标题

大纲编号级别

项目符号和编号 1

表格

光标所在位置的名称或编号以及单元格引用

表格属性

区域

区域名称

编辑区域

其它

（空白）

字段

如果列表样式与列表项目标题一起使用，则不会显示任何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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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布局
点击相应的图标即可在单页视图、多页并排视图和书本布局视图之间切换（如图 9 所示）。 在任
何视图中您都可以编辑文档。缩放设置与选定的视图布局以及窗口的宽度相互影响，由此确定文档
窗口中可见的页数。

图 9：视图布局：单页视图、多页并排视图、书本布局视图
缩放

若要更改视图的放大倍率，请拖动“缩放”滑块，或者点击 + 及 – 号。点击 缩放级别 百分比，会
弹出“显示比例和视图布局”对话框，或者右键点击 缩放级别 百分比，可以在弹出的列表菜单中
选择需要的放大倍率。缩放设置与选定的视图布局以及窗口的宽度相互影响，由此确定文档窗口中
可见的页数。

（鼠标右键）弹出菜单
弹出菜单方便您快速访问许多相关的菜单功能。通过使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段落、一个图形或者其它对
象就能弹出相关菜单。在弹出菜单里，可用的功能或选项取决于您所选中对象。当您不确定某个功能在
菜单或工具栏中的哪个位置时，右键弹出菜单是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的最简单方法。

对话框
对话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窗口。其目的是通知您某些事情，或要求您输入某些信息，或两者兼而有之。
它方便您控制相关命令，指定如何执行某一个操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对话框保持打开状态，您就只能与对话框（而不是文档本身）进行交互操作。当
您关闭对话框（通常是点击“确定”或类似按钮将保存更改并关闭对话框；点击“取消”不保存任何更
改并关闭对话框）之后，您可以再次操作该文档。
在您工作时，某些对话框可以保持打开状态，此时您可以在对话框和文档之间来回切换。例如“查找与
替换”对话框就是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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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视图
文档写手有三种方式查看和编辑文档：普通，网页和全屏。若要更改视图查看方式，请转到“视图”菜
单，然后点击选择所需的视图。
您还可以从菜单栏中选择 视图> 缩放 > 显示比例 ，弹出“显示比例和视图布局”对话框，其中的设置选
项与在状态栏上点击 缩放比例 弹出的的对话框相同。
您也可以使用 文件 > 打印预览 查看文档，但此时视图不允许编辑。请参阅第 7 章，打印，导出，电子邮
件里的“打印前预览页面”。

普通视图
普通视图是文档写手的默认视图，它显示了文档打印后或创建 PDF 后的文档外观（所见即所得）。在此
视图中，您可以使用状态栏上的“缩放”滑块和“视图布局”图标来更改放大倍率。
在普通视图中，您可以隐藏或显示页眉和页脚以及页面之间的间隙。若要隐藏它们，请在菜单栏中选择
视图> 隐藏页面之间的空白 。选项旁边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激活此选项后，全屏视图中也会隐藏页面
之间的间隙，页眉和页脚。

网页视图
网页视图显示了在网页浏览器中查看文档时的外观；这在创建 HTML 文档时很有用。在网页视图中，您
只能使用“缩放”滑块，状态栏上的“视图布局”图标被禁用，且“显示比例和视图布局”对话框中的
大多数选项都不可用。

全屏视图
在这个视图中，不会显示任何工具栏或侧边栏；文档使用先前选择的缩放和布局设置占满可用的整个屏
幕区域。若要退出“全屏”视图并返回“正常”或“页面”视图，请按 Esc 键或点击左上角浮动工具栏
上的“全屏显示”图标。您也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 + Shift + J 进入或退出全屏视图。

开启一个新文档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文档写手中开启一个新的、空白的文档。如果已经有其它文档在 LibreOffice 中打
开了，则新文档将在一个新的窗口中打开。

从启动中心新建文档
当 LibreOffice 处于打开状态但未打开任何文档时，将显示“启动中心”。单击“新建：Writer 文本文
档”按钮就可以创建新的文本文档，或者点击“模板”按钮就可以使用默认模板以外的模板启动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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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LibreOffice 启动中心

从快速启动新建文档
在运行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安装 LibreOffice 时，也可能会安装快速启动功能。运行
macOS 的计算机没有快速启动功能。
（译者注：6.1 版已取消此功能。）若要使用快速启动，请右键点击系统托盘中的图标以打开弹出菜单
（如图 11 所示）。在此，您可以打开现有文档，创建新文档或者打开“模板”对话框。

LibreOffice 的默认安装不会将快速启动设置为自动加载。若要激活它，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内存（或 通用 ），然后选择（如果使用 Windows）“随系统启动自动加载
LibreOffice”，或者（如果使用 Linux）启用“系统栏快速启动”（systray Quickstarter）。然后关闭并
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就能显示快速启动。

图 11：快速启动的弹出菜单
您可以反过来操作，或者右键点击系统托盘中的图标，在弹出菜单上取消选择“随系统启动自动加载
LibreOffice”来阻止快速启动出现。若要临时关闭快速启动，请在弹出菜单上选择退出快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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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操作系统菜单中新建文档
您可以从操作系统菜单中打开 LibreOffice 启动中心或者文档写手组件，方法与启动其它程序的方式相同。
在计算机上安装 LibreOffice 后，在大多数情况下，系统菜单中会添加每个组件的菜单项。在 macOS 上，
LibreOffice 图标将位于应用文件夹中。双击此图标时，LibreOffice 将在启动中心中打开（如图 10 所
示）。

从菜单栏、工具栏、或者键盘新建文档
当 LibreOffice 已经启动之后，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启动新的写作文档。

•

按快捷键 Ctrl + N 。

•

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新建 > 文本文档 。

•

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新建”图标。

从模板新建文档
模板是一套预先设定的样式和设置，可用于创建新文档。模板可以使用相同的默认设置轻松创建多个文
档。例如，本《文档写手指南》的都基于相同的模板。其结果是，所有的章节看起来都很相似；它们具
有相同的页眉和页脚、使用相同的字体，诸如此类。
新安装的 LibreOffice 可能只包含少数几个模板，但您可以创建自己的模板，或者从 LibreOffice 官方模
板库 http://templates.libreoffice.org/ 以及其它网站下载更多模板。请参阅第 10 章，使用模板。
您可以在“模板”对话框中选择要用于创建文档的模板。以下操作都可以打开“模板”对话框：

•

按快捷键 Ctrl + Shift + N 。

•

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模板 > 管理模板 。

•

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新建 > 模板 。

•

点击“标准”工具栏上“新建”图标旁边的小箭头，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开模板”。

图 12 显示的是 LibreOffice 内置的模板， “打开模板”默认打开的是系统的 文档 > 我的模板 文件夹。
鼠标双击所需的模板就可以基于该模板创建的新文档。有关“模板”对话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 章，
使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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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从模板创建一个文档

打开现有文档
您可以通过以下多种方式打开现有文档。
当没有任何文档被打开时：

•

在“启动中心”里点击“打开文件”或“远程文件”。

•

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打开 或 文件 > 打开远程文档。

•

按键盘上的 Ctrl + O 。

•

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打开”图标。

•

点击在“启动中心”里显示的、最近打开的文档的缩略图。您可以在“开始中心”里用鼠标滚轮
向上或向下滚动以查找最近打开的文档。

如果已经有文档被打开：

•

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打开”图标，然后在“打开”对话框中选择要打开的其它文档。

•

点击“打开”图标右侧的小三角形，然后从弹出的最近打开的文档列表中进行选择。

•

在菜单栏上 文件 > 最近的文档 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

在系统工具栏的“快速启动”上选择“打开文档”。（译者注：6.1 版已取消此功能。）

使用“打开”对话框时，选择到您所需要的文件夹，选择所需要的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如果已经
有文档在 LibreOffice 中打开了，则第二个文档将在新窗口中打开。
您可以通过选择要查找的文件类型来筛选“打开”对话框中的文件列表。例如，如果选择“文本文档”
作为文件类型，则只能看到文档写手可以打开的文档（包括.odt，.doc，.txt）。此方法也可以打开
Word（.doc 和.docx）文件、以及 LibreOffice 各类文件和其它格式。
您还可以使用与在操作系统中打开任何文档相同的方法，打开现有的文档写手文档。例如，直接鼠标双
击打开、鼠标右键选择“打开方式”等。
如果您将微软办公软件（Microsoft Office）文件格式与 LibreOffice 关联，则您就可以通过鼠标双击立刻
使用 LibreOffice 打开这些微软办公软件的文件。有关文件关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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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文档
您可以使用“保存”命令或“另存为”命令保存文档。

“保存”命令
保存新文件或以前保存过的文件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按快捷键 Ctrl + S 。

•

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保存 。

•

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保存”图标。

如果先前尚未保存过文件，则在选择上述选项之一后会出现“保存”对话框。输入文件名，选择并核实
文件类型和保存位置，然后点击“保存”。
如果即将保存的文件仍使用相同的文件名、文件类型和保存位置，则无需执行任何其它操作就直接保存。

保存到远程服务器
如果您的文档已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上，或者您希望将其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上，那么请使用此选项。请转
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保存远程文档 ，会弹出的“远程文件”对话框。相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3 页的
“在远程服务器上打开和保存文件”。

保存副本
若要保持文档的打开状态以便进行更多编辑，请使用此选项，并保存当前版本的单独副本。
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保存副本 。在弹出的“保存副本”对话框中，输入或核实文件名、文件类型和
保存位置，然后点击“保存”。刚保存的副本不会被打开，原先的文档仍保持打开和活动状态。

保存全部
用于保存当前会话中打开的所有文件。
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全部保存 。将会保存所有打开的文件，而不更改文件名称、文件类型或保存位
置。

“另存为”命令
此选项用于把当前版本的文件保存为一个新的文档，更改文件名或文件类型、或者把文件保存在计算机
上的其它位置。
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另存为，或使用快捷键 Ctrl + Shift + S 打开“保存”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
更改文件名、文件类型、或者保存位置，然后点击“保存”。
若要保留原始文件，请首先按上述方法保存副本。

注意
LibreOffice 对涉及文件类型更改的某些文件操作使用术语“导出”，例如 PDF 和
ePub。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章，打印，导出，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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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保存文档
您可以选择让文档写手定期将文档自动保存在临时文件中。设置自动文件保存的方法如下：

1) 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选项 > 载入/保存 > 通用。（也请参阅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2) 点击勾选“保存自动恢复信息的时间间隔”，然后设置时间间隔。默认值为 10 分钟。您可以输
入所需的数值来修改时间间隔，或者点击数值旁的向上或向下箭头按钮 ，或者按键盘的向上键或
向下键来调整该数值。
3) 您也许还乐于选择始终创建备份副本。
4) 点击 确定 保存更改。

保存为微软 Word 文档
若要与微软 Word 用户交换文件，您可以使用诸如 .DOCX 等格式保存文档，请按如下操作：

1) 重要说明：首先，您应当以 LibreOffice 文档写手使用的 .odt 文件格式保存当前文档。如果不这
样做，那么自上次保存以来您所做的任何更改将仅仅显示在这次保存的微软 Word 文档版本中。
2) 然后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另存为。
3) 在弹出的“保存”对话框里，“选择要显示的文件类型”（或“保存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所需的 Word 格式类型。您也可以选择更改文件名。
4) 点击“保存”即可。
从此时此刻起，您对当前文档所做的所有更改都只会出现在这个新的（微软 Word）文档中。若要返回使
用文档的.odt 版本，则必须再次打开之前首先保存的.odt 文档。
（译者注：若您想一直留在.odt 版本的文档中写作编辑，只是偶尔需要保存一次微软 Word 的 .DOCX 等
格式文档，那么您可以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保存副本 这个命令，其后的操作方法同上。）

提示
若要使文档写手默认以微软 Word 文件格式保存文档，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选项 > 载
入/保存 > 通用。在名为“默认文件格式和 ODF 设置”的部分中，在“文档类型”菜单下，
选择“文本文档”，然后在“始终另存为”菜单下，选择您所需的首选文件格式，最后点
击“确定”即可。

密码保护
文档写手提供两级文档保护：读保护（无密码无法查看文件）和写保护（文件仅以只读模式查看，无密
码无法更改）。因此，您可以将文档内容供一组人只能阅读，而让不同的另一组人既可以阅读也可以编
辑。此操作与微软 Word 文件保护兼容。
若使用密码保护文档，请按如下操作：

1)

保存文档时，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另存为。（若您是第一次保存新文档，也可以转到菜单栏
上的 文件 > 保存。）

2)

在弹出的“保存”对话框中，点击勾选左下角的“带密码保存”选项，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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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弹出“设置密码”对话框 （如图 13 所示）。

图 13： 两级文档保护
在此有几个选项：

4)

–

若要把文档设置为读保护，请在对话框顶部的两个文本框中键入密码。

–

若要把文档设置为写保护，请点击“选项”展开更多选项，然后在“文件共享密码”部分中，
点击勾选“以只读方式打开”。

–

若要对文档进行写保护但允许某些人员可以对文档进行编辑，请点击勾选“以只读方式打
开”，然后在对话框底部的两个文本框中键入密码。

点击“确定”保存文件。如果有任何一对密码不匹配，则会收到错误提示信息。关闭消息框返回
“设置密码”对话框并再次输入密码即可。

警告
LibreOffice 使用非常强大的加密机制，如果您丢失或忘记了密码，那么几乎不可能恢复该
文档的内容。

更改或删除文档的密码
当文档受密码保护时，您可以在文档打开时更改或删除密码。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属性 > 常规，然
后点击“更改密码”按钮即可进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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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服务器上打开和保存文件
LibreOffice 可以打开和保存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上的文件（即：不在您的计算机或局域网上）。此功能可
以让您在办公室中处理文档，并且可以在家里或者其它地方访问该文档。在远程服务器上存储文件还可
以用于备份文档，从而避免数据丢失或硬盘故障。某些服务器还能够检入和检出文件，从而控制对这些
文件的使用和访问。
LibreOffice 支持许多文档服务器，这些服务器使用众所周知的网络协议，诸如
FTP、WebDav、Windows 共享和 SSH。它还支持流行的服务，例如谷歌的 Google Drive 和微软的
Microsoft OneNote，以及实施 OASIS CMIS 标准的商业和开源服务器。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入
门指南”。

使用导航器
在文档写手中快速浏览文档并查找特定项目的方法是：使用导航器、导航工具栏、以及相关图标等功能。
在 LibreOffice 的默认安装中，导航器是侧边栏的一部分。它列出了文档中包含的所有标题，表格，文本
框，图像，书签和其它对象。

图 14：侧边栏的导航器
若要打开导航器（如图 14 所示），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点击侧边栏的右侧标签栏中的“导航器”图标。

•

鼠标双击状态栏上的“页码”字段。（译者注：6.1 版此功能已取消。）

•

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导航器”图标（该图标需要设置为可见）。

•

按快捷键 F5.

•

转到菜单栏上的 视图> 导航器。

然后点击类别或子类别左侧的 + 号或三角形显示其下的内容，鼠标双击类别、子类别、或者其下的内容
即可跳转到相应的位置。
表 2 总结了导航器顶部图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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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主文档中，导航器具有不同的功能。请参阅第 16 章，主文档。
表 2：导航器中各个图标的功能
导航

打开“导航”工具栏（请参阅第 35 页）。

上一页 / 下一页

跳转到所选类别中的上一个或下一个项目（页面，图像，超链接，
批注等）。若要选择项目类别，请参阅第 35 页的“使用导航工具
栏”。

3

页码

跳转到文本框中显示的页面序列号。输入所需的页码，或者点击数
值旁的向上或向下箭头按钮 ，或者按键盘的向上键或向下键来调整
该数值。

4

拖拽模式

可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插入为超链接”、“插入为链接”或“插入
为副本”。请参阅第 37 页的“选择拖拽模式” 。

5

升级章节 / 降级章节

使本处的标题和文本成为更上一级或更下一级章节，并且移动到文
档相应的章节位置。请参阅第 36 页的 See “使用导航器重新排列标
题和文本” 。

6

“内容导航”视图

在显示所有类别和仅显示所选类别之间切换。（译者注：类似过滤
显示。）

7

设置标记

插入一个标记提示。请参阅第 36 页的 “设置标记提示”。

8

页眉 / 页脚

（如果页面中包含有它们页眉或页脚）在文本区域和页眉或页脚区
域之间跳转。

9

锚定 <–> 正文

在脚注锚定和相应的脚注文本之间跳转。

10

显示的标题级别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显示的标题级别。

11

提升级别 / 降低级别

快速更改文档中的标题级别。请参阅第 36 页的“使用导航器重新
排列标题和文本”。

1

2

快速浏览文档
导航器提供了多种简便的方法巡视文档并在其中查找项目：

•

若要跳转到文档中的某个指定页面，请在导航器顶部的文本框中输入该页的序列号，然后按回车
键。如果您曾经在某个页面重新开始页码编号，则该页的序列号可能与页码数字不相同。

•

当打开了一个类别以显示其中的项目列表时，双击某个项目即可直接跳转到该项目在文档中的位
置。例如，您可以使用此方法直接跳转到选定的标题，图像或批注。

•

若要仅仅查看某一个类别中的内容，请点击该类别使其突出显示，然后点击“内容导航”视图的
图标即可（译者注：类似过滤显示）。再次点击该图标又可返回显示所有类别。您还可以更改查
看标题时显示的标题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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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一页”和“下一页”图标可跳转到“导航”工具栏中所选类型的其它对象。（相关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下一页。）

•
注意

文档中的隐藏区域（或其它隐藏对象）在导航器中显示为灰色，并将“隐藏”一词显示为
工具提示。有关隐藏区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 章，页面格式设置：高级。

提示
如果您在创建对象时给对它们标识有名称，那么就能更容易找到该对象。默认情况下，
LibreOffice 分配给对象的默认名称诸如：图 1，图 2，表 1，表 2 等。这些名称按照对象
添加到文档的顺序分配，这可能与文档中该对象所在的位置不相对应。
您可以在插入对象后对它们进行重命名。例如，若要重命名图像，请在导航器中鼠标右键
点击其名称，从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图像”，然后选择“重命名”。视图会跳转到该
图像位置（以显示它是哪一个）并弹出一个小对话框。为图像输入新的名称后，点击“确
定”即可保存。
您也可以直接用鼠标右键点击该图像，然后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图
像”对话框中，转到“选项”标签页，编辑该图像的名称，最后点击“确定”即可。

使用导航工具栏
若要显示“导航”工具栏（如图 15 所示），请点击“导航”图标（位于导航器左上角的图标，如图 14
所示），或者点击“查找”工具栏上的“导航依据”下拉菜单。
导航工具栏包含有显示在导航器中的所有对象类型的图标，还有一些其它附加功能（例如，查找命令的
结果）。请参阅表 3。

图 15：导航工具栏
表 3： 导航工具栏中的图标
1 表格

2 文本框

3 图像

4 OLE 对象

5 页面

6 标题

7 标记提示

8 绘图

9 [表单] 控件

10 上一个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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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区域

12 书签

13 选择

14 脚注

15 批注

16 重复查找

17 索引项

18 表格公式

19 错误的表格公式

20 下一个 [对象]

点击某个图标即选择了该对象类别（例如图像）。现在（在侧边栏的“导航”本身、或者在“导航”工
具栏、或者在“查找”工具栏的“导航依据”下拉菜单上）点击“上一个”和“下一个”图标，将会跳
转到所选对象类型的上一次或下一次出现的地方。这对于查找索引条目等这类项目时特别有用，因为这
些项目在文本中很难看到。“上一个”和“下一个”图标的名称（显示在工具提示中）会更改为与所选
类别匹配；例如，下一个图形、下一个书签，或继续向前搜索。

使用导航器重新排列标题和文本
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将标题及其相关文本移动到文档中的其他位置：

1) 若必要，点击标题左侧的扩展符号（+符号或三角箭头）以展开子标题列表。
2) （可选）若您有多个子标题级别，您可以通过更改“显示的标题级别”选项来更轻松地找到所需
的标题，例如仅显示 1 或 2 个标题级别。
3) 点击需要移动的文本块的标题，然后将标题拖动到导航器上的新位置（译者注：此功能 6.1 版已
取消）。或者，点击“导航器”列表中的标题，然后点击“升级章节”或“降级章节”图标。所
选标题下的所有文本及其以下的区域都会在文档中向上或向下移动到相应的章节位置。
若要仅移动选定的标题而不移动与标题关联的文本，请按着 Ctrl 键，然后点击“升级章节”或“降级章
节”图标。
提示
“升级章节”（向上箭头）和“降级章节”（向下箭头）这个名称可能会对您产生误导。
它们可能更应该被描述为向上移动归属到上一章节、或向下移动归属到下一章节（在文档
内，而不改变标题级别），这样就能更清楚地将它们与“提升级别”（向左箭头）和“降
低级别”（向右箭头）区分开来，后者将标题级别从级别 1 更改为级别 2，例如：
若要快速更改标题的大纲级别，请按如下操作：

•

若要更改标题及其关联子标题的大纲级别，请在导航器中选择标题，然后点击“提升级别”或
“降低级别”图标。此操作不会更改标题的位置，只会更改它的级别。

•

若要仅更改所选标题的大纲级别，而不更改其关联的子标题，请按着 Ctrl 键，然后点击“提升级
别”或“降低级别”图标。

注意
微软 Word 用户会发现此功能与 Word 的大纲视图之间有相似性。

设置标记提示
通过设置提示，您可以在文档中标记以后要返回的位置，例如添加或更正信息，或者只标记您已经完成
编辑的位置。设置提示可以用来做什么，这取决于您的想象力。
若要在光标的当前位置设置提示，请点击导航器中的“设置标记”图标。您最多可以在文档中设置 5 个
提示；设置第六个提示将会导致第一个提示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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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设置的提示不会以任何方式在文档中突出显示，也不会在导航器中列出，因此您无法看到它们的所在
位置，只有当您从一个提示跳到下一个提示时，光标所在的位置就是该提示所在的位置。
若要在所设置的提示之间跳转，请首先选择“导航”工具栏上的“提示”图标。然后点击上一个标记和
下一个标记图标。标记提示不会随文档一起保存。

