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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前言

这本书适合哪些人看？
任何想要快速掌握 LibreOffice 的人都会发现这本入门指南非常管用；无论你是刚开始接触办公软件，还
是已经会使用其它办公软件。

这本书都讲些什么内容？
本书介绍了如何使用下面这些 LibreOffice 组件：

•

Writer （文字处理）

•

Calc（电子表格）

•

Impress （演示文稿）

•

Draw（矢量绘图）

•

Base（数据库）

•

Math（公式编辑器）

本书还介绍了 LibreOffice 所有组件共有的一些功能，包括设置和自定义、样式和模板、宏录制和打印。
各个组件的用户手册中会有更多详细信息。

哪里可以获得更多帮助信息？
除了这本入门指南，您还可以参考其他 LibreOffice 用户手册，或使用 LibreOffice 自带的帮助菜单进入
软件的内置帮助系统，或者使用各种用户支持系统。使用这些帮助信息有一个前提，就是您需要具备基本的计
算机操作知识，比如启动一个应用程序、在程序中打开和保存文件等。

帮助系统
LibreOffice 带有多种用户帮助功能。这些帮助是使用者可以最快最方便取得帮助信息的地方。如果想在
没有连接网络的情况下离线浏览帮助内容，Windows 和 Linux 用户需要下载并安装离线帮助软件包；
macOS 用户不需要下载，因为 macOS 在安装 LibreOffice 的时候，离线帮助已经一并安装。
要使用离线帮助功能，请按 F1 键或者点击菜帮助 > LibreOffice 帮助。如果您没有安装离线帮助，那
么上面的操作将会使用您电脑上的默认网页浏览器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上的联机帮助页面。
帮助菜单里还有指向其他 LibreOffice 信息和支持工具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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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帮助菜单

注意
请注意这个符号：‡ 下面所介绍的功能中，凡是标有这个符号的，都需要您的电脑连接到互联网
才可以正常使用。

•

这是什么？ 把鼠标指针放在某个工具图标上，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小的文字提示框，对这个工具图标
的功能进行简要说明。有关更详细的说明，请点击菜单帮助 > 这是什么？然后将鼠标指针放在你想了
解的图标上。 此外，您可以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通用，然后选择是否显示扩展提
示。

•

用户指南 ‡ 用浏览器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的用户文档页面

https://documentation.libreoffice.org/en/english-documentation/ 。在那里，您能找到一些用户
指南的副本和其他有用信息。

•

在线获得帮助 ‡ 用浏览器打开 LibreOffice 社区论坛，论坛里有很多提问和答案可以参考，您也可以
在这里提问求助。LibreOffice 中文论坛地址是 https://www.libreofficechina.org/forum.php，选择
“社区论坛”即可访问中文社区；LibreOffice 英文地址 https://ask.libreoffice.org/en/questions

•

发送反馈 ‡ 用浏览器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的信息反馈页面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feedback/。 您可以提交错误报告和新功能建议，可以与 LibreOffice 社区中的其他人沟通交流。

•

以安全模式重新启动 打开一个对话框，然后您可以选择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并将设置恢复到默认状
态。

•

向 LibreOffice 捐赠 ‡ 打开 LibreOffice 网站的捐赠页面 https://donate.libreoffice.org/，您可以通
过捐款来支持 LibreOffice。

•

许可证信息 概述 LibreOffice 采用的许可协议和法律信息。

•

检查更新 ‡ 打开一个对话窗口，检查 LibreOffice 网站，查看 LibreOffice 版本的更新。

•

关于 LibreOffice 打开一个窗口，显示有关 LibreOffice 版本和操作系统的信息。 如果您向社区寻求
帮助，可能需要您提供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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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免费在线支持
LibreOffice 社区除了开发软件以外，社区志愿者还提供免费的帮助支持。您可以使用上面的帮助菜单里
面的链接，也可以使用网络上的其他支持资源，可以参考下面：
免费的 LibreOffice 支持

常见问题（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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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件列表

免费社区支持由网络上经验丰富的用户提供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mailing-lists/
LibreOffice 中文官网
https://zh-cn.libreoffice.org/

中文资源

LibreOffice 中文社区
https://www.libreofficechina.org/
LibreOffice 中文社区论坛
https://bbs.libreofficechina.org/forum.php

辅助功能选项

辅助功能选项相关信息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accessibility/

OpenOffice 论坛

另一个为 LibreOffice 以及其他开源办公套件提供支持的论坛（目前几乎弃
用）http://forum.openoffice.org/en/forum/

付费支持与培训
有些专门从事 LibreOffice 服务的机构/人员提供 LibreOffice 付费支持，您可以与他们签订服务合同。相
关认证信息可以通过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的网站查看：

https://www.documentfoundation.org/gethelp/support/

本书内容与您实际操作时的屏幕相比，可能会有些差异
屏幕截图
LibreOffice 可在多个操作系统上运行：Windows，Linux 和 macOS，它们各自有多个不同版本，每个
版本的外观都可以由用户自行定义（字体、颜色、主题、窗口管理器）。这些因素使大家的 LibreOffice 看起
来可能都不一样。本书在从英文原版书翻译为中文的过程中，统一了操作环境与软件界面，并尽可能使用默认
设置；所以，您实际的操作环境如果与本书译者相同/相近，那么您在操作时，屏幕上看到的内容应该与本书
差异不大。译者的操作环境信息，请参考下面中文版特别说明部分的内容。

图标
LibreOffice 社区为 LibreOffice 创建了多个图标集。本书翻译时使用了默认图标集
要更改图标集, 请打开菜单：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视图，然后在用户界面区域找到图标样式 ，从
下拉菜单里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标集。

注意
一些 Linux 发行版把 LibreOffice 作为系统的一部分与系统一起安装，提供的图标集可能不是很
多。如果您想安装更多的图标集 ，可以从 Linux 发行版的软件仓库中查找和安装图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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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cOS 系统里使用 LibreOffice
某些按键和菜单项在 macOS 上与 Windows/Linux 系统中不一样。下表列出了常见的对应关系。更详细
的对应关系，请参考应用程序的帮助。