选择拖拽模式
您可以使用导航器的拖放模式插入诸如其它文档和图像等项目。从“拖拽模式”图标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以下选项之一。然后选择项目并将其移动到它应该插入的位置。
插入为超链接
超链接整个项目。
插入为链接
所复制的项目链接到原始项目，以便在更改原始项目时，该更改也会反映在当前文档中。相反，所
复制的项目受到保护，无法在本文档中直接更改。请注意，您无法使用此方法为图形，OLE 对象，
参考引用或索引创建链接。
插入为副本
插入所选项目的副本。

撤消和恢复更改
要撤消文档中最新的更改，请按下快捷键 Ctrl + Z，或者转到菜单栏上的 编辑 > 撤消，或者点击“标
准”工具栏上的“撤消”图标。若要获取可以撤消的所有更改的列表，请点击“标准”工具栏上“撤
消”图标右侧的小三角形。您可以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之前多个连续的更改并同时撤消它们。

图 16：可供撤销的命令列表
撤销操作完成后，恢复变为可用的活动状态。要恢复更改，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编辑 > 恢复，或按下快捷
键 Ctrl + Y，或者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撤销”图标
图标以获取可以恢复的更改列表。

。与撤消一样，点击组合图标的向下箭头

重新装入文档
您也许希望放弃自从上次保存以来在编辑会话中所做的所有更改，因为撤消每个更改或者记住更改发生
的位置可能操作起来很困难。如果您确定不想保留自从上次保存文档之后的所有更改，那么您可以重新
载入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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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重新装入文档，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重新装入。然后会弹出确认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取消所有
更改；选择“是”之后，文档将返回到上一次最近保存的版本。

关闭文档
如果只打开了一个文档并且您打算关闭该文档，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关闭，或者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窗口 > 关闭窗口。或者点击窗口标题栏上的 X 按钮。这个 X 按钮可能位窗口标题栏的右端或左端。
如果打开了多个文档并且您打算关闭其中一个文档，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关闭，或者转到菜单栏上
的 窗口 > 关闭窗口，或者点击该文档窗口菜单栏上的 X 按钮；仅打开最后一个文档时，菜单栏上的 X 按
钮将消失。（译者注：6.1 版本此功能已取消，打开的多个文档会分开在不同窗口显示。）
如果关闭某个文档时，该文档自从上次更改后尚未保存，则会显示一个消息框。提示您选择是保存还是
放弃更改。

关闭 LibreOffice
若使用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用户，若要完全关闭 LibreOffice，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文件 > 退出
LibreOffice。在 macOS 操作系统中，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LibreOffice > 退出 LibreOffice。
在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中，当您点击窗口标题栏上的 X 按钮关闭最后一个文档时，LibreOffice
将完全关闭。MacOS 没有此功能。
您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

•

在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中 —— Ctrl + Q

•

在 macOS 操作系统中 —— 命令⌘ + Q

如果有任何文档自从上次更改后尚未保存，则会显示一个消息框，提示您选择保存还是放弃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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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本工作：基础知识

简介
本章节将介绍文档写手的文本工作基础知识。假定您熟悉鼠标和键盘的使用方法，并且您已经阅读了有
关文档写手的菜单和工具栏、以及第 1 章“文档写手简介”中介绍的其它主题。
我们建议您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格式化辅助 中点击勾选显示格式辅助工具，例如段落
结尾、制表符、中断以及其它项目。（译者注：还应该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选中“格式标记显示切
换”按钮，就在“检查拼写”按钮的旁边，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0，才能显示这些格式符号。）相
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读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阅读完本章节后，您将掌握以下技能：

•

选择，剪切，复制，粘贴和移动文本。

•

查找和替换文本。

•

插入特殊字符。

•

检查拼写和语法，使用同义词词典，并选择断字处理选项。

•

使用自动更正，字词补全，自动图文集和切换大小写功能。

与文本工作相关的更多工具和技术，请参阅第 3 章；与文本格式设置相关的方法，请参阅第 4 章。

选择文本
在文档写手中选择文本的方法类似于在其它应用程序中选择文本。您可以按着鼠标光标并且拖动掠过文
本，或者使用多次点击来选择——单词（双击），句子（三击），段落（四击）。
您也可以先点击文本，然后按 F8 进入“扩展选择”模式，然后使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箭头键选择一个连
续的文本块。
除了选择一段文本区块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不连续的项目，以及文本中的列（垂直的一段区块）。
更改选择模式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状态栏上的“选择模式”图标（请参阅第 1 章）。鼠标右键点击该图
标时，弹出的菜单将显示以下可用选项：标准选择，扩展选择 （ F8 ）， 追加选择（ Shift + F8 ），区
块选择（ Ctrl + Shift + F8 ）。

选择不连续的项目
若要使用鼠标选择选择不连续的项目（如图 17 所示），请按如下操作：

1) 选择第一段文本。
2) 按着 Ctrl 键并使用鼠标选择下一段文本。
3) 根据您的需要重复以上操作。
若要使用键盘选择不连续的项目，请按如下操作：

1)

选择第一段文本。（与使用键盘选择文本的相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LibreOffice 帮助（F1）中的
“使用键盘浏览和选择”主题。）

2)

按下快捷键 Shift + F8，使文档写手处于“追加选择”模式。

3)

使用箭头键把光标移动到下一个要选择的文本的开头，按着 Shift 键并选择下一段文本。（译者
注：在不同的段落之间移动光标有可能会使之前已经选中的文本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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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您的需要重复以上操作。

现在，您可以对所选中文本进行下一步工作。
按 Esc 键可以退出此选择模式。

图 17：选择彼此不相邻的项目

选择垂直的文本区块
您可以使用 LibreOffice 的区块选择模式，选择由空格或制表符分隔的垂直区块、或者选择一列文本（正
如您从电子邮件、程序列表、或者从其它来源中粘贴文本时所看到的那样）。若要切换到区块选择模式，
请在菜单栏中选择 编辑 > 选择模式 > 方块区域，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8，或者点击状态栏中的“选
择模式”图标，然后从弹出的列表中选择“区块选择”。
现在，您可以使用鼠标或键盘突出显示您所选择的文本项目（如图 18 所示）。

图 18：选择垂直的文本区块

剪切，复制，粘贴文本
在文档写手中剪切和复制文本的方法类似于在其它应用程序中剪切和复制文本。您可以通过使用鼠标拖
动、或者使用菜单选项、图标、或者使用键盘快捷键，在同一个文档内、或者在不同的文档之间复制或
移动文本。您还可以从其它的来源（例如网页）复制文本并将其粘贴到文档写手正在编辑的文档中。

第二章 文本工作：基础知识 | 41

若要使用鼠标移动（拖动然后释放）所选中的文本，请使用鼠标将其拖动到新的位置然后释放它，在拖
动过程中光标会变成尾部带方框的箭头形状。若要使用鼠标复制所选中的文本，请在拖动文本时着 Ctrl
键。在新位置的文本会保留拖动之前的格式。
若要移动（剪切然后粘贴）所选中的文本，请使用快捷键 Ctrl + X 剪切文本，然后将光标移动到需要粘
贴的位置，再使用快捷键 Ctrl + V 粘贴。或者使用“标准”工具栏上的“剪切”和“粘贴”按钮。
您粘贴文本的结果取决于该文本的来源以及您粘贴它的方式。如果您点击“粘贴”按钮，则粘贴的文本
将保留其原始格式（例如粗体或斜体）。当您从网站页面和其它来源复制粘贴文本时，所粘贴的文本可
能会自动被放置在框架中或表格中，因为这也是文本连带的格式的一部分。如果您不喜欢这样的粘贴结
果，请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撤消”按钮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Z。
若要使所粘贴的文本在插入点处继承该处的段落样式，请按如下操作：

•

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选择性粘贴，或者

•

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粘贴”按钮旁边的小箭头，或者

•

鼠标左键点击并且按着“标准”工具栏上的“粘贴”按钮不放

然后可以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未格式化的文本”。
“选择性粘贴”菜单里罗列出的可用选项，取决于即将粘贴的文本（或其它对象）的来源和格式。剪贴
板上带有文本的样例，如 19 所示。

图 19：选择性粘贴的下拉菜单

查找和替换文本
文档写手有两种方法可以在文档中查找文本：在“查找”工具栏中快速搜索、以及使用“查找和替换”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您可以：

•

查找和替换单词和短语。

•

使用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进行模糊查询或者精确搜索（请参阅第 3 章）。

•

查找和替换特定的属性或格式（请参阅第 3 章）。

•

查找和替换段落样式（请参阅第 3 章）。

使用“查找”工具栏
默认情况下，“查找”工具栏停靠在 LibreOffice 窗口底部（状态栏上方），如图 20 所示。您可以拖动
它变为浮动工具栏，或者停靠在另一个位置。有关浮动和停靠工具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 章，文档
写手简介。如果“查找”工具栏没有出现，您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 视图> 工具栏 > 查找，或者按下快捷
键 Ctrl + F 让它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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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查找”工具栏的停靠位置
若要使用“查找”工具栏，请在“查找文字”文本搜索框中点击并输入需要搜索的文本，然后按回车键，
即可从当前光标所在的位置开始查找所搜索文本的下一个匹配项。根据您的需要点击“查找下一个”或
者“查找上一个”按钮。
点击“查找全部”按钮可以把文档中搜索到的所有项目同时选中。点击勾选“匹配大小写”可以仅查找
与搜索词中的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完全匹配的项目。点击“匹配大小写”旁边的图标
可以打开“查
找和替换”对话框。
点击“导航依据”按钮可以弹出包含有各种导航对象类型的下拉菜单，请参阅第 1 章。
若要关闭“查找”工具栏，请点击左侧的 X 按钮，或者当光标仍位于“查找文字”文本搜索框中的时候，
按下键盘上的 Esc 键，也能关闭“查找”工具栏。按下快捷键 Ctrl + F 可以再次打开“查找”工具栏。

使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若要显示“查找和替换”对话框，请按下快捷键 Ctrl + H，或者在菜单栏中选择 编辑 > 查找与替换，或
者点击“查找”工具栏上的“查找和替换”按钮
。 对话框打开后，可以点击展开“其它选项”（如
图 21 所示）。如果在菜单栏中的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语言 中选择了“CTL 核测试语言”或者“亚
洲语言”，那么“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会自动展开显示“其它选项”。

图 21：展开更多选项的“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若要使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请按如下操作：

1)

在“查找”框中输入需要查找的文本。

2)

若要使用不同的文本替换所查找的文本，请在“替换”框中输入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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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点击勾选各种选项，例如“区分大小写”或者“全字匹配”。
其它选项包括“仅在当前选定范围内”搜索文本，从当前光标所在的位置向后倒退搜索至文档的
开头（即“查找上一个”），搜索相似的单词（即“类似查找”），以及在批注中搜索。
与“其它选项”相关的使用方法将第 3 章详细介绍。

4)

搜索条件设置完成后，点击“查找下一个”，文档视图会逐个移动到每一个找到的项目处，这时
您可以点击“替换”按钮实现替换文本的工作。

提示
如果您点击“查找全部”，那么文档写手将会把文档中搜索到的所有项目同时选中。同样，
如果点击“全部替换”，文档写手将一次性替换所有匹配的项目，中途不会停下来提示您
是否替换。

警告
请谨慎使用“全部替换”；否则，您最终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令人尴尬（以及很滑稽）的
错误。使用“全部替换”所造成的错误可能需要手动一个字一个字搜索才能修复。

插入特殊字符
所谓“特殊字符”是指在标准英文键盘上没有的字符。例如： © ¾ æ ç Ł ñ ö ø ¢ 都是特殊字符。若要
插入一个或多个特殊字符，请按如下操作：

1)

将光标放置在您需要在文档中显示该字符的地方。

2)

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插入 > 特殊字符，或者点击“标准”工具栏中的“插入特殊字符”图标（Ω 按
钮）打开“特殊字符”对话框（如图 22 所示）。

3)

按顺序用鼠标双击您需要插入的字符（来自任何字体或者混合的字体）；被鼠标双击选中的字符
会出现在文档中。该字符也会被添加到“特殊字符”对话框左下角的“最近的字符”列表中。

提示
若要查看某个字符的详细信息，请点击它；然后在右边会放大显示该字符及其数字代码。
若要插入某个字符并使对话框保持打开状态，请用鼠标双击该字符。若要插入字符并关闭
对话框，请点击该字符，然后点击“插入”按钮。
不同的字体包含有不同的特殊字符。如果您找不到所需要的特殊字符，请尝试在 字体 下
拉菜单中更改选择其它的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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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特殊字符”对话框，您可以向文档插入特殊字符

插入不间断的空格和连字符
不间断的空格
若要防止两个单词在行尾被分隔到上下两行，请在输入这两个单词之间的空格时，按下 Ctrl +
Shift + 空格。（译者注：不间断的空格在文档中显示为灰色空格。）
不间断的连字符
如果您不希望连字符出现在某一行的末尾，诸如 123-4567 这样的数字，那么您可以使用不间断的
连字符。若要插入不间断的连字符，请按下 Shift + Ctrl + 减号。（译者注：不间断的连字符在文
档中显示为灰色连字符。）
也可通过在菜单栏中选择 插入 > 格式化标记 实现以上操作。

插入长短破折号
若要在打字时让输入的短破折号自动转换为长破折号，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
选项，在弹出的“自动更正”对话框里的“选项”标签页中，勾选“替换破折号”选项。在某些条件下，
此选项将使用相应的短划线替换两个连字符。（译者注：此功能对中文汉字也适用。）
–

这是一个短破折号（en-dash）；也就是说，这条短划线的长度等于您正在使用的字体中的字母“n”
的宽度。当您输入至少一个字符、一个空格、一个或两个连字符、另一个空格和至少一个字母，这
时候，那一个或两个连字符将被这样的一个短划线取代。（译者注：例如，输入“中国 -- 东盟”会
自动转换为“中国 – 东盟”。）

—

这是一个长破折号（em-dash）；也就是说，这条短划线的长度等于您正在使用的字体中的字母
“m”的宽度。当您输入至少一个字符，两个连字符和至少一个字符。那两个连字符将被这样的一个
长划线取代。例外：如果字符是数字，如在日期或时间范围内，则两个连字符将由短划线替换。
（译者注：例如，输入“中国--东盟”会自动转换为“中国—东盟”。）

（译者注：连字符“-”也就是键盘上的减号，宽度最短，一般用于英文复合单词的连接、电话号码区号的
连接等；短破折号“–”的宽度约是连字符的两倍，一般用于时间跨度的连接、体育比赛比分数字的
连接等；长破折号“—”是英文的破折号，宽度刚好是中文输入法里的两横破折号“——”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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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里常常用于两个特定名词之间的连接，使用“长短破折号自动更正功能”可以为您避免“输
入中文破折号又删去一半”的麻烦。另外，还有一个排版印刷用的减号“−”。）
在表 4 中，A 和 B 表示由字母 A 到 z 或者由数字 0 到 9 组成的文本。（译者注：对中文汉字也适用。）
表 4：插入破折号
您输入的文本

自动更正的结果

A - B （ A，空格，连字符，空格，B ）

A – B （ A，空格，短破折号，空格，B ）

A -- B （ A，空格，连字符，连字符，空格，B ）

A – B （ A，空格，短破折号，空格，B ）

A--B （ A，连字符，连字符，B ）

A—B （ A，长破折号，B ）

1--2 （ 数字，连字符，连字符，数字 ）

1–2 （ 数字，短破折号， 数字 ）

A-B （ A，连字符，B ）

A-B （ 不变 ）

A -B （ A，空格，连字符，B ）

A -B （ 不变 ）

A --B （ A，空格，连字符，连字符，B ）

A –B （ A，空格，短破折号，B ）

另一种插入长短破折号的方法是在菜单栏中选择 插入 > 特殊字符，然后在弹出的“特殊字符”对话框里
分别选择 U+2013 或 U+2014 字符（可在“通用标点符号”子集中找到）。
第三种方法是使用键盘快捷键。但在不同的操作系统里所使用的快捷键也有所不同，如下所述。

提示
您还可以使用录制宏的方法插入长短破折号，而且可以分配某个未使用的快捷键组合用于
运行这个宏，例如 Ctrl + Shift + N 和 Ctrl + Shift + M 这样的快捷键。相关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 21 章，自定义文档写手。

macOS
若要输入短破折号，快捷键是 Option（Alt）+ 连字符。若要输入长破折号，快捷键是 Shift +
Option + 连字符。
Windows
在大多数非亚洲版本安装的 Windows 操作系统里，按着其中一个 Alt 键并且在数字键盘上输入
0150 可得到短破折号，输入 0151 可得到长破折号。放开 Alt 键时破折号就会出现。

提示
对于没有配备数字键盘的小型键盘，可以使用 Fn（功能）组合键入数字。（Fn 键通常位
于键盘左边 Ctrl 键的右侧。）
例如，在美国式的小型键盘布局上，短破折号的快捷键是 Alt + Fn + mjim，长破折号的
快捷键是 Alt + Fn + mj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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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按着 Compos 键并输入两个连字符和一个点号可得到短破折号，输三个连字符可得到长破折号。
放开 Compos 键时破折号就会出现。

提示
在不同的 Linux 发行版上，Compose 键有可能是不同的按键。它通常是 Alt 或 Win 键
（译者注：即“窗口”键、Super 键）之一，但也可能是另一个其它的按键，而且这应该
是用户可以自定义的。

检查拼写和语法
拼写
文档写手自带有一个拼写检查器，它能检查文档中的每个单词是否与已安装的字典中的词汇相匹配。文
档写手还自带有一个语法检查器，可以单独使用或者与拼写检查器组合使用。
自动拼写检查会在输入内容时就检查每个单词，并在任何无法识别的单词下面显示红色波浪线。鼠标右
键点击无法识别的单词会弹出一个菜单（如图 23 所示）。您可以在菜单中点击选择其中一个推荐的单词，
带下划线的单词将会被替换为您所选择的单词。如果列表中不包含有您所需要单词，请点击“拼写”以
打开“拼写检查”对话框。单词被纠正后，红色波浪线就会消失。

图 23：拼写错误单词的右键弹出菜单
若要启用自动拼写检查，请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自动拼写检查。或者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自动
拼写检查”图标（默认设置可能不会在工具栏上显示），或者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写作辅助，在“选项”列表中点击勾选“键入时检查拼写”，就能启用它。
如果文档启用了追踪修订，那么在拼写错误的单词上右键弹出的菜单会包含有与文本更改相关的其它选
项。
在拼写错误的单词上鼠标右键点击，弹出的菜单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选项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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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
当文档处于打开状态时，将忽略这个带红色波浪线的单词。而如果在其它地方有单词出现同样的拼
写错误，仍会被加上红色波浪线。此设置不会与文档一起存储保留。
忽略全部
将在整个文档中所有地方忽略该单词出现的这种拼写错误，并将该单词添加到名为
IgnoreAllList（忽略全部列表）的用户自定义的字典中。
添加到字典
默认情况下，该单词将被添加到标准字典中。
拼写

打开“拼写检查”对话框。（译者注：旧版 LibreOffice 在此处的名称是“拼写和语法”，对应打
开的对话框名称是“拼写和语法检查”，与 6.1 中文版不一样。）请参阅下方的解释。

总是更正为
选择此选项将展开一个子菜单，该子菜单推荐的单词与菜单顶部推荐的单词列表一模一样。此处选
择的替换单词将会被存菜单栏中的 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 替换 标签页里的列表中。带
红色波浪线的单词将被替换为所选中的单词。
自动更正选项
打开“自动更正选项”对话框（请参阅第 55 页），您可以在其中添加自己的更正项目，或者修改
LibreOffice 提供的默认更正项目。
在拼写错误的单词上右键弹出的菜单的第四部分中，您可以设置文本的语言设置。这些设置可以仅应用
于所选择文本，或者应用于包含所选择文本的整个段落。

拼写和语法
若要对文档（或者选中的文本）执行拼写和语法检查，请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拼写，或者点击“标
准”工具栏上的“检查拼写”按钮，或者按下快捷键 F7。若要使用此功能，必须安装有相应的词典。
拼写和语法工具将从光标点开始处向前检查文档，或者仅检查选中的文本。如果找到任何无法识别的单
词，或者如果找到有任何句子违背了内置的语法规则，它将打开“拼写检查”对话框（如图 24 所示）。
（译者注：旧版 LibreOffice 打开的对话框名称是“拼写和语法检查”，与 6.1 中文版不一样。）当检查
到文档末尾时，您可以选择从文档的开头重新开始检查。

图 24：拼写检查对话框中的拼写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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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检查”对话框里各个选项的作用如下所述。
文本语言
可以从此下拉菜单中选择用于拼写和语法检查的语言。如果为此语言启用了拼写检查，则会在其前
面显示复选标记或拼写检查图标。
不在词典中
包含有错误的句子将会被显示在文本框中。如果找到无法识别的单词，则会以红色突出显示该单词。
如果这个错误是语法错误，则会以蓝色突出显示该错误（如图 26 所示）。可以在文本框中直接编
辑错误的句子或单词。
建议
在该文本框里列出了可替换错误单词的推荐用词。点击选择一个单词，然后点击“更正”或者“更
正全部”按钮即可替换错误单词。
对于语法错误，只有一个选择。点击“更正”按钮即可接受所推荐的更改。
忽略一次，忽略全部，添加到词典
点击其中一个按钮，效果与使用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里的项目相同。
忽略规则
检查语法时，您可以选择忽略所推荐的更改。
更正
使用所推荐的单词替换错误的单词。如果在文本框中编辑了这个句子，那么文档中相应的那个整个
句子也会被修改。
对于语法，所推荐的文本将替换错误的文本。
更正全部
这将使用所选中的推荐单词替换文档中所有同样错误的单词。此功能不适用于语法检查。
总是更正
此功能与上述“自动更正”的工作方式类似。
撤销
当错误的句子被编辑后，此按钮才会变为可用状态，以便您可以撤消之前的修改。如果使用“更
正”按钮替换了错误的单词，则该按钮依旧呈不可用状态。
选项
点击此按钮将打开“选项”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用户自定义的词典并设置拼写检查规则。

语法
默认情况下，在菜单栏中的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写作辅助 > 选项 中点击勾选“键入时检查语法”，
而且必须在菜单栏中的选择 工具 > 自动拼写检查 才能使语法检查正常工作。（译者注：Libreoffice 旧版
自带的英语语法检查模块 Lightproof 已改为扩展模块且功能比较有限，建议在菜单栏的 工具 > 扩展管理
器 > 联机获取更多扩展 里下载并安装 LanguageTool 扩展模块，可以支持更多的语法检查功能。）
如果检测到任何语法错误，它们将显示为文本下带有蓝色的波浪线。鼠标右键点击该文本将弹出一个菜
单，该菜单可能类似图 25 所示。
菜单中的第一个条目显示的是疑似违反的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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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左侧的第二个菜单项是 解释，它将调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页，里面提供有与该错误相关的更多信息。
此条目并不会总是出现在弹出菜单中，如图 25 右侧所示。
菜单的第二部分是所推荐的更正选项。点击其中的选项即可将错误的文本更改为所推荐的文本建议。图
例的右侧此处虽然显示为空白，但点击此处也会删除导致语法错误的多余空格。

图 25：疑似语法错误文本的右键弹出菜单
在菜单的第三部分中，您可以选择忽略该处所提示的错误，或者打开拼写和语法检查器（如图 26 所示）。
该图例中显示的“更多”所链接的网址将为您提供与该错误相关的更多信息。
在菜单的最后一部分中，您可以设置选中的文本或者段落的语言。

图 26：在语法检查对话框中点击“更多”，
其链接的网址将为您提供与该错误相关的更多信息

英语句子检查
（译者注：请在菜单栏的 工具 > 扩展管理器 > 联机获取更多扩展 里下载并安装 LanguageTool 扩展模块，
以支持本章节所述的的语法检查功能。）若需要设置语法检查规则，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英语句子检查（译者注：6.1 版已取消此选项），或者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扩展管理器 >
（选中您安装的扩展模块）> 选项。
在弹出的“选项”对话框的左边选择 Dictionaries > English sentence checking，您就可以在“选
项”窗口的右边选择需要检查的可选功能。
如果您添加或者选择启用其它语法检查，必须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或重新加载文档才能使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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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额外安装的语法检查选项

Grammar checking 语法检查
Possible mistakes 疑似错误
检查诸如 with it's、he don't、this things 这样的错误。
Capitalization 大写
检查句子的大小写。
Word duplication 重复单词
检查所有重复单词，且不仅仅是检查默认的单词 and、or、for 和 the。
Parentheses 括号
检查括号和引号是否正确配对。

Punctuation 标点符号
Word spacing 字间距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已被勾选的状态。它检查单词之间是否单个空格，对单词之间有两个空格或
三个空格的情况标示错误。若要查找和更正单词之间有多于三个空格的情况，您需要多次运行检查
程序。
Sentence spacing 句间距
检查句子之间是否单个空格，指示何时找到若句子之间多出一个或两个额外空格将标示错误。
More spaces 多余空格
检查字间距和句间距是否超过两个额外空格。
Em dash; En dash 长破折号；短破折号
这两个选项的作用分别是：强制使用一个无间隙的长破折号替换一个有间隙的短破折号，或者强制
使用一个有间隙的短破折号替换一个无间隙的长破折号，此功能所提供的是两个不同的标点符号使
用规则。（译者注：这两个规则情况刚好相反，即：不要同时勾选使用这两个规则。）
Quotation marks 引号
检查双引号是否排版正确——即：以左引号（“）开头，并且以右引号（”）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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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ication sign 乘法符号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已被勾选的状态。它使用正确的排版印刷用的乘法符号（×）替换使用字母
（x）假冒的错误乘号。
Apostrophe 单引号
使用正确的（弯曲的）排版印刷用的单引号（’）替换短竖线（'）或者短斜线（′）。
Ellipsis 省略号
使用正确的排版印刷用的省略号（…）替换三个连续的句点（...）或者三个连续的的句号
（。。。）。
Minus sign 减号
使用正确的排版印刷用的减号（−）替换键盘上的连字符和编程使用的 ASCII 码减号（-）。

Others 其它
Convert to metric; Convert to non-metric 转换为公制；转换为非公制
把指定的计量单位转换为其它类型的计量单位
Thousands separation of large numbers 以千位分隔数字
根据文档的语言区域设置，将具有五位或更多有效数位的数字转换为使用逗号作为千位分隔符的数
字格式，或者转换为使用窄空格作为分隔符 d 的 ISO 格式。

使用同义词和词典
您可以在鼠标右键的弹出菜单中看到一个简短的同义词列表（如图 28 所示）。

图 28：鼠标右键菜单中的的同义词

1)

使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单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同义词。同义词子菜单显示的是可选的单词和
短语。

2)

点击选中子菜单中的单词或短语，将会替换文档中之前鼠标所在位置的单词或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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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提供了更宽泛的可替代用词和短语列表。若要使用同义词词典，请按如下操作：

1) 使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单词，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同义词。然后点击同义词子菜单中的 同义词词
典。
2) 在弹出的“同义词词典”对话框中（如图 29 所示），点击“替代文字”列表中的单词或短语将
其选中。
3) 点击“替换”按钮即可完成对原文单词的替换。
例如，若要替换单词 house，同义词词典提供了包含多种含义的词语，包括 dwelling、legislature、sign
of the zodiac 等。从相关含义的列表中选择可替换的单词，因此在 dwelling 这类词语中，您能看到有
dwelling、home、domicile、abode 以及其它替代方案。

注意
如果当前语言没有安装同义词词典，则无法使用此功能。（译者注：截止译者翻译到此时，
没有 LibreOffice 中文同义词词典可用。）

图 29：同义词词典提供的可替换单词列表

断字
关于英文的断字有几种选择：让文档写手自动执行（使用断字词典），在必要时手动插入软连字符，或
者根本不使用连字符。每种选择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自动断字
本选项的优先级大于 工具 > 选项 里的项目。
若要打开或关闭单词的自动断字，请按如下操作：

1)

点击侧边栏中的“样式”标签以打开“样式”栏目。在“段落样式”分类的列表中，鼠标右键点
击“默认样式”，然后在弹出得到菜单中选择“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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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修改段落样式

2)

在“段落样式”对话框中，选择“换行和分页”标签页。

3)

在“断字处理”下，点击勾选或者取消勾选“自动”选项。

4)

点击“确定”保存。

图 31：在段落样式中勾选“自动”断字处理选项

注意
在段落样式的“默认样式”中勾选启用自动断字处理会影响基于此“默认样式”的所有其
它段落样式。您可以单独更改其它样式以便使断字处理不自动启用；例如，您也许不希望
标题被自动处理断字。任何不基于默认样式的其它样式都不受影响。与段落样式相关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本书中的第 8 章和第 9 章。
您还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写作辅助 中设置断字的相关选项。在靠近对话框底部
的“选项”列表中，向下拖动滚动条就能看到与断字相关的这些设置选项。

54 | LibreOffice 文档写手 6.1 指南

图 32：在写作辅助中的断字相关选项
若要更改断字处理时的最少字符数，或者连字符之前或之后的字母数，请在“选项”列表中点击选择该
项，然后点击“编辑”按钮。
自动断字而不询问
对于断字词典无法识别的单词将不再提示您手动添加连字符。如果没有勾选此项，则遇到无法识别
的单词时，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手动输入连字符。
特殊区域断字
指定在脚注、页眉和页脚中也将执行断字。
只有当“段落样式”中的“断字处理”启用了“自动”时，“选项”对话框中“写作辅助”里设置的连
字选项才有效。

手动添加连字符
若要手动添加连字符，请不要使用（键盘上）普通的连字符，因为普通的连字符即使在添加或删除文本
后、或者更改页边距、更改字体大小之后，该单词已经不再位于行的末尾时，该连字符依然可见。相反，
使用软连字符则可以仅在必要时才会出现。
若要在单词中插入软连字符，请点击要显示连字符的位置，然后按下快捷键 Ctrl + 连字符（减号） ，或
者在菜单栏中选择 插入 > 格式化标记 > 软连字符。即使该段落样式的自动断字处理被关闭，当这个单词
位于该行的末尾时，该单词将在该位置被连字符断开。

使用自动更正
文档写手的的自动更正功能可以自动修正常见的拼写错误和输入错误。例如，“hte”会被更改为“the”。
它还可以用于插入特殊字符、表情符号和其它符号的相应代码。（译者注：此功能对中文也可用。）
文档写手安装完成后会打开自动更正。您可以禁用其中某些功能、修改其它功能或完全关闭它。
您可以添加您自己设定的更正选项或者特殊字符，也可以更改 LibreOffice 提供的更正选项或者特殊字符。
请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以打开“自动更正”对话框。在“替换”标签页里，
您可以设定需要更正的文本字符串以及更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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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自动更正”对话框中的“替换”标签页
若要禁止文档写手对某个单词的特定拼写进行替换，请转到“替换”标签页，点击选中该单词突出显示，
然后点击“删除”按钮即可。若要向列表中添加新的替换单词，请在“替换”标签页里的“要替换的字
词”文本框和“替换为”文本框中输键入文本，然后点击“新建”按钮。
若要关闭“自动更正”功能，请在菜单栏中点击取消勾选 工具 > 自动更正 > 在键入时。
与“自动更正”对话框里“选项”和“本地化选项”标签页相关的讨论，请参阅第 4 章，文本格式设置：
基础知识。

使用字词补全
如果启用了字词补全，则文档写手会尝试猜测您正在输入哪个单词、并且为提供您该单词的完整拼写提
示。若接受该建议，请按回车键即可。若不接受，你可以继续输入您的单词。
要若关闭字词补全，请选择 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 字词补全，然后点击取消选中“启用字词
补全”。

图 34：定制字词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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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自动更正”对话框中的“字词补全”标签页里自定义补全字词的条件（如图 34 所示），包括：

•

在接受补全的单词后面会自动“附加空格”（追加空格）。

•

将建议补全的单词“显示为提示”（在单词上悬停显示），而不是在键入时立刻填写文本。

•

处理文档时“收集单词”，然后保存它们以供以后在其它文档中使用，或者“当关闭文档时，从
列表中移除从该文档中搜集的字词”。

•

选择用于接受建议条目补全的按键，下拉菜单中的选项有：结束键（End），回车键
（Enter），空格键（Space bar），向右箭头键（→）和制表符键（Tab）。

•

修改为单词补全而需要搜集保存的单词至少要达到的“字词最小长度”（字符数），以及限制需
要搜集保存的单词的“最大条目数”（单词总数）。

•

从字词补全列表中删除选中的条目。

注意
某个单词只有在文档中第二次被输入时，才会自动补全这个单词。（译者注：第一次输入
时这个单词刚被搜集保存，第二次输入时才会从保存的列表里找到这个单词用来补全。）

使用自动图文集
自动图文集可以用于存储文本、表格、字段、图像和其它项目，以便重复使用。还可以为这些项目分配
某个快捷键以便于检索。例如，若您需要经常输入“高级管理”这个英文短语，不需要每次都输入
“Senior Management”，您可以设置自动图文集条目，实现输入“sm”后按 F3 时就插入“高级管理”
这个英文短语。
自动图文集分配给字段后，功能特别强大。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7 章，字段。

创建自动图文集
若要将某些文本存储为自动图文集，请按如下操作：

1) 在文档中输入文本。
2) 选择该文本。
3) 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自动图文集（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3 ）。
4) 在“自动图文集”对话框中（如图 35 所示），在“名称”框中输入自动图文集的名称。文档写
手会自动推荐一个字母作为快捷键，您可以更改这个快捷键（译者注：可以改为多个字母或汉
字）。
5) 选择自动图文集的条目类别，例如“我的自动图文集”。
6) 点击对话框底部的“自动图文集”按钮，然后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使自动图文集
无论在何处插入都保留特定格式）或者选择“新建（只是文字）”（使自动图文集在插入点采用
现有文本周围的格式）。
7) 点击“关闭”按钮返回到您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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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自动图文集”按钮下的唯一选项是“导入”，则表示您尚未输入自动图文集的名称，
或者文档中未选择任何文本。

图 35：定义一个新的自动图文集条目
若要将表格保存到自动图文集，请按如下操作：

1)

创建一个表格并制作成您的需要的格式。

2)

选择这个表格。

3)

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自动图文集（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3 ）。

4)

在“自动图文集”对话框的“名称”框中输入自动图文集的名称。可以选择修改推荐的快捷键，
然后选择自动图文集的条目类别。

5)

点击对话框底部的“自动图文集”按钮，然后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因为您需要保
留表格已做好的格式）。

6)

点击“关闭”返回到您的文档。

插入自动图文集
若要插入自动图文集，请输入想插入的条目的快捷方式然后按下 F3 键。

打印自动图文集条目列表
若要打印自动图文集的条目列表，请按如下操作：

1)

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宏 > 管理宏 > LibreOffice Basic。

2)

在弹出的 LibreOffice Basic 对话框里“宏来自”列表中，点击展开 LibreOffice 宏 >
Gimmicks。

3)

选择“AutoText”然后点击“运行”，然后就会在一个新的单独的文本文档中生成当前自动图文
集条目的列表。然后，您可以打印此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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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所选文字的大小写
若要快速更改文字的大小写，请选中要更改的文字，在菜单栏中选择 格式 > 文字，然后在子菜单中选择
以下选项之一：

•

大写字母，所有字母都改为大写。例如：UPPER CASE

•

小写字母，所有字母都改为小写（专有名词除外）。例如：lower case

•

循环切换大小写，每执行一次就切换一次，全部大写、全部小写、每个单词第一个字母大写。

•

首字母大写，句子或短语只有第一个字母大写（与任何专有名词一起）。例如：Sentence case

•

词首字母大写，每个单词第一个字母大写。例如：Capitalize Every Word

•

切换大小写，将每个字母更改为相反的情况，大改小、小改大。例如：tOGGLE cASE

亚洲文本也有几个选项（半角、全角、平假名、片假名）。这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改“事项”，而是
在广义上使用同一个字符的不同形式来替换原字符。未启用亚洲语言支持时，将隐藏这些选项。
文档写手没有自动执行“标题中所有单词大写”的方法，除非是由非普遍标准化的规则定义的某些子集
才有这种功能。若要实现此效果，您可以使用“词首字母大写”，就能还原那些大写不正确的单词。
您还可以使用“字符”对话框或者字符样式来更改文字的大小写。请在菜单栏中选择 格式 > 字符，在弹
出的中“字符”对话框中点击“字体效果”标签页，然后在“特效”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的大小写类型。
“大写字母”把所有的字母都改为大写；“小写字母”把所有的字母都改为小写；“标题文字”将每个
单词的首字母大写；“小型大写字母”把所有的字母都改为大写，但把字体的尺寸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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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格式 > 文字 菜单还包括几个手动格式选项，包括粗体，斜体，上标和其它。这些将在本书
的其它地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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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本工作：高级技巧

简介
本章将介绍使用文档写手进行文本工作的相关高级工具，其中包括：

•

内置语言工具

•

高级查找和替换技术，以及使用通配符

•

追踪修订和插入注释

•

脚注和尾注

•

链接到文档的其它部分

•

行号

假定您已熟悉第 2 章“文本工作：基础知识”中介绍的基础文本技术。我们建议您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格式化辅助 中点击勾选显示格式辅助工具，例如段落结尾、制表符、中断以及其
它项目。（译者注：还应该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选中“格式标记显示切换”按钮，就在“检查拼
写”按钮的旁边，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0，才能显示这些格式符号。）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读
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与文本格式设置（字符，段落，列表）相关的信息，请参阅第 4 章。

内置语言工具
如果您在同一文档中混合多种语言，或者使用各种语言编写文档，文档写手会提供一些工具，使您的工
作更轻松便捷：

•

段落和字符样式

•

工具 > 语言 中的功能

•

选项 中的语言设置

•

状态栏上可用的功能

更换文本选项中的语言好处在于：您可以使用正确的词典来检查拼写，并且可以应用本地化版本的自动
更正替换列表、词典、以及连字规则等。语法检查字典也可用于所选择的语言。
您还可以将段落或一组字符的语言设置为“无（不检查拼写）”。当您插入不想检查拼写的网址、或者
编程语言片段等文本时，此选项特别有用。

使用段落和字符样式
在菜单栏中选择 样式 > 编辑样式， 弹出的“段落样式”对话框里“字体”标签页中，可以更改当前光标
所在段落所使用的段落样式的语言（如图 36 所示），其它段落如果使用的也是这个段落样式，其语言设
置也会同步被改变。如果您希望在同一个文档中为各个不同的段落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那么您可以设
置多个不同的段落样式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例如，您可以在一个文档中同时包含有设定为英语正文和
法语正文的段落。
您还可以把将光标放在段落中，然后点击任务栏上的语言进行更改，这样可以设置某些段落使用与文档
其余部分语言不同的语言。
关于如何管理样式语言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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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段落样式中的语言设置

使用 工具 > 语言
您可以转到菜单栏上的 工具 > 语言，然后在子菜单中选择设置整个文档的语言、单个段落的语言、甚至
单个单词或字符的语言，子菜单中的选项有：

•

用于选区，将指定的语言应用于所选中的文本。如果您想要应用的语言未在子菜单中列出，请点
击选择“更多...”，可以打开“字符”对话框进行设置。

•

用于段落，将指定的语言应用于光标所在的段落。如果您想要应用的语言未在子菜单中列出，请
点击选择“更多...”。

•

用于所有文本，将指定的语言应用于整个文档，包括进行语言更改后插入的文本。如果您想要应
用的语言未在子菜单中列出，请点击选择“更多...”。

•

更多...，将会打开“字符”对话框，您可以在“字体”标签页上选择所需的语言。当某个语言被
应用于文档里选中的文本或者段落后，该语言将会出现显示在子菜单上，可用于选区、段落和所
有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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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栏上选择 工具 > 语言 弹出的子菜单中的“重设为默认语言”选项是用于快速把选区、段落或所有文
本的语言返回到使用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中设置的默认语言（如下所述）。

使用选项中的语言设置
更改整个文档语言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在菜单栏中选择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语言。在“文档的默认
语言”部分中选择的语言，会应用于所有未明确标记为其它语言的文本（如图错误：引用源未找到所
示）。

警告
在“选项”对话框中对默认语言的更改是 LibreOffice 设置里的通用性更改，因此将会应
用于将来创建的所有文档。如果只想更改当前文档的语言，请务必点击勾选“仅适用于当
前的文档”选项（如图 37 所示）。

图 37：语言设置中的各个选项

注意
在在菜单栏中选择的 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语言 里，包含有各种语言的下拉菜单里，
只有旁边带有复选标记符号的那些语言，才会适用于拼写检查器。如果您没有在您选用的
语言旁边看到此符号，则可以使用 工具 > 语言 > 更多联机词典 在线安装词典。（译者注：
截止翻译到此处之时，无中文拼写检查词典可用，这也许是因为中文的词汇及断句比较复
杂。）

使用状态栏
用于检查拼写的语言也会显示在状态栏中，旁边是正在使用的页面样式。点击状态栏中的“文本的语
言”即可弹出选项菜单，您可以更改段落或整个文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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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状态栏中的语言选项
状态栏中的“文本的语言”菜单和子菜单中的“重设为默认语言”选项是用于快速把选区、段落或所有
文本的语言返回到使用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中设置的默认语言。

查找和替换的高级技巧
文档写手的“查找和替换”功能不仅仅是查找和替换单词和短语（如第 2 章中所述），您还可以用来查
找和替换文字属性、格式和段落样式。

查找和替换文本属性和格式
“查找和替换”的其中一个强大功能就是使用“属性”和“格式”选项。例如，您也许希望用斜体字替
换带下划线的单词。
若要查找已不是默认值的、更改过的、某些特定的文字属性，例如对齐方式、背景、字体颜色、行间距
等，请按如下操作：

1)

在菜单栏中选择 编辑 > 查找和替换，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其它选项”旁的小三角形箭头，
在展开的选项列表里，点击“属性”按钮。

2)

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的列表中，点击勾选您需要搜索的属性，然后点击“确定”。所选择的
属性的名称会显示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的“查找”文本框下面。例如，若要搜索已经更改
过的、不是默认字体颜色的文字，请点击勾选“字体颜色”属性。点击“确定”之后，“查找和
替换”对话框中的“段落样式”选项会变成“包括样式”选项。

3)

在“查找”文本框中输入想要查找的文字，然后点击“查找下一个”或者“查找全部”开始搜索
文档。

若要查找特定格式，例如粗体、斜体、字体大小等，请按如下操作：

1) 在菜单栏中选择 编辑 > 查找和替换，弹出“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2) 若要查找带有特定格式的文字，请在“查找”文本框中输入您想要查找的文字。如果仅仅需要搜
索某种特定格式（不限定文字内容），那么请删除“查找”文本框中的所有字符。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其它选项”旁的小三角形箭头，在展开的选项列表里，点击“格式”按
钮，会弹出“Search for formatting 查找格式”对话框，此对话框上的标签页与“段落”和
“段落样式”对话框中的标签页类似。
4) 选择您需要搜索的格式，然后点击“确定”。所选择的格式的名称会显示在“查找和替换”对话
框中的“查找”文本框下面。例如，您可以搜索大小为 14 磅、粗体、Times New Roman 字体
的所有文本。点击“确定”之后，“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的“段落样式”选项会变成“包括样
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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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替换格式，请先点击“替换”文本框，然后再次点击“格式”按钮，在弹出的“Search for
formatting 查找格式”对话框中选择您想要使用的格式，点击“确定”，所选择的用于替换的
格式将显示在“替换”文本框下方。若要同时替换文字和格式，请在“替换”文本框中输入用于
替换的文字。
若要删除特定的字符格式，请先点击“替换”文本框，然后再点击“格式”按钮，在弹出的
“Search for formatting 查找格式”对话框中，选择“字体”标签页，然后选择相反的格式
（例如，“无粗体”）。或者，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上，先点击“替换”文本框，然后再点
击“无格式”按钮，就能清除以前选择的用于替换的所有格式。

6) 点击“查找下一个”、“查找全部”、“替换”或“全部替换”按钮， 开始搜索文档或者开始替
换工作。

警告
请在完成搜索后点击“无格式”按钮以删除“查找”文本框下显示的属性和格式。除非您
下一次仍打算使用相同的属性或相同的格式搜索其它文本，否则，如果没有点击“无格
式”按钮，下一次搜索可能在文档中无法找到您想要的单词（译者注：包括按快捷键 Ctrl
+ F 弹出的“查找”工具栏也会继承使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指定的属性和格式，所
以一定要记得点击“无格式”按钮删除指定的属性和格式 ）。