Windows 或 Linux

macOS

功能说明

Tools > Options
menu selection

LibreOffice > 选项

打开选项设置

右键单击

Control+单击 或 右键单击

打开右键菜单

Ctrl (Control) 键

⌘ (Command)

配合其它按键一起使用

F5

Shift+⌘+F5

打开导航窗口

F11

⌘+T

打开样式和格式栏目

一些术语介绍
LibreOffice 中用户界面使用的术语，与其他程序基本相同。
对话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窗口。主作用是通知您某些信息，或者是接收您输入的信息，或两者兼有。通过
对话框，程序知道后续需要如何对文档进行操作，并执行操作。部分常用术语/控件请参考图-2及其说明部分。
在多数情况下，本书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了解它们很有用，因为您在查阅帮助信息或其他信息时，会经常遇
到这些术语。

图-2：对话框中的一些控件/术语

1)

选项卡页面（严格来说不是控件）。

2)

单选按钮（一次只能选择一个）。

3)

复选框（一次可以选择多个）。

4)

调节框：鼠标点击向上或向下的箭头可以更改框中的数字，也可以在框中直接输入数字。
一些术语介绍 | 13

5)

缩略图或预览。

6)

下拉菜单：点开后会出现一个列表，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一个项目，也只能选一个。

7)

按钮。

多数情况下，只要对话框保持打开状态，您就只能在对话框中操作。通常，单击确定按钮保存更改并关闭
对话框，或者点击取消按钮来放弃此次对话框操作）；对话框关闭后您就可以对文档进行操作了。
有些情况下，在您操作文档时，某些对话框是可以保持打开状态的，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在对话框和文档之
间来回切换。这与上面不同。典型的例子就是查找与替换对话框。

常见问题
LibreOffice 使用哪种授权协议？
LibreOffice 的分发使用 Mozilla Public License (MPL) 协议，MPL 由 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 批准。更多信息请参考这里：https://www.libreoffice.org/about-us/licenses/
LibreOffice 开发基于 Apache OpenOffice 的代码，该代码使用 Apache License 2.0 协议提供，但
也包括在各种其他开源许可下不同版本的软件。新的代码使用 LGPL 3.0 协议和 MPL 2.0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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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多少台电脑上安装 LibreOffice？
随意，您想装多少台电脑都可以。

LibreOffice 有中文版么？
LibreOffice 已被翻译（本地化）为 40 多种语言，包括简体中文。此外，还有超过 70 种拼写、连字和
词库词典可用，以及没有本地化程序界面的方言。 词典可从 LibreOffice 网站获得：
www.libreoffice.org。
LibreOffice 是怎么做到免费发行的？
LibreOffice 由志愿者开发和维护，并得到一些组织/机构的支持。
我正在编写一个软件应用程序，我可以在我的程序中使用 LibreOffice 的代码吗？
您可以在 MPL 或 LGPL（二者之一或同时）协议下使用 LibreOffice 的代码。许可证信息在这里：
http://www.mozilla.org/MPL/2.0/ (注意：字母 MPL 请使用大写)。。
为什么运行 LibreOffice 需要 Java？它是用 Java 编写的吗？它是用 Java 编写的吗？
LibreOffice 不是用 Java 编写的，它是用 C ++语言编写的。 Java 语言是可用于扩展软件功能的几种
语言之一。Java JDK/JRE 仅适用于某些功能。最值得注意的是 HSQLDB 关系数据库引擎。

Java 是免费的。有关适用于您操作系统的版本的 Java 的更多信息和下载链接，请参考这个链接：
https://java.com/en/download/manual.jsp

注意
安装 Java 时请注意，如果您安装的 LibreOffice 是 64 位版本，那么 Java 也选择 64 位版本；
如果您安装的 LibreOffice 是 32 位版本，那么 Java 也选择 32 位版本。详细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2 章-高级选项。即使不使用 Java，您也仍然可以使用几乎所有的 LibreOffice 功能。
怎样能为 LibreOffice 做贡献？
除了编写程序代码以外，您还可以通过许多其它方式来帮助开发 LibreOffice 和提供用户支持。详细内
容，请参考这个链接：https://www.libreoffice.org/community/get-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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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分发这本书的 PDF 电子版么？我可以打印和销售这本书么？
可以。只要您遵守本书开头版权声明中许可协议的要求即可。您无需申请特殊许可。我们建议您把书籍
销售利润的一部分分享给 LibreOffice 项目，以支持 LibreOffice 软件的发展。
向 LibreOffice 捐赠：https://www.libreoffice.org/donate/

LibreOffice 6.0 有哪些新功能？
LibreOffice 6.0 发行说明请看这里：https://wiki.documentfoundation.org/ReleaseNote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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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第一章

LibreOffice 简介

LibreOffice 是什么？
LibreOffice 是一个免费的/全功能的办公生产套件。LibreOffice 的文件格式是开放文档格式（Open
Document Format，简称 ODF），这是一种开放的标准格式，被多个国家采用作为发布和接受文档的标准
文件格式。LibreOffice 也可以打开/保存一些其它格式的办公文件，包括部分版本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格
式。

LibreOffice 套件包括以下几个组件：

Writer （文字处理）
Writer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文字处理工具，可以用来创建信件/书籍/报告/新闻稿/小册子及其他文档。 您可
以将 LibreOffice 其他组件中的图形/对象插入到 Writer 文档中。Writer 可以将文件导出为 HTML / XHTML /
XML / Adobe PDF 格式以及几种版本的 Microsoft Word 文档格式。Writer 还可以连接您的电子邮件客户端。

Calc（电子表格）
Calc 是一个高级电子表格处理程序，具有高级分析/图表绘制/形成决策等功能。它包括 300 多种用于财
务/统计和数学运算的功能。方案管理器可以进行“假设”分析（what if 分析）。Calc 能生成 2D 和 3D 图表，
这些图表可以在其他 LibreOffice 文档中使用，比如 Writer。您还可以打开/修改 Microsoft Excel 表格文件，
并且以 Excel 格式来保存它们。Calc 还能以多种不同格式导出电子表格，例如逗号分隔值（CSV 格式），
Adobe PDF 格式和 HTML 格式。