查找和替换段落样式
合并来自多个来源的资料可能会导致在文档中出现不需要的段落样式。若要快速将所有段落从一个（不
需要的）样式更改为另一个（首选）样式，请按如下操作：

1)

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展开“其它选项”，点击勾选“段落样式”。此时，“查找”和“替
换”的文本框会变成下拉菜单，其中包含有文档中使用的样式列表。
如果指定了属性或格式，则“段落样式”选项会变为“包括样式”。可以点击“无格式”按钮删
除所有指定的属性和格式，“包括样式”选项会重新变为“段落样式”。

2)

分别在“查找”和“替换”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搜索和替换的样式。

3)

点击“查找下一个”、“查找全部”、“替换”或“全部替换”按钮， 开始搜索文档或者开始替
换工作。

对于您需要替换的其它每个样式，重复步骤 2 和步骤 3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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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类似查找
搜索与“查找”文本框中的文字类似的单词（译者注：此功能不适于搜索中文字词）。例如，类似查找
可用于搜索与“查找”文本框中的单词有 2 个字母不一样的其它单词。
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点击勾选“类似查找”选项，然后点击“相似性”按钮，在弹出的“类似查
找”对话框里，您可以设定搜索条件，例如设定与需要查找的单词长度不同的字符数（如图 39 所示）。
交换字符
输入可以与所查找的单词交换的字符数。例如，如果指定 2 个交换字符，则单词“black”和
“crack”被认为是相似的。
添加字符
输入比所查找的单词字符数更多、可增加的最大字符数。
删除字符
输入比所查找的单词字符数更少、可减少的最大字符数。
合并
搜索与以上设置的任何组合都匹配的单词。（译者注：勾选此项即以上三项条件可以同时发生，能
匹配的单词会更多。不勾选此项则匹配的单词会较少。）

图 39：类似查找对话框

使用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
“通配符”是用于表示一个或多个未指定字符的特殊字符。通配符可以使文本搜索功能更加强大，通常
不用于具体的指向。LibreOffice 允许您使用称为“正则表达式”的字符组合，这些字符组合比简单的通
配符更为具体，但比字面上的潜在含义比字符串更少，因此正则表达式非常强大但不是很直观。将多个
查找组合成一个查找组合，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表 5 显示了 LibreOffice 使用的一些正则表达式。

提示
在线帮助有更多的正则表达式及其用法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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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搜索和替换时使用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请按如下操作：

1) 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点击“其它选项”旁边的三角形箭头展开查看更多选项，在其中点
击勾选“正则表达式”选项。
2) 在“查找”文本框中输入您需要搜索的文本（包括通配符），如果需要替换文本的话，可以在
“替换”文本框中输入用于替换的文本。换行符（\n）是有效的替换字符，但并非所有正则表达
式都被用来作为替换字符。
3) 点击 查找下一个、查找全部、替换或全部替换（不推荐），即可进行搜索或替换。

注意
若要搜索已经被定义为通配符的字符，请在该字符前输入反斜杠（\）就能以该字符的字
面含义使用它。例如：若要查找文本 $5.00，您应当使用 \$5\.00 来进行搜索。
表 5：用于搜索的通配符（正则表达式）的示例
通配符（正
查找目标
示例及注释
则表达式）
任意一个字符

. (点号)

b.d 可以找到 bad、bud、bid 和 bed。

包含指定的字符中的某一
个

[xyz]

b[iu]n 可以找到 bin 和 bun.

包含指定的字符范围中的
某一个

[x-y]

[r-t]eed 可以找到 reed、seed、和 teed。字符的范围必

包含除括号内的字符外的
任何一个字符

[^x]

p[^a]st 可以找到 post 和 pest，但找不到 past。

一个单词的开头

\<start

\<log 可以找到 logbook 和 logistics，但找不到 catalog。

一个单词的结尾

end\>

Log\> 可以找到 catalog，但找不到 logistics。

段落标记

$

不能作来为替换用的字符，请使用 \n 作为替代。

换行符

\n

可查找使用快捷键 Shift + Enter 插入的换行符。用作替
换字符时，它会插入段落标记。

须按字母顺序升序排列。

文档的追踪修订
您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对文档所做的修订进行追踪。

•

对文档的副本进行修订（存储在不同的文件夹中、使用相同的文件名，或者使用不同的文件名），
然后使用文档写手比较这两个文件，并且显示出您所做过的修订。如果您是处理该文档的唯一人
员，则此技术特别有用，因为它不会像其它方法那样导致文件增大且结构变得复杂。

•

保存多个版本用作原始文件的一部分。但是，在大型或复杂文档上使用此方法可能会出问题，尤
其是在保存了许多个版本的情况下。因此，请尽量避免使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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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文档写手的修订标记（通常称为“红线”或“修正标记”）来显示已添加或者已删除的材料、
或者已更改的格式。之后，您或其他人可以查看、然后接受或者拒绝每一项修订。

注意
并非所有修改改都会被记录。例如，把制表位从左对齐改为右对齐、修改公式（方程式）、
或者修改已链接的图像等，都不会被记录。

审阅文档的前期准备
当您将文档发送给其他人进行审阅或编辑时，您可能需要先提前做好文档的前期准备，以便编辑或审阅
者不必每次都要手动打开修订标记。做好文档保护之后，任何后续用户都必须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关闭
文档保护、或者接受或拒绝修订。

1)

打开文档。转到菜单栏的 文件 > 版本 ，检查该文档是否包含多个版本。如果列出了多个版本，
请将当前版本另存为具有不同名称的单独文档，并将此新文档用作审阅副本。

2)

打开审阅副本，确保修订记录已经打开。修订记录打开后，菜单栏中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开始
修订记录 旁边会出现一个复选标记。

3)

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保护。在弹出的“输入密码”对话框中，输入密码（两次），
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提示
上述步骤 2 和步骤 3 有一个替代方法是：转到菜单栏的 文件 > 属性 > 安全 标签页，点击
勾选“记录更改”选项，然后点击“保护”按钮，然后在弹出的“输入密码”对话框中输
入密码。

修订记录
您可以在菜单栏的 视图 > 工具栏 里点击勾选“追踪修订”。如果您不喜欢显示方式的默认设置，可以查
看如何修改设置的相关信息，请参阅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1)

若要开始追踪修订（修订记录），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修订记录。若要显示或隐
藏修订部分的显示，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显示。（译者注：也可以在“追踪修
订”工具栏里点击“记录追踪修订”按钮，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Shift + E。）

提示
将鼠标指针放在已标记的修订处，在上面悬停一会，您将会看到一个帮助提示，显示有修
订的类型、作者、日期和修订的时间。（译者注：作者的相关信息可以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用户数据 里修改。）如果在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查看 中点击勾选启用了“Tooltios on tracked changes 追踪修订的提示”，
您还可以在鼠标悬停时看到为此修订所记录的所有注释。（译者注：6.1 版此功能暂时无
效。）

2)

若要在已标记的修订处添加一个注解，请将光标放在修订区域中，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
修订 > 注解，然后在弹出的“注释”对话框中添加注释（如图 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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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除了显示在扩展提示中，还会显示在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管理更改 对话框的列表中
（如图 41 所示）。
若要从一个已标记的修订处移动到下一个，请在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中（或者在“追踪修
订”工具栏里）使用箭头按钮。如果没有记录更改的注释，则“文本”的列表框内为空。

3)

若要停止记录更改，请再次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修订记录。（译者注：也可以在
“追踪修订”工具栏里点击“记录追踪修订”按钮，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Shift + E。）

提示
其它与修订记录无关的注释文本的方法，请参阅第 72 页的 “添加其它批注” 。

图 40：修订记录时插入一个注解

接受或拒绝修订
若要接受或拒绝已记录的修订，请使用以下任意一样工具：

•

“追踪修订”工具栏

•

鼠标右键点击弹出的菜单

•

“管理修改”对话框

•

侧边栏中的“管理更改”栏目（只有在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高级 中点击勾选
“启用实验性功能”时，此栏目才会呈现。）

接受或拒绝修订的结果如下：

•

接受：将该处修订后的内容合并到文档中，并且删除该处的修订指示标记。

•

拒绝：将该处的内容恢复为修订前的文档原始状态，并删除该处的修订指示标记。

“追踪修订”工具栏
为了快速轻松地完成接受和拒绝修订的工作，您可以使用“追踪修订”工具栏，工具栏中包含有与菜单
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子菜单上显示的、功能相同的按钮。若要启用“追踪修订”工具栏，请转到菜单栏
的 视图 > 工具栏 里点击勾选“追踪修订”。您可以将此工具栏停靠在方便的位置，或者将其保持浮动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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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键点击弹出菜单
1) 如果已记录的修订部分未显示出来，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显示。

2)

将鼠标指针放在已标记的修订处，在上面悬停一会，将出现到一个提示框，其中显示有修订的类
型、作者、日期和修订的时间等信息。

3)

使用鼠标右键点击修订过的文本，在弹出的菜单中，可选择“接受更改”或者“拒绝更改”。

“管理更改”对话框
1) 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管理（或者在“追踪修订”工具栏里点击“管理追踪修订”
按钮），将会弹出“管理更改”对话框（如图 41 所示），其中显示有尚未决定接受或拒绝的修
订。

2)

当您在对话框中选择某个修订项目时，文档中的修订内容会突出显示，于是您可以看到文档编辑
器中的变化。

3)

点击“接受”或“拒绝”按钮，即可接受或拒绝所选中的那一项修订。如果您不打算单独一项一
项地查看，也可以点击“全部接受”或“全部拒绝”按钮。

若要仅显示某些人的修订、或者仅显示特定日期的修订、或者打算限定其它各种修订情况的显示，请在
“管理更改”对话框中打开“过滤”标签页（如图 42 所示）。指定筛选条件后，返回“列表”标签页就
可以查看到符合条件的修订项目。

图 41：管理更改对话框里的列表页面

图 42：管理更改对话框里的筛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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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边栏中的“管理更改”栏目
侧边栏中的“管理更改”栏目显示的信息与上述“管理更改”对话框中的信息相同。（译者注：只有在
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高级 中点击勾选“启用实验性功能”时，侧边栏中的“管理更
改”栏目才会呈现。）

比较文档
有时，审稿人可能会忘记对他们所做的修订进行记录。只需要比较原始文档和编辑过的文档，您就可以
找出修改过的地方。若要比较两个文档，请按如下操作：

1)

打开编辑过的文档。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比较文档（或者在“追踪修订”工具栏
里点击“比较通过非修订模式更改的文档”按钮）。

2)

在弹出的 “比较”对话框中，选择原始文档，然后点击“打开”按钮。

文档写手将搜索并标记所做过的修订，并弹出“管理更改”对话框。然后，您可以按照之前所述的操作，
完成接受或拒绝修订的工作。

合并修改后的文档
到目前为止，之前所讨论的，都是假定发生在您一次只有一个审阅者时的情况。但是，有时候会有多个
审阅者，并且都会同时返还给您编辑过的文档。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审查所有的这些更改，可能工作效
率会更高，而不是审查一次又一次。为此，您可以在文档写手中合并文档。
若要合并文档，所有已编辑过的文档都必需记录其中的修订。然后请按如下操作：

1) 打开一份文档副本。
2) 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追踪修订 > 合并文档（或者在“追踪修订”工具栏里点击“合并通过修
订模式更改的文档”按钮），然后在弹出的 “与…合并”对话框中，选择要与第一个文档合并的
另一个文档副本，然后点击“打开”按钮。
3) 这两个文档合并后，将会弹出“管理更改”对话框（如图 41 所示），其中显示有多个审阅者的
修订记录。若要合并更多文档副本，请关闭“管理更改对话框，然后重复步骤 2。
4) 重复以上操作，直到所有的文档副本都合并完毕。
现在所有记录过的修订都包含在同一个副本中，可以用另一个文件名保存此文档。

添加其它批注
文档写手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注释，作者和评论者可以使用这些批注来交换想法、征求建议或者标记需
要注意的项目。
您可以选中一大块文本（包括多个段落）作为要突出显示批注的区域。您也可以在单独的一个点上插入
注释。若要插入批注，请选择文本，或者将光标放置在批注所引用的位置，然后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批注，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Alt + C。
文档中的批注锚点通过一条虚线连接到页面右侧的批注文本框，您可以在其中输入批注的文本，或者回
复别人的批注。在水平标尺的右端还会出现一个“批注”按钮（如图 43 所示），您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显
示或隐藏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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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写手会自动为批注添加作者姓名和时间戳、显示该批注的创建时间。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用户数据，您可以在此配置或修改要在批注的“作者”字段中显示的名称。
点击文档页面上的其它某个位置就能完成批注，否则您将会一直停留在批注中。
如果多个人编辑过同一个文档，则批注会自动为每个作者分配不同的背景颜色。图 43 的样例显示的是两
个不同作者的批注文本。如果某一个作者标记批注的文本刚好与其他作者标记批注的文本相重叠，则第
二个作者的批注将与第一个作者的批注嵌套显示。
鼠标右键点击批注（或者点击批注右下角的三角形箭头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您可以回复批注、删
除当前批注、删除同一作者的所有批注、或者删除文档中的所有批注。在此菜单中，您还可以选择“格
式化所有批注”，会弹出“字符”对话框，将一些基本格式应用于批注，可以从下拉菜单中更改字体类
型、大小和对齐方式等。
若要从一个批注跳转到另一个批注，请打开导航器（快捷键 F5），展开“批注”部分，然后鼠标双击导
航器里的批注文本，就能将光标移动到文档中批注的锚点所在处。鼠标右键点击导航器里的某个批注文
本，在弹出的菜单里，可以在“批注”子菜单中选择编辑或者删除该批注。
您还可以使用键盘来跳转切换批注。使用快捷键 Ctrl + Alt + Page Down 可以跳转到下一个批注，按下
快捷键 Ctrl + Alt + Page Up 可以跳转到上一个批注。

图 43：LibreOffice 里的批注
批注也可以被打印出来，并且可以打印在文本右边的空白处，就像在屏幕上显示的那样。为了适应打印
纸张的尺寸，每个页面都会被按比例缩小，以便为批注预留打印的空间。（译者注：请转到菜单栏的 文
件 > 打印 > 常规，在“打印”栏目下的“批注”下拉菜单里，可选择将批注放置在页面的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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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脚注和尾注
脚注显示在引用它们的那一页的页面底部。尾注集中排列在文档的末尾。
若要有效地使用脚注和尾注，您需要：

•

插入脚注并且设定其格式。

•

如果默认值不符合您的需要，请在页面上设定脚注的位置、以及分隔线的颜色、还有线条样式
（请参阅第 5 章，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插入脚注和尾注
若要插入脚注或尾注，请将光标放置在需要标记脚注或尾注的位置。然后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脚注和
尾注，然后在子菜单中选择“脚注”或“尾注”，或者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插入脚注”或“插入
尾注”按钮。
脚注或尾注的标记会被插入文本中，根据您的选择不同，光标将会被重新定位到页面底部的脚注区域、
或者文档末尾的尾注区域。您可以在此区域中输入脚注或尾注的内容。
或者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脚注和尾注 > 脚注或尾注，在弹出的“插入脚注/尾注”对话框中（如图 44 所
示），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是否使用脚注设置中指定的自动编号顺序，以及决定是插入脚注或者插入尾注。

图 44：插入脚注或尾注
如果您使用的是在子菜单中选择的“脚注”或“尾注”（不是使用“插入脚注/尾注”对话框），那么脚
注或尾注将会自动采用以前在“脚注设置”对话框中设定的属性。
您可以像编辑任何其它文本一样编辑现有的脚注或尾注。
若要删除脚注或尾注，只需删除文档中脚注或尾注的标记即可。脚注或尾注的内容会同时被自动删除，
其它的脚注或尾注的编号会自动调整。

设定脚注/尾注的格式
若要对脚注或尾注自身的格式进行设置，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脚注和尾注。在弹出的“脚注/尾注设
置”对话框上，根据您的需要选择相关设置（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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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定义脚注的格式

链接到文档的另一部分
如果您输入的文本是对文档其它部分的交叉引用，那么在您重新排列某些标题的顺序、添加或删除材料、
或者重命名某些标题之后，之前输入的引用部分就很容易变得过时、不再适配。文档写手提供了两种方
法，插入可跳转到同一文档的其它部分、或者跳转到不同的文档的链接，这样就可以确保您对文档其它
部分的引用始终是最新的。这两种方法是：“超链接”和“交叉引用”。
这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相同的结果：如果在文档写手中打开文档时，按着 Ctrl 键并点击该链接，那么会直
接跳转到交叉引用的项目。但是，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

•

如果您修改了所链接项目的文本，“超链接”中的文本并不会自动更新（尽管您可以手动修改
它），但“交叉引用”会自动更新文本。

•

使用超链接时，您无法选择所链接的内容（例如文本或页码）；但在使用交叉引用时，您可以有
多种选择，包括书签。

•

若要超链接到一个对象（例如一幅图像），并且想让该超链接显示相关的文本（例如“图 6”），
那么请为这个对象指定一个相关的名称，而不是让其继续保留默认名称（例如“Graphics6”），
也可以使用“超链接”对话框修改可见的文本。相比之下，带有标题和数字的交叉引用会自动显
示相关的文本，并且该引用的名称有多个显示方式供您选择。

•

如果您将文档保存为 HTML 网页文件，那么超链接将会保持活动状态（鼠标点击即可跳转页面），
而交叉引用则不会。（当文档导出为 PDF 文件时，两者都会保持活动状态。）

使用交叉引用
若要确保插入的引用内容能在重命名标题、条目、或者其它链接项目时自动更新，请使用自动交叉引用。
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7 章“字段”中的“使用自动交叉引用”。

使用书签
书签会在导航器中显示列出，只需鼠标双击即可直接跳转到该页面。在 HTML 网页文档中，书签将会被
转换为可以通过超链接跳转的锚点。有关书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7 章“字段”中的“使用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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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超链接
当您输入可用作超链接的文本（例如网站地址或者 URL），然后按空格键或回车键时，文档写手会自动
创建超链接，且并使用相应的文本格式（通常是添加一个颜色和下划线）。
如果没有文档写手会自动创建超链接，您可以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 自动更正
> 选项，点击勾选“识别 URL”选项，就能启用此功能。
如果您不希望文档写手将特定某个 URL 转换为超链接，请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撤消命令：自动更正，或
者在 URL 被转换为超链接后立即按下快捷键 Ctrl + Z。
您还可以使用“导航器”和“超链接”对话框插入超链接，并且可以使用“超链接”对话框修改所有的
超链接，将在本节详细介绍。

注意
文档之间的超链接可以设置为相对或者绝对，请转到 工具 > 选项 > 载入/保存 > 通用 中点
击勾选“保存相对于文件系统的 URL 地址”选项。
只有当您正在处理的文档和所链接的目标位于同一驱动器上时，才能进行相对链接，并且
您需要在硬盘上创建与文档的链接目标相同的目录结构。

LibreOffice 在内部使用绝对路径名，因此当您将鼠标光标移动到超链接上时，即使这个内
部超链接已经设置为相对链接，光标的工具提示也会显示为绝对引用。

使用导航器插入超链接
若要插入一个超链接，转到同一文档的另一部分，最简单方法是使用导航器，请按如下操作：

1) 打开包含有您打算交叉引用某个项目的文档。
2) 打开导航器（请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导航，或者按下快捷键 F5，或者在打开的侧边栏上选择
“导航”标签，或者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导航”图标）。
3) 点击“拖拽模式”图标旁边的箭头，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插入为超链接”。
4) 在导航器底部的“文档”下拉菜单列表中，选择包含有您打算交叉引用的项目的文档。
5) 在“导航”列表中，选择您打算作为超链接插入的项目。
6) 用鼠标点击该项目并按住不放，拖拽到将项目拖动到要在文档中插入超链接的位置，这个项目的
名称就会被作为一个活动超链接插入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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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使用导航器插入超链接

使用超链接对话框
若要显示“超链接”对话框（如图 47 所示），请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插入超链接”图标，或者转
到菜单栏的 插入 > 超链接，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K。若要将现有的文本转换为链接，请在打开对话框
之前将其选中。

图 47：超链接对话框中的互联网链接相关设置
在对话框的左侧，有四种类型的超链接可供选择：

•

互联网： 一个网站地址，通常以 http:// 开头。

•

邮件：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

文档：另一个文档或者同一个文档中的其它位置。

•

新建文档：使用超链接创建新的文档。

对话框的右边的上半部分，可以根据您的需要修改超链接的类型。每一个选择及其相互作用的完整介绍
超出了本章节所能涵盖的知识范围。在此，仅就文档中使用的最常见的选项罗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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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互联网”超链接，请选择超链接类型（在网页，FTP 或 Telnet 之间进行选择），然后输入所需的
网站地址（URL）。（译者注：6.1 版没有 Telnet 选项。）
对于“邮件”超链接，请指定接收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主题。
对于“文档”超链接，请指定文档路径（点击“打开文件”按钮可打开文件浏览器）；若要链接到同一
个文档中的目标，请将此处保留空白即可。中间的“文档中的链接目标”（例如一个特定的图像）是一
个可选项，点击右边的“文档中的链接目标”按钮，在弹出的导航器中，您可以在其中选择需要链接的
目标。或者如果您知道需要链接的目标的名称，也可以在“目标”文本框中输入名称。
对于“新建文档”超链接，请指定是“现在编辑”新创建的文档、还是仅创建它即可（“以后编辑”），
并指定需要创建的文档类型（文本文档，电子表格等）。对于文本文档，“现在编辑”可能是更好的选
择。点击右边的“选择路径”按钮可打开文件浏览器。
对话框右边下半部的“其它设置”对于所有的超链接类型都是通用的，尽管某些选项与某些类型的链接
看似不相关。

•

“框架”用于指定超链接的打开方式。这适用于使用网页浏览器中打开文档。（译者注：_top
在整个浏览器窗口中打开超链接，忽略所有框架结构；_parent 在有框架结构的网页里，父级窗
口或框架中打开超链接；_blank 在新建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超链接；_self 在本窗口或本框架中
打开超链接。）