Impress （演示文稿）
Impress 提供丰富的多媒体演示工具，例如特效，动画和绘图工具。它与 LibreOffice Draw 组件和
Math 组件的高级图形功能集成在一起。通过使用艺术字进行文本特效，声音特效和视频特效编辑，可以进一
步增强幻灯片的演示效果。Impress 与 Microsoft PowerPoint 文件格式兼容，并且还可以将文件保存成其它
多种图像格式。

Draw（矢量绘图）
Draw 是一个矢量绘图工具，可以用来制作简单的图表/流程图/复杂的 3D 艺术插图等。其智能连接器功
能允许您定义自己的连接点。您可以使用 Draw 创建图形，这些图形可以在所有 LibreOffice 组件中使用；您
可以创建自己的剪贴画，然后将剪贴画添加到图片库中。Draw 支持导入多种常见格式的图像，并以 20 多种
格式进行保存，比如 PNG，HTML 和 PDF 格式。

Base（数据库）
Base 在简单的窗口中提供日常数据库工作的工具。它可以创建和编辑表单，报表，查询，表格，视图和
关系，因此在关系数据库管理上与其他常用的数据库程序非常相似。Base 提供了许多新功能，例如从图表视
图中分析和编辑关系。Base 包含两个关系数据库引擎，HSQLDB 和 PostgreSQL。它还可以使用
dBASE，Microsoft Access，MySQL 或 Oracle，或任何 ODBC 兼容以及 JDBC 兼容的数据库。Base 还
对 ANSI-92 SQL 子集提供支持。

Math（公式编辑器）
Math 是 LibreOffice 套件的公式/方程式编辑器。您可以使用它来创建复杂的方程式，方程式中可以包含
标准字体集中没有的符号或特殊字符。Math 常用在其它文档中创建公式，比如 Writer 文档和 Impress 文档；
Math 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工具独立使用。您可以使用标准数学标记语言（Mathematical Markup
Language，简称 MathML）格式保存公式，然后嵌入到网页中或其他非 LibreOffice 创建的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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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eOffice 的优势
下面是 LibreOffice 相对于其他办公软件的一些优势：

•

不需要支付授权费。LibreOffice 免费提供，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和免费分发。有一些功能，在其它
软件上是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比如导出为 PDF 功能，而类似的功能在 LibreOffice 软件中都是免费
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也都不会有隐藏的费用产生。

•

源代码公开 根据 LibreOffice 开源许可证，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随意分发，复制和修改 LibreOffice
软件。

•

跨平台 LibreOffice 支持多种硬件架构，可以在多种操作系统下运行，如 Microsoft Windows，Mac
OS X 和 Linux。

•

多国语言支持 LibreOffice 用户窗口包括拼写、连字符和词库词典，提供 100 多种语言/方言支持。
LibreOffice 还支持复杂文本布局（Complex Text Layout，简称 CTL）；支持顺序从右到左
（Right to Left，简称 RTL）布局的语言（如乌尔都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

统一的用户操作界面 LibreOffice 的第个组件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外观感觉”，使其更容易使用和掌
握。

•

集成 LibreOffice 的各个组件彼此间很好地集成在一起。

–

所有的组件共同使用一个通用的拼写检查器，其他工具也同样通用；这些通用工具在 LibreOffice
套件的不同组件中，功能和使用方法都是一致的。例如，Writer 中的绘图工具在 Calc 中同样也有，
并且在 Impress 和 Draw 中也有类似的版本，只不过功能有所增强。

–

您不需要知道某个类型的文件需要使用哪个相对应的应用程序来创建。比如，您完全可以用
Writer 来打开一个 Draw 文件，LibreOffice 会自动识别格式。

•

细粒度 常情况下，你对软件的某个选项的更改，会影响到所有组件。修改“用户字段”时，文档中此
变量的所有实例都会更新。 但是，LibreOffice 的选项的影响范围，可以设置为仅在当前组件内生效，
比如仅在 Writer 内生效；甚至可以设置为仅在当前文档内生效，即只在当前编辑的文件内生效，其它
文件则不起作用。

•

File compatibility. 除了原生的 OpenDocument 格式外，LibreOffice 还支持其它多种常见文件格
式，包括 Microsoft Office，HTML，XML，WordPerfect，Lotus 1-2-3 和 PDF。

•

没有供应商锁定 LibreOffice 使用开放的 OpenDocument 格式作为默认文件格式，这是一种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扩展标记语言）文件格式，由 OASIS（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开发，
是一种行业标准。这个文件格式可以很容易地被其它文本编辑器解压缩和读取，并且文件格式的框架
也是公开发布的。相比之下，有些办公软件的文件格式是不公开的；这意味着你如果使用那些软件来
创建文档，那么这个文档就只能用创建它的办公软件来打开，其它别的办公软件都无法正常打开/处理
这个文档。

•

您有发言权 LibreOffice 的增强功能，软件修复程序和新版本发布日期等均由社区（不是公司）来决
定。您可以加入社区并参与上述项目的决策。

您可以访问 LibreOffice 和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的官方网站，以了解更多信息：
http://www.libreoffice.org/ 和 http://www.document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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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LibreOffice 6.0 可以在以下操作系统安装：
•

Microsoft Windows： 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7，Windows 8/8.1，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10。

•

GNU/Linux 内核版本 2.6.18，glibc2 v2.5 或更高，gtk v2.10.4 或更高。

•

Mac OS X 10.8（Mountain Lion）或更高。

安装时需要系统管理员权限。
一些 LibreOffice 功能（向导/HSQLDB 数据库引擎）需要您的计算机已经预先安装 Java 环境（Java
Runtime Environment，简称 JRE）才能使用。JLibreOffice 也可以在没有 Java 环境的情况下工作，但一
小部分功能将无法使用。

Java 是免费的。了解更多 Java 信息请参考官方网站： https://java.com/en/download/manual.jsp

注意
安装 Java 时请注意，如果您安装的 LibreOffice 是 64 位版本，那么 Java 也选择 64 位版本；
如果您安装的 LibreOffice 是 32 位版本，那么 Java 也选择 32 位版本。详细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2 章-高级选项。
更多安装要求请参考 LibreOffice 官方网站：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system-

requirements/.