•

“形式”用于指定超链接是以“文本”还是以“按钮”形式显示。

•

“文本”用于指定用户可见的文本。

•

“名称”适用于 HTML 网页文档。用于指定文本作为 NAME 属性添加到超链接后面的 HTML 代
码中。（译者注：NAME 属性常用于在网页的表单中传递数值，类似一个变量的名称。）

•

“事件”按钮：此按钮可允许 LibreOffice 对用户所编写的某些代码（宏）事件作出反应。本书
的知识范围不涉及此功能。

编辑超链接
若要编辑超链接，请点击链接文本中的任意位置，然后点击“标准”工具栏上的“超链接”图标，或者
转到菜单栏中的 编辑 > 超链接，在弹出的“超链接”对话框中进行更改，然后点击“应用”按钮。如果
需要编辑多个超链接，可以保持“超链接”对话框打开的状态，继续编辑下一个超链接，请确保在每个
超链接编辑完成之后点击“应用”按钮。所有的超链接都编辑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退出对话框。
若要跳转到超链接的目标页面，在 LibreOffice 中标准（默认）的操作是使用 Ctrl + 鼠标点击。若要禁止
此操作，可以转到菜单栏的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安全 > 安全性选项和警告 > 选项，在弹出的
“安全性选项和警告”中，点击取消“打开超链接要求 Ctrl-点击”这个选项的勾选即可。
若要更改超链接的颜色，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应用程序颜色，在“自定义颜
色”列表中的“常规”分类下，点击勾选“未访问的链接”和（或）“已访问过的链接”，然后在旁边
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新的颜色，最后点击“确定”即可。警告：这将会更改 LibreOffice 所有组件中所有超
链接的颜色——这可能不是您想要的效果。
在文档写手和电子表格中，您还可以修改互联网链接的字符样式，或者定义新的样式，并将其应用于所
选中链接（但在绘图或者文稿演示中不能使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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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号
行编号通常放在页边距中，一般用于法律文件、诗歌、以及编程代码列表等。文档写手可以为整个文档、
或者选定的段落中插入行编号。打印文档时也会打印行号。您还可以在行编号之间添加分隔符。图 48 显
示的是每行都有编号的样例。
您可以选择需要显示编号的行数（例如，每一行或每十行显示一个行编号）、编号的格式、以及是否每
页重新开始编号。此外，可以为不同的编号方案（使用您输入的任何文本）设置文本分隔符（例如，每
12 行显示一个分隔符）。

图 48：行编号示例
若要为整个文档添加行编号，请按如下操作：

1)

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行编号，在弹出的“行编号”对话框左上角，点击勾选“显示编号”选项
（如图 49 所示）。

2)

然后选择其它所需的选项，点击“确定”即可。

图 49：行编号对话框
若要为特定的某些段落添加行编号，请首先在文档中禁用行编号的功能，然后再为特定的段落或段落样
式启用显示行编号。
若要禁用文档的行编号，请编辑段落样式中的“默认样式”（因为所有段落样式都基于默认样式）：

1)

在侧边栏中，点击“样式”标签，然后在展开的“样式”栏目中点击“段落样式”图标。

2)

在“样式”栏目的列表中，鼠标右键点击“默认样式”，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修改”。

3)

在弹出的“段落样式”对话框中，选择“大纲和编号”标签页（如图 50 所示）。

4)

在“行编号”区域中，点击取消“在行编号中包含这个段落”的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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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确定”。

图 50：禁用文档的行编号
若要为特定段落启用行编号，请按如下操作：

1)

选择需要添加行编号的段落。

2)

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段落，在弹出的“段落”对话框中，选择“大纲和编号”标签页。

3)

在“行编号”区域中，点击勾选“在行编号中包含这个段落”。

4)

点击“确定”。

您还可以创建包含行编号的段落样式，并将其应用于需要添加行编号的段落。例如，若要对文档中的程
序示例代码行进行编号，您也许希望使用与普通文本不同的字体或者缩进。
若要指定行编号的起始数字，请按如下操作：

1)

在需要行编号的段落中点击一下，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段落。

2)

在弹出的“段落”对话框中，选择“大纲和编号”标签页，在“行编号”区域中，点击勾选“在
行编号中包含这个段落”。

3)

点击勾选“在这个段落中重新开始”，然后在“起始”项目的文本框中输入数字。

4)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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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文本格式设置

简介
本章将介绍了在文档写手中对文本进行格式设置的基础知识。以下是 LibreOffice 的文字处理组件：

•

段落和字符格式设置

•

使用自动格式配置

•

创建项目符号，编号，大纲列表

假定您熟悉第 2 章“文本工作：基础知识”和第 3 章“文本工作：高级”中所述的文本操作技巧。
我们建议您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格式化辅助 中点击勾选显示格式辅助工具，例如段落
结尾、制表符、中断以及其它项目。（译者注：还应该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选中“格式标记显示切
换”按钮，就在“检查拼写”按钮的旁边，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0，才能显示这些格式符号。）相
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读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页面格式设置将在第 5 章和第 6 章中介绍。

建议您使用样式
样式是使用文档写手的核心。样式能让您轻松地使文档的格式保持一致，并且可以毫不费力地修改格式。
一个样式就是一套有名字的格式选项。当您应用某个样式时，就等于同时应用了这一整套格式设置。
此外，LibreOffice 会在许多进程上使用样式，即使您不了解它们。例如，文档写手在编译目录的列表时
就依赖于标题样式（或者您指定的其它样式）。因此，强烈建议使用段落样式，替代手动对每个段落进
行格式设置这样的旧方法，尤其是对于长篇文档或标准化文档更应如此。强烈建议使用字符样式，而不
是手动对单个字符进行格式设置。
与样式及其使用方法相关的信息，请参阅本书中的第 8 章和第 9 章。
使用侧边栏的“样式”面板可以轻松快速地应用样式。

警告
手动的格式设置（也称为直接格式化）会覆盖样式，并且您无法通过对其应用样式来清除
手动的格式设置。

清除手动的格式设置
若要清除手动的格式设置，请选中需要清除格式的文本，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清除直接格式，或者
点击“格式”工具栏上的“清除直接格式”图标，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M。

注意
清除直接格式后，文本格式将返回其所处段落所应用的段落样式，而不是默认的段落样式。

段落格式设置
您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上的各种图标，或者使用侧边栏的“属性”栏目的“段落”面板，将其中的
多种格式设置应用于段落。如果侧边栏没有出现，请转到菜单的 视图 > 侧边栏。另外，并非所有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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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在标准安装中都可见，您可以自定义工具栏显示您经常使用的工具图标（请参阅第 1 章，文档写手
简介）。“段落”对话框中提供了其它格式设置选项（请参阅第 88 页）。
在“格式”工具栏上，相关的图标和格式按钮包括（某些图标默认未显示）：

•

“设定段落样式”下拉菜单（侧边栏“属性”栏目里的“样式”下拉菜单）。

•

项目符号开/关（带有符号样式的标签）——请参阅第 99 页。

•

编号列表开/关（带有数字样式的标签）——请参阅第 99 页。

•

左对齐，居中对齐，右对齐，两端对齐。

•

顶部对齐，垂直居中，底部对齐。

•

设置行间距（从 1、1.15、1.5、2，或者“自定义值：行距”中选择）。

•

增加段落间距，减少段落间距。

•

增大缩进，减少缩进。

•

段落（打开“段落”对话框）。

侧边栏打开时，默认展开的就是“属性”栏目。如有必要，点击展开符号（+、或三角形、或箭头）就能
展开面板。
“属性”栏目里的“段落”面板（如图 51 所示）包含了大多数格式控件，包括“格式”工具栏中找不到
的几个格式控件。通过点击三角形向下箭头按钮，可展开下拉菜单，对其中的控件进行更多的选择，例
如：行间距的固定值、或者背景颜色的调色板。

1

左对齐

8

增加段落间距

15

在文本缩进之前

2

居中对齐

9

减少段落间距

16

在文本缩进之后

3

右对齐

10

增加缩进

17

首行缩进

4

两端对齐

11

减少缩进

18

行距

5

项目符号开/关

12

切换为悬挂缩进

19

6

编号列表开/关

13

段前间距

更多选项——打开“段落”对
话框

7

背景颜色

14

段后间距

图 51：侧边栏“属性”栏目里的“段落”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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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段落”面板的右上角，可以点击“更多选项”按钮（小齿轮图标），会弹出“段落”对话框，在其
中有另外的一些设置（请参阅第 88 页）。对这些设置的数值进行的任何修改，仅会影响插入点（光标）
所在的段落，如果选中了多个段落，则会影响这些段落。如果要修改这种类型的许多段落的相关数值，
那么您应该使用段落样式。

对齐选项
您可以使用图 51 中标有 1-4 的按钮来选择段落的对齐方式：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对齐、或者两端对齐。
图 52 显示的是以上对齐选项在文本中的应用示例。
文字左对齐
文字居中对齐

文字右对齐
如果文本的长度超过一行，使用文字两端对齐将会在字词之间插入间距，强
制使文本从一边的页边距延伸到另一边的页边距。
图 52：文本对齐选项
使用两端对齐的文本时，默认情况下段落的最后一行与左侧对齐。当然，您也可以选择让段落的最后一
行与段落区域的中心对齐，或者使用两端对齐，以便在字词之间插入空格直至填充满一整行。如果选择
“拉长单个字”选项，那么当两端对齐的段落的最后一行仅仅只有一个英文单词时，就会通过在字符之
间插入空格来拉长这个单词，使其占据这一行的整个长度。
图 53 显示的是使用典型字体的文本，在选择段落最后一行对齐方式的每个选项时，所呈现的效果示例。
在大多数情况下，请将设置保留为默认值（左对齐）即可；但是有时需要呈现出一些艺术化的效果时
（例如海报上非常大的字体），您可能更愿意其中的某一种选择。
使用两端对齐的文本时，段落最后一行的对齐方式有三种选择，分别是左对齐、居中、两端对
齐。这是最后一行左对齐的例子。
使用两端对齐的文本时，段落最后一行的对齐方式有三种选择，分别是左对齐、居中、两端对
齐。这是最后一行居中的例子。
使用两端对齐的文本时，段落最后一行的对齐方式有三种选择，分别是左对齐、居中、两端对
齐
。
这
是
最
后
一
行
两
端
对
齐
的
例
子
。
当两端对齐的段落的最后一行仅仅只有一个英文单词时，您可以拉长这个单词，使其占据这一
行的整个长度。这是勾选了“拉长单个字”选项后的例子，只对英文单词有效，就像这样：
e
x
a
m
p
l
e
.
图 53：两端对齐的文本段落最后一行的对齐方式示例
上述选项可以在“段落”对话框里的“对齐”标签页中进行选择（如图 54 所示），请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段落，或者鼠标右键点击段落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段落”，或者在侧边栏的“属性”栏目里点击
“段落”面板右上角的“更多选项”按钮，就能打开“段落”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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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两端对齐的文本段落最后一行的对齐选项

行距和段落间距
行距（如图 51 的 18 号所示）是指从一条文本的基准线（字母底部的虚线，例如“n”或“m”）到下一条
文本的基准线的距离。行距也取决于字体的大小。

图 55：行距是指两条文本基准线之间的距离
行距子菜单如图 56 所示。您可以在此处选择标准间距或者自定义行距的数值：成比例（例如 110％）、
至少（文本框中指定的数值）、行间距、固定。若要查看这些选项之间的差异，请在某些段落上试验这
些选项。

注意
除“固定”或“至少”之外的所有选项使用的都是字体的默认值。这两个选项允许您设置
自己的间距，这在使用小尺寸的字体时特别有用，能提高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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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行距子菜单
“段落间距”是指一个段落与其上方或下方段落之间的垂直间距。如图 51 所示，当前的数值显示在“段
前间距”文本框（13 号）和“段后间距”文本框（14 号）中。您可以更改其中一个设置，或者同时修改
两个设置。

提示
“段落间距”通常用于计算机文档，例如本书。在其它文档中更常用的是“段落缩进”
（请参阅下一主题）。对于一个好的排版设计，应该只使用段落间距或者只使用段落缩进，
而不是同时使用两者。

段落缩进
您可以使用如图 51 中标有 10、11 和 12 号的按钮来调整左右页边距与段落之间的间距。
可以设置段落缩进的距离，例如：15 号图标（在文本缩进之前，即从左边距算起），16 号图标（在文本
缩进之后，即从右边距算起），17 号图标（首行缩进，第一行缩进从左边距算起，或者从边距指定的缩
进算起）。

12 号按钮，切换到悬挂缩进，将第一行留在左边距（或者留在从边距指定的缩进处），然后段落的其它
所有行按 17 号图标指定的数值缩进，或者“段落”对话框中指定的数值缩进。

86 | LibreOffice 文档写手 6.1 指南

这一段是首行缩进的段落示例。这是书籍中典型的段落。（译者注：例如长篇小说等。
本书是计算机文档，就没有采用首行缩进的段落。）
这一段是带有悬挂缩进的段落示例。它通常用于有编号的段落，或者用于那些在左边有图
标及其它图像的段落。

注意
在从右往左书写的语言中，在文本缩进之前和在文本缩进之后的效果是反过来的：“在文
本缩进之前”从右边距算起； “在文本缩进之后”是从左边距算起。

段落背景颜色
点击图 51 中的 7 号按钮将会打开一个调色板，您可以从中选择段落的背景颜色。在此调色板中，您还可
以点击“Custom Color 自定义颜色”，在弹出的“选取一种颜色”对话框中，您可以在其中自定义需
要添加到调色板的新颜色。

图 57：为段落选择一个背景颜色

注意
如果段落从左右边距缩进，则背景颜色不会应用于缩进区域。若要将颜色扩展到页边距，
请使用框架、表格、或者其它方法。请参阅第 6 章，页面格式设置：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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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对话框中的设置
“段落”对话框包含有多个标签页：制表符（将在下一节中介绍，“制表符定位和缩进的设置”）， 、
边框、首字下沉、区域（不仅有颜色，还有更多选项）、透明度、换行和分页、大纲和编号。相关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8 章“样式简介”和第 9 章“使用样式”。

边框
“边框”可以使段落从周围文本中隔离开，常用于主题中的离题（题外话）。例如，本书中的提示、注
释、以及注意事项所使用的文本下方的那种边框。
您可以在段落的顶部、底部和侧面的以任意组合的形式添加边框。您可以选择线条的样式（实线、点划
线、虚线、双线）、宽度和颜色；这些选项适用于段落的所有边框。您可以分别为段落的顶部、底部、
左侧和右侧设置从其它文本的每一行到段落内容的间距。
在“段落”对话框中，您还可以选择将阴影应用于段落； “距离”是指阴影的宽度。
当下一段的缩进、边框和阴影样式与当前段落相同时，选择“与下一个段落合并”选项可以防止在这两
个段落之间出现顶端线条或底部线条。（译者注：两个段落的阴影和边框会连为一体。）

图 58：段落边框选项

首字下沉
“首字下沉”是一个放大的字母，用于标记新章节或区域的开头（译者注：汉字也适用）。为了提高文
档的一致性，建议最好是在您想应用此功能的相关段落的段落样式中进行设置。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区域
“区域”（在 LibreOffice 的某些部分也称为“填充”和“背景”）包括五种类型的填充（背景）：颜色、
渐变、位图、图案和阴影线。选择某一个填充类型后，下方就会显示该类型的可用选项。这些选项在第 5
章，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中有详细介绍。您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填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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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段落背景的填充类型

透明
“透明”会影响段落的背景。它可用于创建水印、并且可以使水印的颜色或图像显得更淡一些（与文本
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选项显示在第 5 章，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的“绘图指南”中有详细介绍。

换行和分页
“换行和分页”包含有有几个部分（如图 60 所示）。在第 2 章，文本工作：基础知识 中介绍了“断字处
理”，在第 5 章，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里将会介绍“分页和分栏符”。
在“选项”部分中，您可以指定在页面底部处理段落的方式。“不要拆分段落”和“与下段同页”这两
个选项的功能是一目了然的。其它选项允许您避免在页面底部只出现寥寥几行的情况（称为“孤行”），
或者避免在页面顶部只出现寥寥几行的情况（称为“寡行”）。

图 60：换行和分页：断字处理、分页符和分栏符、保持文字连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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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和编号
在“段落”对话框中的“大纲和编号”标签页里，有用于选择段落的“大纲级别”及其“编号样式（列
表样式）”的选项。如果该段落本身就是编号列表的一部分，则可以指定编号“从这个段落重新开始”，
并指定需要重新开始编号的数字。
此标签页的功能与“章节编号”对话框（即菜单栏的 工具 > 章节编号）的功能不相同，但此处选择的
“大纲”级别与其它地方设定的“大纲”相关。与这些功能相关的介绍，请参阅第 8 章，样式简介 和第
9 章 使用样式。“行编号”在第 3 章 文本工作：高级 中介绍。

图 61：选择大纲、编号、行编号

制表符定位和缩进的设置
在水平标尺上显示有制表位（译者注：小小的“L”形标志）。您自定义的任何制表位都将覆盖默认的制
表位。在“制表符”标签页中的设置（通过按下键盘上的 Tab 键）会影响整个段落的缩进、以及段落中
某部分的缩进。（也可以转到菜单栏中的 格式 > 缩进 > 增大缩进 或者 减少缩进，或者使用侧边栏“属
性”栏目中的“段落”面板里的三个缩进按钮。）

提示
许多缩进（例如在段落的开头）可以在段落样式中设置，因此您不需要老是使用 Tab 键来
实现缩进。
如果您与其他人共享同一个文档，修改默认的制表符间距可能会导致格式出问题。如果使用默认的制表
符间距，然后将文档发送给选择了使用不同的默认制表符间距的其它人，那么文档中的制表符间距将会
被修改为优先使用其他人的设置。正如本节所述，不要使用默认值，而应该自定义您自己的制表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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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设定制表位和填充字符
若要为一个或多个选中的段落设定缩进和制表符设置，请使用鼠标右键点击一个段落，然后在弹出的菜
单中选择“段落”，在弹出的“段落”对话框中选择“制表符”页面（如图 62 所示）或者在弹出的“段
落”对话框中选择“缩进和间距”标签页。还有，您可以通过鼠标双击水平标尺，也能直接打开“段
落”对话框的“缩进和间距”页面（译者注：并且会在鼠标双击的位置添加一个新的制表位，小小的
“L”标志）。

提示
建议不要使用制表符来分隔页面上的材料。根据您要完成的任务情况，使用表格通常是更
好的选择。

修改默认制表位的间距
警告
对默认制表符的设置进行的任何更改，都将影响您之后打开的任何文档中已有的默认制表位，
以及您在此次修改后所插入的制表位也会受影响。
若要设置默认制表位的间距和度量单位，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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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设置默认制表位的间距
您还可以使用鼠标右键点击标尺，在弹出的单位列表菜单中，选择当前文档中标尺的度量单位，如图 64
中的水平标尺所示。点击选中其中一个就可以将标尺更改为该度量单位。所选中的设置仅适用于该标尺。

图 64：修改标尺的度量单位

字符格式设置
您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上的按钮、以及使用侧边栏“属性”栏目的“字符”面板，将多种格式应用
于字符。在标准安装下，工具栏中并非所有的按钮都可见，您可以自定义工具栏显示您经常使用的工具
按钮。清参阅第 1 章，文档写手简介。可用于字符格式的设置包括：

•

字体名称，字体大小（以磅为单位）

•

粗体，斜体，下划线，双下划线，上划线，删除线，轮廓字

•

上标，下标

•

大写，小写

•

增大字号，减小字号

•

字符颜色（带有调色板）

•

背景颜色（带有调色板）

•

高亮颜色（带有调色板）

•

打开“字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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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修改整个段落的特征（例如字体名称，大小或颜色），以及出于许多其它目的，强烈建议您使用样
式，而不是手动设置字符格式。有关样式及其使用方法的相关信息，请参阅第 8 章和第 9 章。使用侧边
栏的“样式”栏目可以快速轻松地应用样式。
图 65 显示的是侧边栏“属性”栏目中的“字符”面板。点击按钮旁边的向下箭头可以展开面板对里面的
选项作进一步选择，例如字体颜色或字符间距。图标按钮的外观可能因操作系统或自定义设置而有所不
同，清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视图 中设置图标的大小和样式。
点击“更多选项”按钮（如图 65 中的 15 号，小齿轮图标）将会弹出“字符”对话框，其中包含有比
“格式”工具栏或侧边栏更多的选项。

字体名称，大小，以及效果
若要对选中的字符修改字体名称和大小，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或者侧边栏“属性”栏目中的“字
符”面板、或者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字符 对话框，在“字体名称”和“字体大小”下拉菜单中选择。
同样地，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或者侧边栏“属性”栏目中的“字符”面板、或者转到菜单栏的 格
式 > 字符 对话框，对选中的字符应用“粗体、斜体、下划线，删除线”、或者“阴影”效果。下划线效
果有一个下拉菜单，可从中选择线条类型（如图 66 所示）。“格式”工具栏包括补充工具栏中没有的其
它效果：例如“上划线”和“双下划线”；这些按钮在默认安装中可能不可见。

1 字体名称
2 字体大小

6

删除线

11

高亮颜色

7

阴影开关

12

字符间隔

3 粗体
4 斜体

8

增大字号

13

上标

9

减小字号

14

下标

5 下划线

10 字符颜色

15

更多选项——打开“字符”对话框

图 65：侧边栏中“属性”栏目的“字符”面板
若要选择“字符颜色”或者“高亮颜色”，请打开相应的调色板（如图 65 中的 10 号或 11 号，类似于图
57 中所示的调色板）。高亮颜色选项会覆盖已应用于该段落的任何背景颜色。
若要对所选中的字符“增大字号”或者“减小字号”，可以在“格式”工具栏上、或者在侧边栏“属
性”栏目中“字符”面板中，点击相关按钮，但是，您无法控制增大或减小的数值，通常为 2 磅。若要
进行更精确的控制，请使用“字体大小”下拉列表。
若要将字符更改为“上标”或者“下标”（大小和位置都使用默认值），请选择需要修改的字符，然后
在“格式”工具栏上、或者在侧边栏“属性”栏目中“字符”面板中，点击相关按钮。若要进行更多的
控制，请使用“字符”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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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下划线可选择线条类型
若要快速修改字符之间的距离，请选择需要修改的字符，然后在侧边栏“属性”栏目中“字符”面板中
的“字符间隔”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如图 67 所示）。