免费获取 LibreOffice 的途径
对于 Windows，Linux，Mac OS X 系统，您可以直接到官方网站免费下载：
https://www.libreoffice.org/download. 下载时您可以使用点对点下载工具，比如 BitTorrent。

Linux 用户会发现 LibreOffice 已经被包含在一些 Linux 发行版当中，会随 Linux 系统一起安装，比如
Debian。
macOS 用户还可以从 App Store 获得两个版本的 LibreOffice：LibreOffice Vanilla（小额费用）和
LibreOffice-from-Collabora（企业级版本；小额费用）。

LibreOffice 安装方法
LibreOffice 的安装和设置方法，请参考官方网站： https://www.libreoffice.org/get-help/installhowto/

扩展和附加组件
可以使用扩展和附加组件来增强 LibreOffice 功能。LibreOffice 程序中已经内置了几个扩展，想要了解
更多扩展工具，您可以访问官方扩展网站： http://extensions.libreoffice.org/更多扩展和附加组件信息，请
参考本书第 14 章 - 自定义 LibreOffice。

启动 LibreOffice
启动 LibreOffice 的方式与启动计算机上其他程序的方式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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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或 Linux 操作系统里，LibreOffice 及其组件的菜单项会显示在计算机的系统菜单中。在
macOS 系统里，只有 LibreOffice 的菜单项会添加到“应用程序”菜单中。
单击 LibreOffice 菜单项、桌面图标或快捷方式，将打开 LibreOffice 启动中心（图-3），您可以从中选
择想要使用的 LibreOffice 组件。您还可以打开现有文件或使用模板。

直接打开 LibreOffice 文档
您可以直接用鼠标双击桌面上的 ODF 文档来启动 LibreOffice，也可以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或
Mac 的 Finder 文件管理器中用鼠标双击 ODF 文档来启动 LibreOffice。LibreOffice 会启动相应组件并打开
您双击的文档。
您还可以打开存储在运行 CMIS（Content Management Interoperability Services - 内容管理互操作
性服务）的远程服务器中的文件。CMIS 与 OpenDocument Format 一样，是 OASIS 标准。使用 CMIS 服
务器时，该服务将要求您提供文件访问所需的凭据。

图-3 ：LibreOffice 启动中心
如果您的计算机上没有安装 Microsoft Office，或者如果安装了 Microsoft Office 但是您已将自己的
Microsoft Office 文件类型与 LibreOffice 关联，那么当您双击下面类型的文件时，文件会在 LibreOffice 中
打开：

•

Word 文件（* .doc 或 * .docx）在 Writer 中打开；

•

Excel 文件（* .xls 或 * .xlsx）在 Calc 中打开；

•

PowerPoint 文件（* .ppt 或 * .pptx）在 Impress 中打开；

如果您没有关联文件类型并且计算机上安装了 Microsoft Office，则当您双击上述文件时，相应的
Microsoft Office 组件会启动并打开您双击的文件。
有关打开文件的更多操作细节，请参考本章的打开现有文档小节。打开现有文档 28

20 | 启动 LibreOffice

快速启动功能
在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中安装 LibreOffice 时，可能会同时安装快速启动功能。快速启动功能激活后，
操作系统启动时会同时加载必要的库文件，从而缩短 LibreOffice 组件的启动时间。

macOS 系统没有快速启动功能。
激活快速启动功能

Linux 或 Windows 系统中，LibreOffice 默认情况下不会将快速启动功能设置为自动激活。激活方法：
1)

打开 LibreOffice；

2)

打开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通用并选择在系统启动期间加载
LibreOffice（Windows）；或选择启用系统任务栏快速启动（Linux）。

3)

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在 Linux 或 Windows 系统里使用快速启动功能
激活快速启动功能后，显示屏底部的系统托盘会显示
启动功能都将一直保持可用状态。

图标。之后，无论 LibreOffice 是否启动，快速

用快速启动功能直接启动 LibreOffice 组件：

1)

鼠标右键单击快速启动功能图标，打开弹出菜单（图-4）；

2)

选择要打开的 LibreOffice 组件来创建新文档，或者选择 从模板 来打开模板管理器，或者选择 打
开文档 来打开一个以前的文件。

图-4：Windows 快速启动功能菜单

禁用快速启动功能

Windows 系统里如果要暂时禁用快速启动功能，请鼠标右键单击系统任务栏中的快速启动功能图标，然
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退出快速启动 。这种情况下，如果重新启动电脑，快速启动功能会自动重新加载。
要防止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快速启动功能，请执行以下两个操作中的任意一个：

•

右键单击 快速启动功能 图标，然后在弹出菜单（Windows）中取消选择在系统启动时加载

LibreOffice ；Linux 系统请选择禁用系统任务栏快速启动。
•

打开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通用，取消选择在系统启动时加载 LibreOffice
（Windows） ；Linux 系统请取消选择启用系统任务栏快速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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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激活快速启动功能
如果已禁用快速启动功能，则可以使用上面“激活快速启动功能”中的方法重新激活。

主窗口介绍
LibreOffice 各个组件的主窗口基本一样，只是有些细节有所不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本书中有关
Writer，Calc，Draw 和 Impress 的相关章节。
常用功能包括窗口顶部的菜单栏，标准工具栏和格式工具栏以及底部的状态栏。