图 67：修改字符间隔

字符对话框中的设置
“字符”对话框有六个标签页，本节将逐个介绍。这些标签页大多数与“字符样式”对话框中的标签页
相同（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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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和字体效果
在“字体”标签页上（如图 68 所示），您可以指定段落文字的字体“家族、字体样式（选项因字体而异，
但通常包括‘标准、粗体和斜体’）以及大小”，如果段落文字与文档的语言不同，还可以设置该段落
的“语言”。底部的框架显示的是当前选项的预览。

图 68：字符对话框的“字体”标签页
在“字体效果”标签页上（如图 69）上，您可以选择“字体颜色”和其它一系列效果，其中许多效果不
大适合使用于正式文档。图 70 和图 71 显示了其中一些下拉菜单中的选项。

图 69：字符对话框的“字体效果”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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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特效、浮雕、删除线、强调标记的菜单选项

图 71：上划线和下划线的菜单选项

位置
“位置”标签页中的选项能影响页面上文本位置。此标签页分为三个部分：“位置，旋转/缩放和间隔”。

图 72：字符对话框的“位置”标签页
“位置”选项用于控制上标和下标的外观。
“旋转/缩放”选项用于控制文字的旋转。“缩放宽度”按百分比压缩或拉伸所旋转文本的字体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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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选项用于控制各个字符之间的距离。“字距微调（Pair Kerning）”选项（默认选中）会自动
调整特定字母组合的字符间距。“字符间距”仅适用于某些字体类型，对于打印文档，仅在您的打印机
支持此功能时才有效。

超链接
“字符”对话框中的“超链接”标签页可作为使用菜单 插入 > 超链接 对话框的替代方法。它包含有少量
的选项，以及专门用于文本（非按钮）的链接。超链接可以是同一文档的其它部分，也可以是其它文档，
或者网页。

图 73：字符对话框的“超链接”标签页
当 LibreOffice 识别出有可能是 URL（互联网地址）的字符串时，它会自动用超链接替换该字符串，并且
按照互联网链接字符样式中的指定格式来设置这个超链接。在这个对话框中，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字符样
式（如果先前已设定过样式），或者将 URL 网址替换为其它文本。若要关闭此功能，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
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 选项 标签页，然后点击取消“识别 URL”的勾选。
关于创建和编辑超链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系统中的“用户指南”，或者请参阅第 12 章。

高亮
在“高亮”标签页中，可以为所选中的字符选择背景颜色。它类似于“格式”工具栏里“高亮颜色”下
拉菜单的调色板。

边框
“边框”标签页与“段落”对话框中的“边框”标签页相同；请参阅第 88 页。

自动套用格式
在文档写手里，您可以使用菜单栏的 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在弹出的“自动更正”对话框中
的“选项”和“本地化选项”标签页里，选用您需要的选项，即可对文档的某些部分实现自动套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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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您发现文档中的某些格式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更改，那么此处是您应该查找原因的首要
位置。
点击“帮助”按钮可以看到，在“选项”标签页中列出的各个选项、以及如何激活各种自动套用格式，
都有详细的介绍。一些常见的、不需要您手工修改的、或者比较罕见的自动套用格式包括：

•

水平线条。如果您在某一行开头中输入三个或者更多的连字符（---）、下划线（_ _ _）、或者
等号（===），然后按下回车键， 那么您输入的这一截符号将被替换为与页面一样宽的水平线
（译者注：分别会被替换为“细实线、粗实线、双实线”）。这条水平线实际上是前一个段落的
下边界。

•

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译者注：此项默认没有被勾选开启。）当您在一个段落的开头输入一个
连字符（-）、星号（*）、或者加号（+），随后又跟着输入空格或制表符，（接着输入文本并按
下回车键之后）就会创建项目符号列表。如果您在一个段落的开头输入一个数字后输入一个点号
（.）或句号（。），后跟段落开头的空格或制表符时，随后又跟着输入空格或制表符，（接着输
入文本并按下回车键之后）就会创建编号列表（译者注：数字后面跟着英文右括号、数字前后都
有中英文括号，也会创建编号列表）。自动编号仅适用于使用默认的、文本正文、或文本正文缩
进等段落样式所设置格式的段落。

若要对自动套用格式进行设置，以使文档格式风格前后一致，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自动更正，在子菜
单中点击勾选或者取消勾选相关的选项。
在输入时
当您仍在输入时就自动套用格式到文档中。
应用
自动套用格式到文档中。
应用并编辑更改
自动套用格式到文档中，并且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接受或拒绝相关的更改。
自动更正选项
打开“自动更正”对话框（如图 74 和图 75 所示）。

图 74：自动更正对话框里“选项”标签页中的自动套用格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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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选项”标签页（如图 75 所示）用于控制引号和撇号（即英文的省略符号，看起来像右单引号）
的格式。大多数字体包含有弯曲的引号（也称为“智能引号”），但出于某些目的（例如标记纬度和经
度的“分”和“秒”），您可能希望将它们的格式设置为直线的引号。
直线引号

智能引号

'' ""

‘’ “”

提示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保留智能引号的“自动更正”设置，并在需要时使用“特殊字符”对
话框插入直线引号。请参阅第 2 章，文本工作：基础知识。

图 75：自动套用引号格式

项目符号或编号列表的格式设置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项目符号或编号列表进行格式设置：

•

如上所述，使用自动套用格式。

•

使用列表（编号）样式，如本书的第 8 章、第 9 章和第 12 章中所述。

•

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如图 76 所示）。

•

使用“格式”工具栏、或者侧边栏“属性”栏目中“段落”面板上的“项目符号开关”和
“编号列表开关”菜单按钮（如图 77 所示）。

•

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如图 78 和图 79 所示）。

若要生成简单的项目符号或编号列表，请选中需要变成列表的段落，然后点击“格式”工具栏、或者侧
边栏“属性”栏目中“段落”面板上的“项目符号开关”和“编号列表”菜单按钮即可

注意
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先输入信息，然后再应用项目符号或编号列表；或者是在输入
信息时就立刻应用项目符号或编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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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不需要自动应用项目符号或编号列表这功能，可以转到菜单的 格式 > 自动更正，在
子菜单中点击取消“在输入时”的勾选，即可将此功能关闭。

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
您可以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上的按钮（如图 76 所示）创建一个嵌套的列表（其中一个或多个列表
项下有一个子列表，就如同在大纲中）。您可以在列表中上下移动条目、创建次级条目、更改项目符号
样式、（对于包含多个段落的列表项）添加没有编号或项目符号的段落、还有打开包含有更多选项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
若要显示“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请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工具栏 > 项目符号和编号。

1 降一级

5 下移

9 不带编号插入条目

2 升一级

6 上移

10 重新开始编号

3 连同分段落降一级

7 连同分级向下移动

11 打开项目和编号对话框

4 连同分段落升一级

8 连同分级向上移动

图 76：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

提示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在大纲级别中上下移动段落。将光标放在已编号的段落的开头，然
后按下：
快捷键 Tab 降一级
快捷键 Shift + Tab 升一级
若要在已编号的段落的开头（即在数字之后但在文本之前）插入制表位，请按下快捷键 Ctrl
+ Tab。
如果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上的按钮创建嵌套列表，则列表的所有级别（最多 10 个）的开头都
将应用相同的编号（或项目符号）格式。若要在创建嵌套列表时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的组
合，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

点击每个列表条目，然后在“格式”工具栏或者侧边栏“属性”栏目中的“项目符号和编号”按
钮下拉菜单中选择某一个选项，如同下面 “使用侧边栏的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选项” 中所述。

•

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如同下面“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中所述。

但是，更好的策略是设定和应用列表样式，如同第 12 章，列表：提示和技巧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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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侧边栏的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选项
侧边栏“属性”栏目中“段落”面板上的“项目符号和编号”选项可用于创建嵌套列表，还可以访问
“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侧边栏中不包含如同“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上的、用于列表条目升级
和降级的工具。

图 77 侧边栏“属性”栏目中的“项目符号开关”和“编号列表开关”菜单按钮

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
“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有六个标签页。前四个标签页包含有预置的符号和序列可供您选择：项目符
号（8 种）、编号（15 种）、大纲（8 种）、图像（92 种）。后两个标签页包含有可自定义列表的详细
选项：位置（如图 78 所示）、自定义（如图 79 所示）。这些与列表样式所提供的标签页相同，将在第
12 章，列表：提示和技巧 中讨论。

图 78：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的“位置”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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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的“自定义”标签页

更多信息
有关本章和下一章主题的更多信息，您可能会发现这本书很有用：《 Designing with LibreOffice》（使
用 LibreOffice 进行设计），由 Bruce Byfield 编著。您可以在 http://designingwithlibreoffice.com 免费
下载该书的 PDF 文件，或者购买打印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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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页面样式和相关功能

简介
文档写手有多种方法可以用于调整页面布局。
本章将介绍页面样式的使用方法和一些相关的功能：

•

页眉和页脚

•

页码

•

标题页

•

脚注和尾注

•

边距和背景

第 6 章还将介绍分栏，框架，表格和区域的使用，以及更改文档中的页面方向。

注意
文档写手中的所有页面都基于页面样式。其它布局方法（如第 6 章中所介绍）基于底层页
面样式。

提示
我们建议您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应用程序颜色 中点击勾选显示文本、对象、
表格、以及边界的颜色，并且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格式化辅助 中点击
勾选显示格式辅助工具，例如段落结尾、制表符、中断以及其它项目。（译者注：还应该
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选中“格式标记显示切换”按钮，就在“检查拼写”按钮的旁边，
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0，才能显示这些格式符号。）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读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使用样式设置基本页面布局
在文档写手中，页面样式设定了所有页面的基本布局，包括页面尺寸、边距、页眉和页脚的位置、边框
和背景、栏数、页码等。
文档写手内置附带有几种页面样式，您可以构建或修改它们，并且可以设定新的（自定义）页面样式。
您可以在一个文档中包含一个或多个页面样式。如果未指定页面样式，文档写手将使用“默认样式”。
若要修改单独一个页面的布局，请定义一个新的页面样式，或者使用本章之后介绍的技术（区域、框架
或表格）之一。

注意
对于某些文档，所有的布局可以通过定义单个页面样式来一起修改（例如，页码的位置、
以及在页眉或页脚中调用页面中的其它元素）。
本章将介绍页面样式的一些用法。第 8 章，样式简介 中介绍有其它一些用法。第 9 章，使用样式 将详细
介绍“页面样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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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对页面样式的任何修改（包括“默认”页面样式）仅适用于您正在处理的文档。若要将您
所做的修改作为所有文档的默认值，则需要将您所做的修改放入模板中，并将该模板设置
为默认模板。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0 章，使用模板。

插入分页符而不更改页面样式
在许多文档（例如，多页报表）中，您希望在添加或删除信息时，文本从一个页面一直书写到下一个页
面，文档写手会自动执行这样操作。如果您使用本章节即将介绍的一种技术，就能跨过某些页面继续书
写内容。
如果您想要在特定位置进行分页——例如，将标题放在新的一页的顶部——那么您可以将光标定位在要
开始新页面的位置，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分页符。
当然，还有其它方法也可以做到将标题放在页面的顶部。例如，您可以在设定标题的段落样式时就包含
分页符；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中的“段落样式的换行和分页选项”。

插入分页符并更改为新的页面样式
如果您希望新的页面具有不同的页面样式——例如，要从“默认”页面样式更改为“首页”样式 ——请
使用以下方法中的任何一种。

警告
如果不需要插入分页符，那么也请不要尝试修改这个单一页面的页面样式。因为如果这样
做，其它部分或全部页面的页面样式也可能会被更改。
方法 1

1)

将光标定位在要开始下一页的位置。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更多断行 > 手动分隔符。

2)

在“插入分隔符”对话框的“类型”部分中（如图 80 所示），默认已经选中了“分页符”，在
“样式”菜单中默认的选项为“无”。您可以从“样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下一页您需要的页面
样式。然后点击“确定”。

图 80：插入一个手动分页符并修改页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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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2)

将光标定位在您想要在下一页作为开头的那个段落中。鼠标右键点击并这个段落，在弹出的菜单
中选择“段落”。

3)

在“段落”对话框的“换行和分页”标签页上（如图 81 所示），在“分页符”部分中，点击勾
选“插入”和“应用页面样式”。在“样式”下拉列表中，选择下一页您需要的页面样式。点击
“确定”。

图 81：使用段落对话框插入一个手动分页符

提示
与这些对话框中使用页码部分的相关信息，请参阅第 116 页的“重新编排页码”。

修改页边距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修改页边距：

•

使用页面标尺——快速简便，但这不是精确的控制。

•

使用“页面样式”对话框——可以指定页边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

使用侧边栏的“页面”栏目。

注意
如果您使用标尺或者侧边栏修改页边距，那么新的页边距会影响页面样式、以及使用该样
式的所有页面。下次打开时，新的页边距将会显示在“页面样式”对话框中。
若要更改某些页面上的页边距而不更改其它页面上的页边距，则必须使用不同的页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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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标尺更改边距，请按如下操作：

1)

标尺的阴影部分就是页边距（如图 82 所示）。把鼠标光标放在标尺的灰色部分和白色部分之间。
鼠标指针会变为双箭头，同时弹出工具提示信息，显示当前设置的数值。

2)

按着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就能移动调节页边距。

警告
标尺上面的上下两个小箭头是用于段落的缩进。它们通常与页边距处于同一位置，因此您
需要小心地移动页边距标记，而不是上下两个小箭头。图 82 中所示的双头箭头就是放置
在正确位置的时候，鼠标光标变成的实际样子。（译者注：当鼠标变成双箭头光标时，移
动的就是页边距，不会错。否则，鼠标移动的就是段落的缩进、上下两个小箭头。）

图 82：移动页边距

提示
页边距修改完成后，移动鼠标放置到新的页边距，将会显示页边距的新数值。
若要使用“页面样式”对话框更改边距（如图 94 所示），请按如下操作：

1) 鼠标右键点击页面上的任意位置，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页面”。
2) 在弹出的“页面样式”对话框的“页面”标签页里，在“边距”部分的文本框中输入所需的数值。
若要使用侧边栏的“页面”栏目修改页边距，请按如下操作：

1) 请转到菜单的 视图 > 侧边栏，然后在展开的侧边栏上，点击选择“页面”标签。
2) 在出现的“页面”栏目中，点击“格式”面板的加号（或者三角形、箭头）展开面板。
3) 在“边距”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尺寸（点击“更多”按钮（小齿轮图标）可以打开“页面样
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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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页眉和页脚
页眉是出现在文档的每一页顶部的一部分内容；页脚则显示在页面的底部。它们通常包含有页码，有时
还包含有标题等文档信息。在文档写手中，页眉和页脚是在页面样式中指定的；因此，具有相同页面样
式的所有页面，也将显示相同的页眉和页脚，但页眉/页脚的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即使页面样式
相同，分别位于区域、章节或文档的第一页上的页眉/页脚，就有可能包含不同的信息。
第 9 章将介绍：作为页面样式的格式设置之一的标题，应该如何设置格式。本节的示例介绍的是如何使
用手动格式设置，在“默认”页面中插入页眉。

术语
“题头”（ heading ）通常是一小段文字，用来作为文档某个章节或者某个区域的引子。
例如，上面的“创建页眉和页脚”标题下面的那一小段文字。页眉（header，也称为
running header 动态页眉）则是出现在每一个页面上，通常显示的是文档的相关信息。
插入页眉有两种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在文本区域顶部的上方点击一下，然后会出现“页眉”标志，点
击（+）号即可。若要插入页脚，请在文本区域底部的下方点击一下，然后会出现“页脚”标志，点击
（+）号即可。

图 83：文本区域顶部上方的页眉标志
另一个方法是，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页眉和页脚 > 页眉，在其子菜单中，列出了文档中所使用的页面样
式，选择您需要的页面样式就能插入页眉。此外，子菜单中还包含有一个“全部”条目，使用它可以激
活文档中所有页面上的页眉，而不管其页面样式如何。同样地，若要插入页脚，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页眉和页脚 > 页脚，并在其子菜单中选择您需要的页面样式。
我们的示例，是在一个页面样式是使用了“默认样式”的页面上方，使用菜单栏的 插入 > 页眉和页脚 >
页眉 > 默认样式 所创建的页眉。页眉创建后，一个区域将出现在页面的顶部或底部（如图 8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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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一个带有页眉的页面

在页眉和页脚中使用字段
您可以在页眉和页脚中输入信息，但最好将某些项目（例如文档标题和章节标题）添加为字段。这样，
如果某些内容发生变化，页眉和页脚都会自动更新。
“字段”将会在第 17 章，字段 中介绍，但这里的一个示例可能很有用。若要将文档标题插入默认页面样
式的页眉中，请按如下操作：

1)

请转到菜单栏的 文件 > 属性 > 描述，在“标题”文本框中输入文档的标题，然后点击“确定”
关闭对话框。

2)

现在添加页眉（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页眉和页脚 > 页眉 > 默认样式）。

3)

将光标放置在页面的页眉部分。

4)

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字段 > 标题，现在文档的标题应显示在灰色背景上（打印时灰色背景不
会被打印出来，也可以关闭它）。

5)

若要更改文档的标题，请重新转到菜单栏的 文件 > 属性 > 描述，在“标题”文本框中编辑。

此外，您必须使用一个字段作为页码，以便它能随着一个页面到下一个页面时自动变换。请参阅第 111
页的“页码”。

页眉和页脚的格式设置
在文档写手中，页眉和页脚都是段落。因此，您可以使用在文档主体中与文本格式设置一样的技巧，对
页眉或页脚的文本进行格式设置。请参阅第 4 章，文本格式设置。
您可以使用第 11 章，图像和图形 中介绍的任何技巧，将图像添加到页眉和页脚，而且您还可以使用第 6
章中所述的技巧，使用表格排列页眉和页脚的内容。

提示
文档写手为页眉和页脚提供了段落样式，您可以像其它段落样式一样修改和使用它们。请
参阅见第 8 章和第 9 章。
若要对页眉和页脚的布局手动进行格式设置，请按如下操作：

1)

使用以下其中一种方法打开相关的页面样式对话框：

–

点击页面上的任意位置，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页面。

–

鼠标右键点击页面上的任意位置，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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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页面顶部。出现标题标记时，点击加号或三角形向下箭头，并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格式化页眉”。

2)

在弹出的“页面样式”对话框的页眉或页脚标签页上（如图 85 所示），您可以修改页边距、间
距和高度。

3)

点击“更多”按钮可以打开“边框/背景”对话框（如图 86 所示），您可以在其中为页眉或页脚
添加边框、背景颜色以及背景图像。

警告
不要尝试使用“页面样式”对话框本身的“区域”或“边框”标签页来设置页眉或页脚的
格式。因为在这些标签页中所选择的样式选项将应用于整个页面。

图 85：页面样式对话框的“页脚”标签页

图 86：页眉或页脚的“边框/背景”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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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本节将介绍在文档的页眉或页脚中插入页码和相关信息的技巧。
如果在页眉或页脚中放置有页码字段，那么该页码将会显示在每一个页面上，并能随着一个页面转到下
一页面时自动变换。页码显示为灰色背景。灰色背景表示这是一个字段，虽然在屏幕上显示是灰色的，
但它不会被打印出来。

提示
若果要关闭字段的灰色背景的显示，请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字段背景颜色（或者按下快捷
键 Ctrl + F8）。
如果您看到的是“页码”这个单词而不是数字，请按下快捷键 Ctrl + F9。此快捷键可以
让文档写手在显示“字段名称”和实际页码之间切换。

简单添加页码
最简单的方式是将页码放在每个页面的顶部，仅此而已。为此，请将光标放置在页眉上，然后转到菜单
栏的 插入 > 页码。

图 87：把页码插入页眉

合并页眉文本及页码
您可以在不了解页面样式的情况下做出许多有趣的效果。以下是一些建议：

•

右对齐页眉以使页码显示在右上角。

•

在页码字段的前面输入“第”，在页码字段后面输入“页”，页眉会自动显示中间的页码字段，
例如：第 1 页，第 2 页，依此类推。

•

在页眉中添加文档标题字段（方法如前所述），例如：某某诗集。标题左对齐，可以使用 Tab 制
表键把标题和与页码分开，之前右对齐的页码就能自动靠右。

•

LibreOffice 还有一个“页数”字段（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字段 > 页数）。例如，同时使用页
数和页码字段，您就可以让页眉显示“第 2 页 共 6 页”。

以上操作的效果如图 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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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8：简单页码的变体方法

更改页码的数字格式
页码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效果。例如，您可以将页码设置为以罗马数字显示。一种方法是鼠标双击页码，
然后在弹出的“编辑字段”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格式；另一种更好的方法是在“页面样式”对话框中指
定数字的格式，如下所述。

1) 鼠标右键点击页面的文本区域，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页面”。
2) 在弹出的“页面样式”对话框的“页面”标签页里，“布局设置”部分的“格式”项目旁，可以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使用小写数字的 i、ii、iii…。

图 89：更改页码的数字格式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对页码数字的格式进行任何更改，都会影响使用该页面样式的所有页面上的页码。

按章节编排页码
技术类文档的页眉或页脚中，页码通常包含有章节编号。例如，1-1、1-2、1-3… 2-1、2-2、2-3…若要
在文档写手中设置此类页码，需要三个步骤：

1)

确保您的章节标题都标识为相同的段落样式，例如“标题 1”样式。

2)

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章节编号，为“级别 1”选择一个段落样式，并在“编号”下拉菜单中选择
使用“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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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为章节标题指定段落样式和编号

3)

在文档中插入章节编号。请按如下操作：

a) 在页眉或页脚中将光标放置在刚才插入的页码前面，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字段 > 更多字段。
b) 在弹出的“字段”对话框的“文档”标签页中（如图 91 所示），在“类型”列表中选择“章
节”，在“格式”列表中选择“章节编号”，在下方的“级别”文本框中选择“1”，点击
“插入”按钮。
c) 在章节编号和页码之间输入一个连字符或者其它标点符号。

图 91：插入章节字段

设置起始页码大于 1
有时您可能需要将文档中起始页码设置为大于 1，请按如下操作。（这些操作适用于页脚中的页码，但您
也可以在页眉中使用。）

2)

页脚中点击一下，若要插入页码，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字段 > 页码，此时文档第一页的页码
为 1。

3)