菜单栏
菜单栏位于 LibreOffice 操作窗口的顶部，位于标题栏的正下方。当您点击下面的菜单项时，会有下拉子
菜单显示出来。以下是 Writer 的情况：

•

文件 - 包含用于整个文档的命令，例如打开、保存、导出为 PDF 等。

•

编辑 - 包含用于编辑文档的命令，例如撤消、查找和替换、剪切、复制和粘贴等。

•

视图 - 包含用于控制文档显示的命令，例如缩放和 Web 布局。

•

插入 - 包含用于将元素插入文档的命令，例如页眉、页脚和图像。

•

格式 - 包含用于文档排版的命令。

•

样式 - 包含常见样式的命令；用于编辑、加载和创建新样式；还包括访问“样式和格式”的侧边栏。

•

表格 - 包含在文档中插入和编辑表格的命令。

•

工具 - 包含拼写和语法、自动更正、自定义和选项等功能。

•

窗口 - 包含显示窗口的命令。

•

帮助 - 包含 LibreOffice 帮助的链接、这是什么、以及有关 LibreOffice 程序的信息。

工具栏
LibreOffice 有两种类型的工具栏：停靠（固定到某个位置）工具栏和浮动工具栏。停靠工具栏可以挪到

其它位置或改为浮动工具栏，浮动工具栏也可以改为停靠工具栏。

默认情况下，位于 LibreOffice 菜单栏下方的第一行工具栏（顶部）称为标准工具栏。它在所有的
LibreOffice 应用程序中保持一致。
默认情况下，位于 LibreOffice 菜单栏下方第二行工具栏是格式工具栏。它与文档内容有关； 也就是说，
光标当前位置或所选对象不同时，它也会相应变化。例如，当鼠标点击图像时，“格式”工具栏会显示一系列
格式化图像的工具；当光标在文本中时，会显示一系列用于格式化文本的工具。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减少工具栏的显示数量，这样屏幕就可以有更多空间来显示文档内容。LibreOffice
提供了一个单工具栏设置，可以用来替代默认的双工具栏显示设置。它只包含最常用的命令。要激活单工具栏，
请用鼠标点击菜单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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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格式化。

显示或隐藏工具栏
要显示或隐藏某个工具栏，请鼠标点击菜单视图 > 工具栏，然后从列表中单击希望显示/隐藏的工具栏的
名称。已经显示的工具栏，在其名称左边的复选框中会有一个对勾标记，没有对勾表示隐藏该工具栏。从工具
面板创建的工具栏不会在“视图”菜单中列出。

22 | 主窗口介绍

要关闭某个工具栏，请鼠标点击菜单视图 > 工具栏并去掉工具栏左边复选框的对勾；或者鼠标右键单击
工具栏上工具栏之间的空隙区域，然后在弹出菜单中点击关闭工具栏 。

子菜单和工具面板
右侧带有小三角形符号的工具栏图标，点击后会显示子菜单、工具面板，以及其它内容，具体内容由图
标本身决定。
工具面板可以设置成浮动工具栏。图-5 显示了绘图工具栏中的工具面板的示例，该工具栏被设置成浮动
工具栏。有关从工具面板创建的这些工具栏的移动和设置为浮动工具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节下面的“移动
工具栏”和“浮动工具栏”。

图-5：设成浮动工具面板的示例

移动工具栏
停靠的工具栏可以取消停靠并移动到新的位置停靠，或者作为浮动工具栏保留。

1)

将鼠标指针动到工具栏手柄上，工具栏手柄是停靠工具栏左侧的小垂直条，请参考图-6中的显示
提示；

2)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将工具栏拖动到新的位置。工具栏可以停靠在主窗口的顶部、侧面或
底部的位置，也可以作为浮动工具栏保留；

3)

松开鼠标。

要移动浮动工具栏，请单击其标题栏并将其拖动到新的位置，或将工具栏停靠在主窗口的顶部或底部。

图-6：工具栏手柄

浮动工具栏

LibreOffice 包含几个附加工具栏，默认设置为浮动工具栏，这样可以跟踪鼠标位置或所选内容的位置。
您可以将这些工具栏停靠在主窗口的顶部或底部，或者其它位置（请参阅上面的“移动工具栏”）。
其中一些附加工具栏有跟踪显示功能，会根据光标的位置/内容自动显示。例如，当光标位于表格中时，

会显示表格工具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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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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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工具栏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定义工具栏，包括隐藏/显示工具栏图标、锁定停靠工具栏的位置等。您还可以添

加图标并创建新工具栏，详细内容请参考本书第 14 章 自定义 LibreOffice 。要访问工具栏的自定义选项，请
鼠标右键单击工具栏上图标之间的空隙区域，会弹出菜单，如下所示：

•

要显示或隐藏所选工具栏的自定义图标，请单击可见的按钮。工具栏上的可见图标，会在图标周围显
示轮廓（图-7），或者在图标左边显示复选框，具体取决于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选择或取消选择图
标，就可以在工具栏上隐藏或显示它们。

图-7：选择可见的工具栏图标

•

单击自定义工具栏，可以打开“自定义”对话框；详细信息请考本书第 14 章 自定义 LibreOffice 。

•

单击 停靠工具栏来停靠选定的浮动工具栏。默认情况下，工具栏会停靠在工作区的顶部。您可以为工
具栏指定其它的停靠位置。请参考本章“移动工具栏 23”小节。

•

单击停靠所有工具栏来停靠所有浮动工具栏。默认情况下，工具栏会停靠在工作区的顶部。您可以为
工具栏指定其它的停靠位置。请参考本章“移动工具栏 23”小节。

•

单击锁定工具栏位置可以将停靠的工具栏锁定在其停靠位置。

•

单击关闭工具栏来关闭所选工具栏。

上下文菜单
上下文菜单可以快速访问许多菜单功能。右键单击段落、图形或其他对象来打开上下文菜单。打开上下文
菜单时，可用的功能/选项取决于所选的对象。上下文菜单是访问某些功能的最快途径，特别是您不确定该功
能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的时候。默认情况下，上下文菜单会显示相应的快捷键（前提是快捷键已经设置）。
如果您愿意，可以在菜单 工具 > 选项 > 视图 > 菜单中选择是否显示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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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上下文菜单中的快捷方式

状态栏
状态栏位于工作区的底部。状态栏显示与文档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及快速更改某些功能的便捷方法。
Writer，Calc，Impress 和 Draw 的状态栏都很相似，但各自又都包含一些与组件相关的特定内容。Writer
状态栏的一个示例如图-9所示。

图-9：Writer 的状态栏示例
页，工作表或幻灯片和计数
显示当前页面的页码、工作表编号、幻灯片编号以及文档中的页面总数、工作表总数、幻灯片总数。单
击这里可以打开“转到页面”对话框。除了“转到页面”功能，其他用途取决于各个 LibreOffice 组件。
单词和字符
显示整个文档或文档选中区域的单词总数和字符总数。
页面样式或幻灯片设计
显示当前页面样式或幻灯片设计。要编辑当前页面样式或幻灯片设计，请用鼠标点击这里。要选择不同
的页面样式或幻灯片设计，请右键单击这里，然后从弹出的列表中进行选择。
语言
显示光标所在位置的文本的当前语言。
插入模式
显示程序当前使用的插入模式的类型。如果程序处于插入模式，则这里是空白，没有内容。每次按 Ins
键或单击这里时，模式会在“插入”和“改写”两种类型之间切换。
选择模式
鼠标左键单击这里可以切换不同的选择模式。右键单击可以弹出模式选择菜单。切换时它的图标不会发
生变化，但是当您将鼠标指针停在这里时，会弹出文字提示，提示当前处于哪个选择模式。

状态栏 | 25

未保存的更改
如果文档更改后尚未保存，则此处显示的图标会有所不同。
数字签名
如果文档已经经过数字签名，则会在此处显示一个图标。您可以单击图标，开始对文档进行数字签名，
或查看现有数字证书。
对象信息
根据当前光标位置或根据文档的选定内容来显示相关信息。
视图布局
在单页视图、多页视图和书本视图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切换，以更改文档的显示方式。
缩放滑块
拖动“缩放”滑块，或单击 + 和 - 符号以放大或缩小显示文档。
缩放级别
这里会提示文档显示的放大级别。右键单击百分比数字可以打开放大倍率列表，然后您可以选择想要的
放大倍数/效果。左键单击时，会打开显示比例和视图布局对话框。

侧边栏
要激活侧边栏，请点击菜单视图 > 侧边栏。侧边栏（图-10）位于 Writer，Calc，Impress 和 Draw 的
编辑视图的右侧。它包含一个/多个面板，具体内容基于当前文档的上下文内容。这些面板被整合在一起成为
栏目。侧边栏右侧的标签栏允许您在不同的栏目之间切换。
所有组件都包含“属性”、“样式和格式”、“页面”、“图库”和“导航”栏目。有的组件会有特殊的
栏目，例如 Impress 有母版页、自定义动画和幻灯片切换栏目；Writer 有管理变更栏目；Calc 有公式函数板
块。
面板其实相当于是工具栏和对话框的组合。例如，您可以在主编辑窗口中输入文本，同时可以在侧边栏中
的“属性”面板里更改文本属性。
工具栏和侧边栏面板有许多功能是相同的。例如，“格式”工具栏和“属性”面板中都能找到粗体/斜体
的按钮。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关 LibreOffice 组件的用户指南手册中关于侧边栏的内容。
要隐藏侧边栏，请单击左侧灰色的隐藏按钮。再次单击这个按钮会重新打开侧边栏。
要让侧边栏取消停靠，变为浮动状态；或者从浮动状态变为停靠，请点击选项卡栏顶部的侧边栏设置，然
后会弹出下拉列表（参见图-11），这里可以更改状态。在这个列表中，您还可以选择在侧边栏中显示/隐藏哪
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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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Writer 中侧边栏的属性面板

图-11：停靠或取消停靠侧边栏

创建新文档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 LibreOffice 中创建一个新的空白文档。
如果 LibreOffice 已经启动，但没有打开任何文档时，会显示启动中心界面（图-3 20）。单击其中一个
图标以创建该类型的新文档，或单击模板图标以使用模板来创建新文档。
您还可以通过下面这些方式来创建新文档：

•

点击菜单文件 > 新建，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您想创建的文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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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 + N 来创建新文档。所创建的文档的类型取决于当前处于打开/激活状态的

LibreOffice 组件是哪个组件。例如，如果当前处于打开状态并且已经处于激活状态的组件是 Calc，
那么新创建的文档会是一个电子表格文件。

•

点击菜单文件 > 向导，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您想要创建的文档的类型。

•

如果某个文档已经在 LibreOffice 中打开，请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新建图标，然后在弹出的新窗
口中创建相同类型的新文档。例如，如果当前处于打开状态并且已经处于激活状态的组件是 Calc，那
么新创建的文档会是一个电子表格文件。新建图标本身的样式会根据 LibreOffice 组件的不同而改变。

•

如果某个文档已经在 LibreOffice 中打开，请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新建图标右侧的小三角形，然
后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新文档类型。

•

在 Windows 或 Linux 系统里使用 LibreOffice 的快速启动功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本章前面的
“在 Linux 或 Windows 系统里使用快速启动功能 21 ”小节。

注意
如果关闭所有文档时并没有关闭所有 LibreOffice 窗口，那么 LibreOffice 会显示“启动中心”
界面。

打开现有文档
您可以通过以下面这些方式来打开现有文档：

•

在没有打开任何文档的情况下，请单击“启动中心”中的打开文件或远程文件来启动“打开”对话框。

•

点击菜单文件 > 打开或文件 > 打开远程文档 ，可以启动“打开”对话框。

•

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 + O 可以启动“打开”对话框。

•

如果有某个文档已经打开，请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打开图标，然后从“打开”对话框中的可用文
档列表选择想打开的文档，或单击打开模板 来选择一个模板。

•

单击打开图标右侧的小三角形，然后会显示最近打开的文档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要打开的文档。

•

如果没有打开任何文档，请双击“启动中心”中显示的最近曾经打开过的文档的缩略图。您可以在
“启动中心”中向上或向下滚动以查找其它最近打开过的文档。

使用“打开”对话框时，定位到保存文件的文件夹，然后选择要打开的文件，最后单击打开按钮。如果有
某个文档已在 LibreOffice 中打开，则 LibreOffice 会打开一个新的窗口，并在新窗口中打开您指定的文档。
在“打开”对话框中，您可以通过指定文件类型来隐藏不相关的文档，只显示指定类型的文档。例如，如
果选择文本文档作为指定文件类型，则只能看到 Writer 可以打开的文档（包括.odt ，.doc ，.txt）; 如
果指定的类型是 电子表格 ，那么您将看到.ods ，.xls 以及其他 Calc 能够打开的文件。
您还可以双击桌面上的文件图标，或双击文件管理器（如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的文件图标，来打开
LibreOffice 可识别的文档。非 ODF 类型的文件，必须与 LibreOffice 做类型关联后才可以用 LibreOffice 打
开。

注意
打开远程服务器中的文件时，可能会要求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以登录服务器。

保存文档
您可以按下面提示的方法保存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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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 如果希望保持文档的文件名和存储位置都不变，请使用此选项。