在文档第一页的文本区域的第一段点击一下，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段落（或者鼠标右键点击
该段落，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段落”），然后会弹出“段落”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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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换行和分页”标签页的“分页符和分栏符”部分中（如图 92 所示），点击勾选“插入”项
目，并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分页符”。点击勾选“应用页面样式”，并在菜单中选择需
要的页面样式。

5)

点击勾选“页码”以使其处于活动状态，然后输入您需要起始的页码数字。最后点击“确定”关
闭“段落”对话框。

图 92：页面样式对话框的“换行和分页”标签页的“分页符和分栏符”部分

提示
如果您将起始页码设置为偶数，则最终会导致在第一页之前显示一个空白页。当然，您可
以在打印文件或将其导出为 PDF 时，屏蔽此空白页。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7 章，
打印，导出，电子邮件。（译者注：书籍打开时，第 1 页通常都是右手侧的页面。因此，
偶数的页面必定在左侧，而这个偶数页纸张的另一面，即使不需打印也会存在。）

为文档设定不同的首页
许多文档（例如信件和备忘录）的首页会与文档中其它的页面有所不同。例如，信头（letterhead）的第
一页通常带有一个不同的标题，如图 93 所示。或者报告的首页可能不需要页眉或页脚，而其它页面则会
有页眉或页脚。
使用文档默认的（或任何其它的）页面样式时，您可以在“页面样式”对话框“页眉”或者“页脚”标
签页里，点击取消“首页内容相同”选项的勾选，然后根据您的需要为首页添加页眉/页脚。之后，您可
以向文档的其它页面添加不同的页眉/页脚。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08 页的“创建页眉和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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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信件的第一页（信头）和第二页带有不同的页眉

添加标题页
文档写手提供了一种快速方便的方法，可以将一个或多个标题页添加到文档中，也可以选择重新从 1 开
始编排文档正文的页码。
首先，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标题页。在“标题页/扉页”对话框上（如图 94 所示）您可以进行以下选择：

•

将已有页面转换为标题页/扉页，或者插入新标题页/扉页。

•

需要转换或插入的标题页/扉页的页数。

•

这些标题页/扉页的页面所在的位置。

•

是否以及在何处重新开始页面编码，以及设置标题页/扉页的首页页码。

•

标题页使用的页面样式。

使用这个技巧，您可以在文档的不同位置插入多个“标题页”。例如，在章节之间添加装饰页面、还有
书籍开头的标题、版权和其它页面。

图 94：为文档添加一个标题页
第五章 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 115

重新编排页码
有时您也许需要将页码编号重新设置为 1，例如，在标题页或目录页面之后的页面上。此外，许多文档的
前几页内容（例如目录）使用罗马数字编号，文档的正文部分使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从 1 开始。
如果您选择不按之前所述的方法添加标题页，那么您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重新开始页码编号。
方法 1：

1)

将光标放置在新页面的第一段里（题头是段落）。

2)

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段落。

3)

在弹出的“段落”对话框的“换行和分页”标签页中，在“分页符和分栏符”部分中点击勾选
“插入”项目（如第 114 页的图 92 所示）。

4)

并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分页符”。

5)

在“位置”下拉列表中，选择“段落前”或者“段落后”以定位要插入页码编号中断的位置。

6)

点击勾选“页面样式”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使用的页面样式。

7)

点击勾选“页码”并指定页码的起始数字，然后点击“确定”。这不会插入新页面。

方法 2：

1)

将光标放在新页面的第一段里。

2)

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更多断行 > 手动分隔符。

3)

在弹出的“插入分隔符”对话框中，“类型”部分默认已经选中“分页符”（如图 95 所示）。

4)

在“样式”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的页面样式。

5)

点击勾选“更改页码”。

6)

指定页码的起始数字，然后点击“确定”。这会插入一个新页面。

图 95：在手动插入分页符后重新编排页面

示例：重新编排页码：前言
标准的书籍前言部分，通常具有以下属性：

•

页码以罗马数字显示（i、ii、iii、 iv…）。

•

在前言之后，页码重置为 1，数字格式变为阿拉伯数字（1、2、3、4…）。

新编排页码需要使用分页符。
首先，为前言的风格做初步工作：

1) 创建一个新的页面样式，并将其命名为“前言”。（译者注：使用侧边栏的“样式”栏目，选择
“页面样式”分类，点击“铅笔”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新建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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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在侧边栏页面样式列表中，最底下的“预览”菜单选择“所有样式”，鼠标右键点击
选中刚才新建的“前言”，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修改”，在弹出的“页面样式：前言”对话框的
“管理”标签页里）“下一个样式”下拉菜单中也选择“前言”，因为前言可以跨越多个页面。
3) 打开“页面样式：前言”对话框（方法如上所述），在“页眉”标签页，点击勾选“显示页眉”。
4) 在“页面”标签页的“布局设置”部分（如图 96 所示），在“页码”下拉菜单中选择
i、ii、iii、iv…，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5) （译者注：现在可以开始编写前言，把光标放在前言的段落里，鼠标双击侧边栏刚才新建的“前
言”页面样式即可应用到当前页面。然后点击页眉，在“页眉(前言)”标志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插入页码”即可看到罗马数字的页码。）
在前言编写完成之后，我们准备将文档正文的页面编号重新改为阿拉伯数字。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在前言的最后部分添加一个空段落。

2)

将光标放在空白行上。

3)

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更多断行 > 手动分隔符。

4)

在弹出的“插入分隔符”对话框中，在“类型”部分选择“分页符”，在“样式”下拉菜单中选
择“默认样式”。

5)

点击勾选“更改页码”，指定页码的起始数字为 1，然后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6)

（译者注：现在正文页面使用的是“默认样式”页面样式，点击页眉，在“页眉(默认样式)”标
志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插入页码”即可看到阿拉伯数字的页码。）

以上设置如图 95 所示。

注意
您不能将奇数页码分配给书籍左边的页面，或者将偶数页码分配给书籍右边的页面。
LibreOffice 强烈坚持这样的惯例：奇数页码放在右侧页面，偶数页码放在左侧页面。

图 96：将页码格式设置为罗马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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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和尾注的格式设置
脚注显示在引用它们的那一页的页面底部。尾注集中排列在文档的末尾。
若要有效地编排脚注和尾注，您需要：

•

如果默认值不符合您的需要，请插入脚注并设定其格式（请参阅第 3 章，文本工作：高级技巧）。

•

如果默认值不符合您的需要，请在页面上设定脚注的位置，以及分隔线的颜色和线条样式。

设定脚注位置和分隔线
脚注在页面上的位置、以及将脚注与文本分开的线条的颜色和样式，可以在页面样式中设定。如果您使
用多种页面样式，并且可能在其中任意一个页面样式上都有脚注，则需要在每一个页面样式上都设定脚
注的位置和分隔线。
转到菜单栏中的 格式 > 页面，或者用鼠标右键点击页面，并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页面”，就可以打开
“页面样式”对话框，转到“脚注”标签页并选择相关的选项，然后点击“确定”保存更改（如图 97 所
示）。
请保留不超出页面区域的默认设置，脚注区域将根据脚注的数量自动计算调整。如果您希望手动控制脚
注占用的最大空间，请选择“脚注的最大高度”选项，然后输入以事先定义的测量单位为基准的数值。
超出最大高度的脚注条目将会被分配到下一页。标签页的第二部分用于自定义脚注和主文本区域之间的
分隔线。

图 97：设定脚注位置和分隔线

设定边框和背景
您可以将边框和背景应用于文档写手中的许多元素。段落、页面、框架、区域、页面样式、段落样式、
字符样式、以及框架样式都可以包含有边框和背景，目录和索引只能包含背景。不论是单个字符、或者
是选中的文字，都可以给文本应用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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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框和背景的对话框和标签页在每种情况下都很相似。为了便于说明它们的用途，我们将以一个框架为
例，定义这个框架的边框和背景。（译者注：若要添加一个框架，请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框架 > 框架，
在弹出的“框架”对话框中点击“确定”即可。）

提示
页面背景仅填充页边距以内的区域，包括（如果存在的）页眉或页脚。若要将背景颜色或
者图形扩展到边距以外，请设定适当大小和位置的框架，将其锚定到页面或段落，然后将
其传送到背景。与框架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 章。

添加边框
首先，用鼠标右键点击框架的边缘，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在弹出的“框架”对话框中选择
“边框”标签页（如图 98 所示）。
边界有三个组成部分：它们放置在什么地方、它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以及它们周围要留出多少空间。

•

“线条排列”用于指定边框的放置方式。文档写手提供了五种“预置”的排列方式，您也可以在
“自定义”区域的缩略图中，直接点击（添加、取消、选中）某个线条，并按您的需要对这个线
条进行定制，就能获得您想要的效果。每个线条都可以单独设置格式。

•

“线条”用于定制边框的外观：样式、宽度和颜色。每个参数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属性。所选中
的属性将在对话框左侧的“自定义”缩略图中显示出来。有一对黑色箭头突出显示的就是您所选
中的、正在定制的线条。

•

“间距”用于指定边框与元素内容之间留出的空间大小。可以在左、右、顶端和底部指定空间的
大小。点击勾选“同步”可以让所有四个边线都具有相同的间距。

•

“阴影样式”属性始终适用于框架内的整个元素。阴影有三个组成部分：它的位置，与框架内元
素的距离，以及它是什么颜色。

图 98：框架对话框的“边框”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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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景添加颜色
请在“框架”对话框中选择“区域”标签页（如图 99 所示），然后点击选择“颜色”。从“调色板”菜
单预设的网格中选择一个、或者“添加”一个用于此框架的颜色，然后点击“确定”，就能将颜色应用
于框架的背景。

图 99：框架对话框中“区域”标签页的“颜色”选项

为背景添加渐变色
若要为背景添加渐变色，请在“框架”对话框中选择“区域”标签页，然后点击选择“渐变”。该标签
页现在显示的是渐变色相关选项（如图 100 所示），右侧有一个“预览”框作为示例。从左侧“渐变”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渐变方案、或者“添加”一个用于此框架的新的渐变方案。点击“确定”即可将渐变
色应用于框架的背景。

图 100：框架对话框中“区域”标签页的“渐变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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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背景添加位图
“位图”是一个术语，包括由彩色点阵组成的照片、以及其它图像；图像可以是多种格式。若要将位图
添加到背景，请在“框架”对话框中选择“区域”标签页，然后点击选择“位图”。该标签页现在显示
的是位图的相关选项，如图 101 所示。

图 101：框架对话框中“区域”标签页的“位图”选项
您可以从左侧的“位图”列表中选择一个预置的位图，也可以添加自己的位图。
若要要添加位图，请按如下操作：

1)

点击“添加/导入”按钮，弹出“Import 导入”对话框。

2)

找到您所需的图片文件，然后点击“打开”按钮，“导入”对话框将关闭，所选中的位图将显示
在左侧“位图”缩略图列表中、以及右侧的“预览”框中。

3)

在左侧“位图”列表中选择这个新添加的位图。

4)

在“选项”部分中，选择所需的位图显示选项，然后点击“确定”即可将位图应用于背景。

为背景添加添加图案或阴影线
添加图案或阴影线与添加渐变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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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框架对话框中“区域”标签页的“图案”选项

图 103：框架对话框中“区域”标签页的“阴影线”选项

删除颜色，渐变，位图或其它背景
若要删除颜色，渐变，位图或其它背景，请在“框架”对话框的“区域”标签页顶部附近，点击选择
“无”即可。

调整背景的透明度
透明度对于创建水印非常有用（即：页面背景中的徽标或文本，通常用于显示的公司名称、或者“草案、
保密”等语句），可以调节使水印的颜色或者图像更淡白（与文本形成更大的对比）。在 LibreOffice
《绘图指南》中详细介绍了可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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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框架对话框中“透明”标签页

第五章 页面格式设置：基础知识 | 123

第六章
页面格式设置：高级技巧
使用分栏，框架，表格和区域

简介
文档写手有多种方法可以用于调整页面布局。第 5 章介绍了页面样式及其相关功能的使用方法。本章介
绍以下功能：

•

分栏

•

框架

•

表格

•

区域

•

更改文档的页面方向

注意
文档写手中的所有页面都基于页面样式。本章所介绍的其它布局方法基于底层页面样式。

提示
我们建议您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应用程序颜色 中点击勾选显示文本、对象、
表格、以及边界的颜色，并且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格式化辅助 中点击
勾选显示格式辅助工具，例如段落结尾、制表符、中断以及其它项目。（译者注：还应该
在“标准”工具栏上点击选中“格式标记显示切换”按钮，就在“检查拼写”按钮的旁边，
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0，才能显示这些格式符号。）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读第 20
章，设置文档写手。

选择布局方式
最佳布局方式取决于您希望文档最终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文档中将包含有哪些信息、以及文档的格
式是否固定（打印，PDF）、还是属于可变格式（HTML，ePub）或者不止一种格式。以下是一些例子，
其中所提到的技巧都将在本章中介绍。

•

对于类似于本书这样的用户指南，其中包括：一栏文本、不带文本的图片、以及其它一些带有说
明文本的图形、使用页面样式作为基本布局、在必要时使用表格将图像放在说明文本的旁边。

•

使用区域放置索引或者文档其它部分，分为两栏或更多栏 ，从左侧书写到右侧、然后到下一页，
如此依次循环。如果文档的标题（在第一页上）占用整页宽度，可以将其放在只有一栏的区域中。

•

对于布局复杂的新闻稿，页面上有两栏或者三栏、某些文章从一个页面跳转到几个页面之后的某
个位置，可以使用页面样式进行基本布局，然后将文章放在已链接的框架中。如有必要，可以将
图片锚定在页面上的某个固定位置。

提示
如果文档要以 HTML，ePub 或者其它非固化的格式发布，请使用最简化的布局技巧。某
些方法（分栏、框架、超宽表格）通常无法很好地导出这些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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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栏构建页面布局
建议在您的文档中，把最常见的布局（一栏或者多栏）定义为基本页面样式（例如“默认”）。然后，
您可以把具有不同栏数的页面，定义为额外的页面样式。

注意
若要在单个页面上组合放置几种不同栏数的分栏，则必须使用区域，在第 135 页的“使用
区域构建页面布局”中有详细介绍。
若要为页面样式设定分栏，请按如下操作：

1) 请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页面，在弹出的“页面样式”对话框中，选择“分栏”标签页（如图 105
所示），或者点击侧边栏“页面”栏目，展开“样式”面板。
2) 在“设置”部分中指定需要的“栏数”，您可以使用文档写手的预设的分栏布局，也可以创建自
定义的分栏布局。“设置”部分右侧的预览框显示了分栏布局的外观。随后可以指定每栏之间的
间距、以及是否要在间距中显示垂直分隔线。
3) 点击“确定”保存更改。
（译者注：虽然也可以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分栏， 在弹出的“分栏”对话框中直接进行设置，但不建议
您这样做，请尽量使用“页面样式”对文档进行规范的操作。）

图 105：设定一个页面的分栏数量

分栏宽度和间隔的设置
在“宽度和间隔”部分中点击勾选“自动调整宽度”选项，就可以创建宽度相等的分栏。
若要自定义分栏的宽度和间隔：

1) 在“宽度和间隔”部分中，点击取消“自动调整宽度”选项的勾选。
2) 在“宽度”的文本框中，为每一栏输入所需的宽度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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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间距”的文本框中，输入每两栏之间所需要的间隔数值。
如果指定了三栏以上，请使用“栏次”那一行的箭头键在几个分栏之间滚动显示。

分隔线的设置
通常，分栏之间只需要空格，但如果要显示分隔线，请按如下操作：

2)

在“分隔线”部分的“样式”下拉菜单中，除了“无”以外，选择三种可用线型的其中之一。

3)

在“宽度”选项中，选择所需的线宽，可设置的有效数值范围为 0.25 pt 磅到 9.0 pt 磅。
（1 point 磅 = 1/12 pica 皮卡 = 1/72 inch 英寸 = 127/360 mm 毫米 = 0.3527 mm 毫米）

4)

在“高度”选项中，选择所需的高度，以分栏高度的百分比为基准。您可以选择预设的数值、或
者输入所需的数值。

2)

如果输入的高度小于 100％，请在“位置”下拉菜单中选择分隔线的垂直对齐方式。垂直定位的
可选项为“顶端对齐”、“居中”或者“底端对齐”。

3)

可以在“颜色”下拉菜单中选择线条的颜色。

跨越分栏布置文本
当您在分栏中添加文本时，文本会在第一栏排满后，自动排到下一栏。但最后一栏的文本有可能比其它
栏的文本短。
若要均匀分布文本，以便所有分栏的高度大致相同，请使用多栏区域。请参阅第 138 页的“区域的分栏
设置”。

提示
请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格式标记（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0）就能显示段落结尾标记
（¶）。通常，是由于默认不可见的多余段落占用了空间，造成了分栏显示异常。

使用框架构建页面布局
在制作诸如简报或者其它布局密集型的文档时，框架非常有用。框架可以包含文本、表格、多栏、图片
和其它对象。
使用框架可以实现很多效果，例如：

•

将某些内容放置在页面的特定位置，例如，位于页面一角的徽标，或者“最新消息”新闻提示框。

•

通过将一个框架的内容链接到另一个框架，可以让一个页面上的文本跳转到比下一个页面更远的
另一个页面上，以便于在编辑文本时，超长的内容能在两个框架之间自动编排。

•

让文本围绕在对象的四周，例如照片。

由于 LibreOffice 不允许您定义具有循环跳转的框架的页面样式（除非锚定在页眉或页脚中），因此，为
了避免在您设计的书籍中出现混乱，建议您事先绘制好所需的基本页面布局草图，标示出各个框架的大
致位置及其用途，尽量减少（不同的）页面布局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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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别注意框架的位置。一种视觉上有效的框架定位方法是，将框架的左边距与框架上方段落的左边距
对齐。为此，请将框架插入与上一段相同样式的空白段落中。转到菜单栏的插入 > 框架 > 框架，在弹出
的“框架”对话框中，“类型”标签页的“位置”部分，在“水平方向”下拉菜单中选择“从左侧”，
就能将框架精确定位在所需的位置。
另外，可以考虑一下框架的“环绕”类型，以及框架和文本之间的“间隔”。放置框架时不要距离文本
太近，而应该使用“环绕”在它们之间留出一些空白。
您可以单独对框架进行格式设置，或者定义和应用框架样式。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创建框架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创建框架：

•

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框架 > 框架，会弹出“框架”对话框（如图 106 所示）。您可以先在对话
框中设置框架的各种特性，也可以先点击“确定”，以后再返回对话框进行定制。

•

选择文本，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框架 > 框架，在弹出的“框架”对话框中设置好后（例如，
在框架和文本之间添加间隔），点击“确定”，所选择的文本将会从之前的正文内容中移出，放
入框架内。

•

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框架 > 交互式框架，或者在“插入”工具栏上点击“交互式框架”图标，
可以快速绘制一个空白框架（译者注：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工具栏 > 插入，即可显示“插入”
工具栏）。鼠标光标会变为加号（+），点击并按着鼠标拖动，就能绘制出一个空白框架。若要
自定义设置框架，请用点击选中框架，然后再用鼠标右键点击框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
即可弹出“框架”对话框。

•

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对象 > 公式 或者 OLE 对象，在弹出的“插入 OLE 对象”对话框中选择您
需要的“对象类型”，点击“确定”后，该项目就已插入并显示在一个框架中。若要自定义设置
框架，请用点击选中框架，然后再用鼠标右键点击框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即可弹出
“框架”对话框。

若要向框架中添加内容，请先点击页面上其它位置的空白区域，取消框架的选中状态。然后，再用鼠标
在框架内点击，就能将文本光标放置在框架里。现在，可以像在主页正文上一样添加内容。完成后，点
击页面上的其它位置，取消框架的选中状态即可。

注意
菜单栏的 插入 > 框架 > 浮动框架 是用于 HTML 文档。

移动框架，调整框架大小，修改框架属性
将一个对象被添加到文档写手中时，它会自动被包含在预先确定了类型的框架中。使用框架可以设置对
象在页面上的放置方式，以及该对象与文档中其它元素的交互方式。您可以通过修改该框架所使用的框
架样式来编辑框架，也可以在将框架添加到文档时，就手动对框架进行格式设置。框架样式的相关信息，
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若要修改框架的大小或位置，请先选中框架，然后使用鼠标点击并按着框架四周的小方块拖动调整，或
者鼠标右键点击框架边缘，在弹出的“框架”对话框中调整（如图 106 所示）。使用鼠标调整的速度更
快，但准确度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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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也许您更希望使用鼠标进行总体布局，然后使用对话框进行微调。

图 106：框架对话框
您可以在框架的四周用鼠标点击并按着带颜色的小方块（尺寸调整器）然后拖动，就能手动调整框架的
大小。您可以开始向框架中添加内容（例如，如果您添加一幅大图片，框架将会自动重新调整大小以适
应这张图片），或者返回到“框架”对话框中，然后设置大小和其它特性。
若要使用鼠标更改框架的位置，请点击并按着框架的其中一条边线条拖动，或者，请用点击选中框架，
然后将光标放在框架内的任何位置，点击并按着框架拖动。（移动时，光标会变为一个小手的形状，或
者变为一个四向箭头，依 Libreffice 主题而定。）
若要更改框架的大小，请点击并按着框架四周的其中一个小方块拖动。如果只拖动四条边线中央的小方
块，那么将会仅在高度或者宽度上放大或缩小文本框架，如果拖动四个角上的小方块就能同时在宽度和
高度上放大或缩小框架。
拖动四个角上的小方块这个操作作会扭曲框架的比例。可以按着 Shift 键同时拖动四个角上的小方块，这
样可以使框架在缩放时保持原始的比例。
若要打开“框架”对话框，请点击选中框架，然后再用鼠标右键点击框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
若要删除框架的边框，请打开“框架”对话框，转到“边框”标签页（如图 107 所示），然后在“线条
排列”部分中，选择第一个“预置”（不采用边框）。或者，您可以为框架指定无边框样式。关于框架
样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注意
请不要将框架的边框与框架内的文本边界混淆（请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正文边界 开启或
隐藏显示文本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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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移除框架的边框

锚定框架
使用“框架”对话框（或者用鼠标右键点击，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锚定”）可以将框架锚定到页面、
段落、字符上，或者将其锚定为字符。
到页面
框架相对于页边距保持相同的位置。在页面中添加或删除文本时，框架不会移动。当框架不需要在
视觉上与特定的文本片段相关联时，此方法很有用。它通常在制作非常布局密集的新闻稿或其它文
档时使用。此方法还常用于将页面上的文本居中显示。
到段落
框架与段落相关联，并可以随段落移动。框架可以放在页边距或者其它位置。这方法可用于在主文
档中使用的页面里居中显示文本（如果锚定到页面，这个框架将会从主文档中消失）。
在字符上
该框架与字符相关联，但不放置在文本序列中。框架会随段落移动，但也可以放在页边距或者其它
位置。此方法类似于锚定到段落。
作为字符
框架与任何其它字符一样放置在文档中，因此会影响文本这一行的高度和换行。在段落之前添加或
删除文本时，框架也会随着段落移动。此方法可用于在句子中按顺序添加小图标。它也是将图像锚
定到空段落的最佳方法，因为它不会在页面上被胡乱移动。

链接框架
您可以将多个框架彼此链接，即使它们位于文档的不同页面上。一个框架的内容填满后，将会自动填充
到下一个框架。此技术常用于设计简报，因为简报可能需要在不同的页面上连续撰写同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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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文本只能在一个框架的内容填满后，自动填充到下一个，一个接一个。您无法把一个框架
同时链接到其它多个框架。
若要将一个框架链接到另一个框架，请按如下操作：

1)

选择需要链接的框架。

2)

在“框架”工具栏上点击“链接框架”图标。（译者注：转到菜单栏的 视图 > 工具栏 > 框架，
即可显示“框架”工具栏。也可以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框架和对象 > 链接框架。）

3)

点击一系列框架中的下一个框架（内容必须是空白的框架）。

一个带有链接的框架被选中时，会有一条虚线指示现有的链接，如图 108 所示。点击“框架”工具栏上
的“取消框架链接”图标，就可以取消框架的链接。

图 108：链接的框架
带有链接的框架的高度是固定的。您可以用鼠标手动调节高度，或者使用“框架”对话框修改高度，但
框架不能根据内容自动调整大小（即禁用“自动调整高度”选项）。只有一系列框架的最后一个框架才
能使用“自动调整高度”选项。

图 109：框架对话框的“选项”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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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对话框的“选项”标签页（如图 109 所示）显示了所选中的框架的“名称”、以及链接到哪个
框架、来自哪个框架的链接。您可以在此处更改这些信息。在这个标签页上，您还可以点击勾选需要
“保护”框架的内容、位置和大小等选项。
“框架”对话框中的“环绕、边框、区域、透明、分栏、宏”等标签页，与“框架”样式的标签页相同。
相关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使用表格构建页面布局
文档写手的表格可以用于多种用途，例如保存数据、排列资料，就像您在电子表格中看到的那样，还可
以用于创建更复杂的页面布局。关于使用数据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13 章。
本章节将描述如何使用表格来实现某些常见的页面布局。

在页眉或页脚中定位信息
在页眉或页脚中，除了使用制表符或者框架，您也可以使用表格来定位各种元素，例如页码、文档标题、
作者等。这些元素通常使用字段插入，如第 17 章，字段 中所述。

使用表格创建侧标题
侧标题和边注通常用于简历计算机用户指南等类似的文档中。文本的主体会偏移一侧，以便留下放置 侧
标题或者注释的空白区域（通常预留在左侧）。正文的第一段与旁边的侧标题对齐，如图 110 所示。
侧标题的示例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希望在表格本身中只放置一个或两个段落，而在普通段落中
放置其余的文本和图形（格式上与表格中的段落对齐），以便在添加或删除资料
时，文本和图形更容易从这一页转到下一页。
在其它情况下，您可以将每个段落放在表格的单独一行中，并允许表格在页面之间
中断。

图 110：侧标题的示例

注意
创建侧标题的另一个方法是，在框架中使用“旁注”框架样式，然后输入文本。如第 9 章，
使用样式 中所述。

示例
若要创建用于侧标题的表格，请按如下操作：

1)

将光标放置在需要显示表格的位置，然后转到菜单栏的 表格 > 插入表格（或者按下快捷键 Ctrl +
F12）。

2)

在弹出的“插入表格”对话框中，定义一个没有边框、没有表头、一行、二列的表格。点击“插
入”按钮完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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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定义一个没有边框没有表头一行二列的表格

3)

鼠标右键点击这个表格，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表格属性”。在弹出的“表格属性”对话框的
“表格列”标签页上，使设置每一列所需的宽度。

图 112：设置一个一行二列的表格第一列的宽度为 3.3 厘米

4)

在“表格属性”对话框的“表格”标签页（如图 113 所示），在“间隔”部分中，调节“上方”
和“下方”的数值与您为普通文本段落所设定的“段前”和“段后”间距相同。在“属性”部分
中，可以为此表格指定一个名称。点击“确定”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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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设定表格向上和向下的间隔

提示
若要检查段落的段前和段后间距：请将光标放置在段落中，然后打开侧边栏“属性”栏目
的“段落”面板，在“间距”部分中可以查看和设置“段前间距”和“段后间距”的数值。
也许您还希望关闭表格中的数字识别，以便文档写手不会将数字自动格式化。如果您希望表格中的数字
是按纯文本显示，就需要关闭表格中的数字识别，请按如下操作：

1)

用鼠标右键点击在表格，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数字格式”。

2)

在“数字格式”对话框的“类别”列表中，选择“文本”。点击“确定”即可。

图 114：将表格中的数字格式设置为文本

提示
如果您需要经常使用这样的表格格式，那么建议您将其保存为表格样式，请转到菜单栏的
表格 > 自动格式样式。请参阅第 13 章，数据表 中的“创建表格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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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区域构建页面布局
“区域”是一个具有特殊属性和格式的文本区块。区域有以下作用：

•

对文本进行写保护。

•

隐藏文字。

•

动态插入另一个文档的内容。

•

为文档的一部分添加分栏、边距缩进、背景颜色、或者背景图像。

•

为文档的一部分自定义的脚注和尾注。

创建区域
若要创建一个区域，请按如下操作：

1)

将光标放置在文档中需要插入新区域的位置。或者，选择需要放置在新区域中的文本。

2)

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区域。会弹出“插入区域”对话框（如图 115 所示）。

3)

根据您的需要，在对话框的每个标签页中进行选择设置。

4)

点击“插入”即可。

图 115：插入区域对话框
“插入区域”对话框有五个标签页：

•

“区域”标签页用于区域的特性设置。

•

“列（分栏）”标签页用于区域的分栏设置。

•

“缩进”标签页用于设置区域左右边距的缩进。

•

“背景”标签页用于为区域的背景添加颜色或图形。

•

“脚注/尾注”标签页用于定制该区域的脚注和尾注。

在关闭“插入区域”对话框之前，除了“区域”标签页以外，您随时都可以通过点击“重置”按钮，将
其它标签页里的各种选项重置为默认值（如果要撤消“区域”标签页里面的修改，您必须手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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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区域
文档写手会自动在“区域”标签页的“新建区域”文本框中自动添加该区域的名称。如果要修改区域名
称，请点击选择该名称然后直接输入。该区域名称会显示在侧边栏“导航”栏目的“区域”类别中。如
果您为该区域命名了一个有意义的名称，导航时将会显得更直观和容易。

链接区域
您可以将另一个文档的内容插入到该区域中，然后文档写手在更新其它文档时会自动对该区域进行更新。

注意
如果只想插入其它文档的一部分，请确保那一部分也是作为“区域”保存在那个文档中。

图 116：链接区域
若要在区域中链接另一个文档的内容，请按如下操作：

1) 在“区域”标签页的“链接”部分中，点击勾选“链接”选项。
2) 点击“文件名”文本框右侧的“浏览”按钮，将会弹出“插入”对话框。
3) 在“插入”对话框中找到并选择需要插入的文档，然后点击“插入”按钮，“插入”对话框将会
关闭，所选中的文档的名称将会显示在“文件名”文本框中。
4) 如果您只想插入所选中文档的某一个区域，请从“区域”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区域。
您可以自动或手动更新链接。请参阅第 141 页的“更新链接”。

区域写保护
若要对区域进行写保护，使其内容无法编辑，请在“区域”标签页的“写保护”部分下面，点击勾选
“保护”选项（如图 117 所示）。

注意
“写保护”仅保护区域的内容，而不保护区域的属性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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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为区域设置写保护

区域密码保护

警告
一定要非常小心地记住、或者安全地存储好密码，因为没有什么高级工具可以破解密码。
若要防止他人编辑区域的属性或格式，您还可以使用密码保护该区域，请按如下操作：

1)

点击勾选“使用密码”选项，点击“密码”按钮，会弹出“输入密码”对话框。

2)

在“输入密码”对话框的“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然后在“确认”文本框中再次输入密码，
以确认密码无误。

3)

点击“确定”， “输入密码”对话框将会关闭。任何人试图编辑该区域的属性或格式，都将被提
示输入密码。

图 118：为区域设置密码保护

隐藏区域
您可以隐藏区域，使其不会显示在屏幕上，也不会被打印出来。您还可以指定隐藏该区域的条件，例如，
您只能隐藏针对某些用户的区域。隐藏功能可以用于创建诸如“测验试题”的单个文档，其中包含有学
生和教师的文档副本。

注意
如果该区域是页面上的唯一内容，或者该区域位于页眉、页脚、脚注、尾注，框架、或者
表格单元格中，则该区域将无法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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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隐藏区域
若要隐藏区域，请在“区域”标签页的“隐藏”部分中，点击勾选“隐藏”选项。
若要仅在特定条件下隐藏该区域，请在“带条件”文本框中输入所需的条件。用于输入条件的语法和运
算符与用于输入公式的语法和运算符相同。有关语法和运算符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帮助系统中的
“条件”部分。另请参阅第 17 章，字段。
如果该区域已经使用密码进行写保护，则必须输入密码才能隐藏或显示文本。

区域的分栏设置
您可以将页面中的某些部分划分为一栏，将页面的其它部分划分两栏或者更多栏。例如，在一则新闻故
事中，标题占用一整个页面的宽度，而正文则分为三栏。

Tip
您无法在多栏格式的页面上选择一小部分文本，然后将这一小部分文本单独更改为一栏。
更好的做法是，您必须定义一个仅有一栏的页面样式，并放置需要的文本，然后这个页面
中，把其它文本放置在包含有多栏的区域里。

图 120：区域可以选择均匀分布各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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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分栏）”标签页的“设置”部分中可以把区域分割成多栏（如图 120 所示）。
当您向该区域添加文本时，文本将在一栏填满后自动填充到下一栏。您可以有两种方式在各栏之间布置
文本，如图 121 所示。

•

图 121：（左）均匀分布各栏; （右）报纸式专栏
均匀：文档写手按文本的总量自动调整各栏的长度，以便使所有栏的高度大致相同。当您添加或
删除文本时，栏高也将重新调整。

•

报纸式：文档写手从第一栏开始依次填充各栏。最后一栏的内容可能比其它栏短。

若要均匀布置文本，在“列（分栏）”标签页的“设置”部分中点击勾选“将内容均匀分配到所有栏”
（如图 120 所示）。若要报纸样式布置文本，请点击取消此选项的勾选。

区域从页边距缩进
在“缩进”标签页中（如图 122 所示），可以设置区域从左右页边距计算的缩进量。

图 122：区域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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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之前”文本框中输入从左页边距计算的缩进量。在“区域之后”文本框中输入从右页边距计算
的缩进量。页面右侧的预览框显示的是应用缩进后该区域的外观。

更改区域的背景
使用“背景”标签页可以为当前区域的背景添加颜色或者图像。此标签页类似于 LibreOffice 中的段落、
框架、表格、以及其它对象的“背景”标签页页。相关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9 章，使用样式。

区域中的脚注和尾注设置
使用“脚注/尾注”标签页可以设置区域的脚注和尾注。

图 123：区域中的脚注和尾注设置

自定义脚注
若要将该区域的脚注与文档中的其它脚注分开编号，以及对编号进行格式设置，请按照如下操作：

1) 在“脚注/尾注”标签页的“脚注”部分中，确保点击勾选了“在正文的结束位置收集”。
2) 点击勾选“重新开始编号”。
3) 若要以 1 以外的数字为开始该区域的脚注编号，请在“开始于”文本框中输入所需的起始编号。
4) 点击勾选“自定义格式”选项。
5) 在“自定义格式选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脚注的编号格式。
若要将文本添加到所选定的编号格式中，请使用“之前”和“之后”的文本框。例如，如果您希望脚注
编号前面加上单词“注释”并跟着冒号“：”，请在“之前”文本框中输入“注释”，在“之后”文本
框中输入“：”，如 123 所示。

自定义尾注
如果您希望区域的尾注出现在该区域的末尾，而不是出现在文档的末尾，请在“脚注/尾注”标签页的
“尾注”部分中，点击勾选“在区域的结束位置收集”选项。
若要将当前区域的尾注与文档中的其它尾注分开编号，以及对编号进行格式设置，请按上述步骤应用于
尾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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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和删除区域
若要编辑区域，请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区域（译者注：也可以使用鼠标右键点击区域，在弹出菜单中选
择“编辑区域”），在弹出的“编辑区域”对话框中（如图 124 所示），在列表框中点击区域的名称，
即可选择需要编辑的区域。

图 124：编辑区域对话框

编辑区域的特性
若要重命名所选中的区域，请在“区域”文本框中输入其名称。
在“编辑区域”对话框中，您还可以编辑选中区域的链接、写保护、以及隐藏属性。若要了解如何编辑
这些选项，请参阅第 136 页的“链接区域” 、第 136 页的“区域写保护”、以及第 137 页“隐藏区域”。

编辑区域的格式
若要编辑所选中区域的格式，请点击“选项”按钮。
在弹出的“选项”对话框中有四个标签页：“列（分栏）、缩进、背景、脚注/尾注”。本小节之前已经
介绍了这些标签页的使用方法。
若要在打开的“选项”对话框中，将各个标签页的选项重置为默认值，请点击“重置”按钮。若要保存
“选项”对话框的设置并返回“编辑区域”对话框，请点击“确定”。

删除区域
若要删除所选中的区域，请点击“移除”按钮。但这不会删除该区域的内容，该区域的内容将会保留，
成为主文档的一部分。如果区域的内容是链接而来的，那么这部分内容也会被嵌入主文档。

更新链接
您可以设置文档写手自动更新链接的区域，也可以手动更新链接。

自动更新链接
若要将文档写手设置为在不需要提示您的情况下更新链接，或者要关闭自动更新，请按如下操作：

1)

请转到菜单栏的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Writer > 常规。此处显示的是通用的文本文档设置。

2)

在“载入时更新链接”部分里，可以在以下三个选项中选择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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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总是，文档写手在打开包含链接的文档时，自动更新链接，不会提示您。

–

在请求时，文档写手在打开包含链接的文档时，更新链接之前会提示您。

–

从不，文档写手在打开包含链接的文档时，不会更新链接。

点击“确定”保存设置。

手动更新链接
受保护的区域无法手动更新。若要更新首先必须打开保护。
若要手动更新链接，请按如下操作：

1)

打开包含有链接的文档。

2)

转到菜单栏的 编辑 > 链接到外部文件，会弹出“编辑链接”对话框（如图 125 所示）。

3)

“编辑链接”对话框中的列表显示的是链接到当前文档的所有文件的名称。点击选择要更新的链
接所属的那个文件。

4)

点击“更新”按钮，当前文档就会显示所链接的文件最近保存的链接内容。

5)

若要关闭“编辑链接”对话框，请点击“关闭”按钮。

删除链接
若要移除所链接的文件内容，请转到“编辑链接”对话框（如上述操作），点击与需要删除的链接所属
的文件，然后点击“断开链接”按钮。此操作将会把原本所链接的文件内容保留，嵌入主文档中。

图 125：编辑链接对话框

在文档中更改页面方向
一个文档可以包含多个不同方向的页面。常见的情况是在文档中间有一个横向页面，而其它页面是纵向
的。以下是实现它的步骤。

设置横向页面样式
2)

如果您希望保持页边距与其它页面相同，请记下当前页面样式的页边距设置。（您可以在“页面
样式”对话框的“页面”标签页中，找到“边距”设置，如图 127 所示。）

3)

在侧边栏的“样式”栏目的“页面样式”分类中，鼠标右键点击列表中的“横向”，然后在弹出
菜单中选择“修改”。

4)

在弹出的“页面样式”对话框的“管理”标签页上（如图 126 所示），确保“下一个样式”的下
拉菜单选择为“横向”（允许具有多个连续的横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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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将下一页的页面样式设置为横向

5)

在“页面样式”对话框的“页面”标签页上（如图 127 所示），确保将方向设置为横向。修改
“边距”的数值，使其与纵向页面的边距一致。现在的效果是，原本纵向页面的上边距变为横向
页面的左边距，依此类推。

6)

点击“确定”保存更改。

图 127：设置横向页面的方向和边距

在纵向文档中插入一个横向页面
现在您已经定义了“横向”页面样式，以下是如何应用这个页面样式：

1) 把光标放置在需要设置为横向页面的开头段落或表格中。鼠标右键点击，并在弹出菜单中分别选
择“段落”或者“表格属性”。
2) 在弹出的“段落”对话框的“换行和分页”标签页中（如图 128 所示）点击勾选“插入”，或者
在“表格属性”对话框的“文本流动”标签页中（如图 129 所示）点击勾选“分页和分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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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勾选“应用页面样式”，在页面样式下拉菜单中选择“横向”。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即
可应用新的页面样式。

图 128：在段落前插入分页符并应用横向页面样式

图 129：在表格前插入分页符并应用横向页面样式

3) 将光标放置在横向页面的最后，即将返回纵向页面的段落或表格中，鼠标右键点击，在弹出菜单
中选择“段落”或“表格属性”，与上述方法类似，在“应用页面样式”菜单中改选回之前使用
的纵向“默认样式”。
4) 点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即可应用纵向页面样式。

横向页面上的纵向页眉和页脚
在横向页面上定制页眉和页脚时，它们将与页面的长边对齐。如果您将横向页面插入纵向页面之间，您
也许希望页眉和页脚位于横向页面的短边上，以便让最终打印出来的成品，看起来像横向页面的内容在
纵向页面的书籍中旋转了 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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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框架”技巧，在横向页面上设置纵向的页眉和页脚。虽然这样设置有些繁琐，但设置完成
后，您可以复制它们，然后粘贴到其它横向页面。这框架并不能成为横向页面样式的一部分。在下面的
示例中，我们希望将横向页面插入到我们的打印文档中，并且具有与我们的纵向页面相同的页眉和页脚
以及边距。示例中我们将使用纸张大小为 A4 的页面。
若要在横向页面上设置纵向页眉和页脚，请按如下操作：

1) 注意让纵向页面的页边距设置与横向页面相同，也就是说，横向页面的右侧设置，就是纵向页面
的顶部设置（请参阅下方表格）。
我们现在需要设置横向页面的左右页边距，分别比纵向页面的顶部和底部页边距大 1 厘米。制造
出这种差异可以让横向页面的“纵向”页眉和页脚使用额外的空间（例如：页眉或页脚的高度为
0.5 厘米，页眉或页脚与主文本之间的间隙为 0.5 厘米）。

2)

为页眉设置框架，同样地，为页脚设置框架。在横向页面样式中应用这些页边距设置。
纵向页面（右页）

3)

横向页面（右页）

上边距

1.5 厘米

右边距

2.5 厘米

下边距

1.5 厘米

左边距

2.5 厘米

左边距（內边距）

2.8 厘米

上边距（內边距）

2.8 厘米

右边距（外边距）

1.8 厘米

下边距（外边距）

1.8 厘米

在纵向页面中全选页脚的内容并复制，然后粘贴到横向页面的空白段落中。现在，粘贴的文本依
然具有页脚的样式，因此字体、字体大小和字段的设置都和原来一样。

图 130：复制页脚，粘贴后选中，设置旋转

4)

选中刚才粘贴的页脚文本（包括字段），转到菜单栏的 格式 > 字符（或者本鼠标右键点击选中的
文本，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字符”），在弹出的“字符”对话框的“位置”标签页中，将“旋转/
缩放”设置为 270 度（逆时针）。点击“确定”。 （译者注：旋转操作会自动删除制表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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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旋转页脚文本 270 度

5)

选中刚才粘贴的页脚文本，在文本仍处于选中状态时，选择转到菜单栏的 插入 > 框架 > 框架。
在弹出的“框架”对话框的“类型”标签页中（如图 132 所示），输入页脚的宽度、高度、以及
水平和垂直位置。如果手动设置了宽度和高度，请点击取消“自动调整尺寸”的勾选。

–

框架的“宽度”就是纵向页面的“页面样式”对话框里“页脚”标签页中页脚高度。（译者
注：这里可以选择“自动调整尺寸”。）

–

框架的“高度”可以通过简单的计算获得。A4 纸张的页面宽度为 21 厘米，减去 2 厘米的顶
部边距和 2 厘米的底部边距，框架高度应该为 17 厘米。（译者注：此处按中文页面样式的默
认值计算。）

–

框架的水平方向位置就是纵向页面的下边距。

–

框架的垂直方向位置就是横向页面的上边距（纵向页面的左边距）。

图 132：设定页脚框架的尺寸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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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页脚在文本上方有一条横线，就像本书的页脚那样，那么可以在“框架”对话框的“边框”
标签页上，点击选择仅显示一个右边框，并指定线条宽度和框架内容的间距。

7)

点击“确定”保存这些设置。现在页脚已经以正确的方向、显示在所需的位置，页脚内的任何字
段也都会自动更新。

8)

由于在旋转文本时，已自动删除了制表键，所以请将光标放置在框架中，原本制表键所在的位置，
然后输入空格，使框架内容的布局与纵向页面上页脚的布局相匹配。

重复以上步骤，使用适当的设置，可以在横向页面上设置纵向页眉。

警告
如果在横向页面的文档里，您没有把旋转过的字符全部纳入框架中，那么现在请将这些字
符转回到 0 度，否则在此位置输入的任何文本都会被旋转。

图 133：纵向页面和横向页面的页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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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打印，导出，电子邮件

Introduction
This chapter describes several ways to print or export documents from Writer in paper or electronic
form and the options for each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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