•

保存远程文档 - 如果您希望将文档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中，请使用此选项。

•

另存为 - 如果要将文件保存为一个新的文档，或使用新的文件名/文件格式保存，或将文件保存在计算
机上的其它位置，请使用此选项。

•

保存副本 - 如果想继续编辑当前文档，但想先保存一下当前文档的副本，请使用此选项。

•

全部保存 - 用于保存当前会话中打开的所有文件。

保存命令
如果希望保持文档的文件名和存储位置都不变，请使用下面的方式保存文档：

•

鼠标点击菜单文件 > 保存；

•

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 + S ；

•

鼠标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保存图标；

•

鼠标点击菜单文件 > 全部保存；

•

鼠标点击菜单文件 > 保存远程文档；

•

鼠标点击菜单文件 > 保存副本（类似于 另存为命令 ）；

使用“保存”命令会立即覆盖上次保存的文件。

另存为命令

图-12：LibreOffice 另存为对话框示例
如果要保存成新的文档，请更改文件名/文件格式，或者指定另外一个新的保存位置：

•

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 + Shift + S ；

•

鼠标点击菜单文件 > 另存为；

当另存为对话框（图-12）或保存对话框打开时，输入文件名，更改文件类型（有必要时），指定到新文
件夹（有必要时），然后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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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保护
如果要限制他人打开和阅读文档的权限，或限制打开和编辑文档的权限，请使用密码保护功能。

1)

使用上面的另存为命令 命令，在“另存为”对话框或“保存”对话框中勾选带密码保存选项。

2)

单击保存按钮，会打开设置密码对话框（图-13）。

3)

可以看到文件加密密码字样，在输入密码以打开栏输入密码，然后在确认密码栏再次输入同一密
码。

4)

如果要限制他人编辑文档的权限，请单击下面的选项。

5)

可以看到文件共享密码提示，勾选以只读方式打开选项，在输入密码以允许编辑栏输入你的密码，
然后在确认密码栏输入与刚才一样的密码。

6)

单击确定按钮，对话框会自动关闭。如果两次密码输入匹配正确，则文档已经受密码保护。如果
密码不匹配，则会显示密码不符的错误提示。

图-13：设置密码对话框

警告
LibreOffice 使用非常强大的加密机制，如果丢失或忘记密码，想恢复文档内容基本不可能。

更改密码
一个文档如果设置了密码保护，您可以在文档处于打开的状态时更改密码。文档打开时，点击菜单文件 >
属性 > 常规，然后单击更改密码按钮。这时会打开“设置密码”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输入新密码。

自动保存文档
作为 LibreOffice 的自动恢复功能，LibreOffice 可以自动保存文件。自动保存和手动保存一样，会直接
覆盖前一次保存的文件。
设置自动文件保存：

1)

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载入/保存 >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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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选保存自动恢复信息的时间间隔并设置间隔时间。

3)

单击确定按钮。

打开/保存远程服务器上的文件
LibreOffice 可以打开和保存存储在远程服务器上的文件。将文件保存在远程服务器上，这样您可以使用
不同的计算机处理同一文档。例如，您可以白天在办公室中用办公电脑编辑文档，然后晚上回到家中用家里的
电脑继续编辑那个文档。在远程服务器上存储文件还可以起到备份的作用，以对应电脑丢失或硬盘故障的情况。
有的服务器还有版本控制（check-in and check-out）功能，从而更有效的管理文档的使用与访问。

LibreOffice 支持多种文档服务器，这些服务器使用最常见的的网络协议，如
FTP、WebDav、Windows 共享和 SSH。它还支持一些流行的服务，如 Google Drive 和 Microsoft
OneNote，以及采用 OASIS CMIS 标准的商业/开源服务器。
要启用远程服务器连接，可以参考下面提示的方法：

•

单击“启动中心”中的远程文件按钮；

•

选择文件 > 打开远程文档；

•

选择文件 > 保存远程文档；

在远程文件对话框中（图-15），单击右上角的 添加服务 按钮打开文件服务对话框（图-14。
根据您在类型列表中选择的文件服务类型，需要正确填写相应的参数来实现与远程服务器的连接。

图-14：远程服务器参数配置
所有参数正确填写以后，单击确定按钮开始连接服务器。文件服务对话框的颜色会变暗，直到与服务器建
立连接。期间可能会弹出一个询问用户名和密码的对话框，让您登录服务器。继续输入您的登录凭据。
然后出现的“远程文件”对话框（图-15）里面包含许多内容。上方的列表框包含您之前已经定义好的远
程服务器列表。列表下方的行显示了访问该文件夹的路径。左侧是服务器上用户空间的文件夹结构。主窗口显
示远程文件夹中的文件。单击打开或保存按钮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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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连接到服务器时的“远程文件”对话框

重命名和删除文件
您可以在 LibreOffice 对话框中重命名或删除文件，与您在文件管理器中操作一样。选择一个文件，然后
右键单击以打开上下文菜单。根据需要选择删除或重命名。但是，您无法在对话框中复制和粘贴文件。

使用导航功能
LibreOffice 导航会列出文档中包含的对象，并将这些对象归集到类别中。例如，在 Writer 中它显示标题、
表格、文本框、批注、图像、书签和其他项目，如图-16 所示。在 Calc 中，它显示工作表、区域名称、数据
库区域、图像、绘图对象和其他项目。在 Impress 和 Draw 中，它显示幻灯片、图片和其他项目。
要打开导航，可以按 F5 键，或者点击菜单视图 > 导航 ，或者单击侧边栏中的导航图标。
对于图标的列表标记（+或三角形），单击后会打开列表，列表中显示该图标所包含的功能清单。
导航提供了几种快捷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在文档内快速定位和在文档中查找指定项目：

•

当某个类别显示对象列表时，双击对象以直接跳转到该对象所在的文档中的位置。

•

如果在创建对象时给对象定义了方便识别的名称，则更容易找到对象；相反如果创建对象时使用默认
名称，比如工作表 1，表格 1 或表格 2，则不那么容易找到对象。默认名称可能无法与对象在文档中
的实际位置相对应。

•

对于文档中项目，导航还提供了移动、提升级别、降低级别的功能。

•

不同的 LibreOffice 组件中的导航，其功能范围也不相同。各个 LibreOffice 组件的用户指南中更详细
的阐述了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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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Writer 中的导航

撤消更改和恢复撤消更改
要撤消文档最近还没保存的更改，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Z，或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撤消图标，或点
击菜单编辑>在菜单里撤消。单击撤消图标右侧的小三角形，可以看到可以撤消的操作列表。您可以选择多个
更改操作，然后同时撤消它们。
撤消更改操作后，您可以恢复撤消更改。要恢复撤消更改，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Y，或单击恢复撤
消图标，或点击菜单编辑 > 恢复撤消。与撤消一样，单击恢复撤消图标右侧的小三角形，可以看到可以恢复撤
消的操作列表。
要重复文档的最后一个操作命令，请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Y。这个重复命令可以免去您多次点击菜单
或多次按快捷键的麻烦，比如被重复的操作命令是一个二级菜单命令时，上述的重复命令会让您觉得非常方便。

重新加载文档
您可能希望放弃当前文档所有未保存的更改操作。但使用撤消命令一步步撤消更改，或记住所有的更改内
容可能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您确定不想保留该文档所有未保存的更改，可以重新加载该文档。
LibreOffice 会加载存储在文件系统中的文档副本。文档会返回到最后一次保存的状态。
要重新加载文档，请点击菜单文件 > 重新装入。如果自上次保存后您对文件做了更改，则点击重新装入
后会出现一个确认对话框，警告您所有更改会全部丢失。在重新加载文档时，“文件”对话框不会打开，因为
该文件已被选中。

关闭文档
如果只打开了一个文档并且您想要关闭该文档，请点击菜单文件 > 关闭，或单击菜单栏右侧或左侧的 X
按钮。在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里，文档关闭后，LibreOffice 会显示启动中心界面。在 macOS 上，文档
关闭后，LibreOffice 会在屏幕顶部显示菜单栏。
如果已经打开了多个文档并且您只想关闭其中一个文档，请点击菜单文件 > 关闭，或单击该文档窗口标
题栏上的 X 按钮。X 按钮可能在标题栏的右端，也可能在左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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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档有过更改操作但尚未保存，则会显示一个消息框。选择是否保存所做的更改。

警告
如果不保存文档，会导致所有未保存的更改全部丢失，甚至会丢失整个文件。

关闭 LibreOffice
要关闭 LibreOffice，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里，请点击菜单文件 > 退出 LibreOffice。在 Mac 操
作系统里，请点击菜单 LibreOffice > 退出 LibreOffice。
当您使用窗口标题栏上的 X 按钮关闭最后一个文档时，LibreOffice 将会完全关闭。macOS 系统里没有
这个功能，你需要点击菜单 LibreOffice > 退出 LibreOffice。
您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如下所示：

•

在 Windows 和 Linux 系统里 - Ctrl + Q

•

在 macOS 系统里 - Command ⌘+ Q

如果文档自上次更改后尚未保存，则会显示一个消息框。选择是否保存所做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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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第2 章
设置 LibreOffice
通过选项来自己定制 LibreOffice，让它更适合您的个人风格

在 macOS 系统里使用 LibreOffice
某些按键和菜单项在 macOS 上与 Windows/Linux 系统中不一样。下表列出了常见的对应关系。更详细
的对应关系，请参考应用程序的帮助。

Windows 或 Linux

macOS

功能说明

工具 > 选项菜单选择

LibreOffice > 选项

打开选项设置

右键单击

Control+单击 或 右键单击

打开右键菜单

Ctrl 键

⌘ (Command)

配合其它按键一起使用

F5

Shift+⌘+F5

打开导航窗口

F11

⌘+T

打开样式和格式栏目

设置 LibreOffice 全局选项
本节介绍一些适用于所有 LibreOffice 组件的设置。如果想了解此处未讨论的设置信息，请参阅“帮助”。
单击工具 > 选项。选项对话框中，左侧 LibreOffice 对话框里的列表内容取决于当前哪个 LibreOffice 组
件处于打开状态。本章所使用的示例截图，全部是以 Writer 组件为例截取的屏幕截图，即截图时 Writer 正处
于打开状态。
单击 LibreOffice 文字左侧的三角形标记（也可能是+这个符号）。会向下伸展出一个列表。选中列表中
的项目，同时对话框的右侧会显示与选中项目相关的内容。

图-17：LibreOffice 选项

注意
“选项”对话框右下角的重置按钮可以将对话框内所有的内容全部重置。点击重置按钮会将所有
内容重置为刚打开选项对话框时的设置。
如果您的 LibreOffice 使用的语言版本不是美国英语，则某些内容标签可能与截图中所显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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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选项
LibreOffice 会使用 LibreOffice - 用户数据项目中的名称/缩写等信息来生成人员相关资料 - 包括文档属
性（文档创建人和文档最后编辑人），评论和更改者的姓名以及邮件的发件人地址等 - 您需要确保此处信息正
确无误。
填写表格（表格未截图），或修改/删除任何现有信息。如果您不希望文档中包含用户信息数据，请取消
勾选 将数据用于文档属性 选项。

通用选项
LibreOffice - 通用 页面中的内容（图-18），请参考下面的介绍。
帮助 - 扩展提示

当扩展提示处于激活状态时，如果您将鼠标指针悬停在某个项目上时，则有关该项目的功能的简要说明
会自动显示出来。

图-18：设置 LibreOffice 的常规选项
打印对话框 - 使用 LibreOffice 对话框（Debian/Gnome/LibreOffice6.0.7.3 中无此选项）
这是一个专门用于打印对话框的选项。仅在个别操作系统/桌面管理器中可用。（截图中未显示此项。）
文档状态 - 打印时设置“文档已修改”状态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下次打印后关闭文档时，打印日期将作为一项更改记录保存在文档属性中；即使您
未对文档进行任何其它更改操作，LibreOffice 也会再次提示您保存文档。
年份（两位数字）
指定LibreOffice 如何解析两位数的年份。例如，如果两位数年份设置为 1930，然后您在文档中输入日
期 1/1/30，则日期会被解析为 1/1/1930。更早的日期会被解析为下个世纪；也就是说，1/1/20 会被解
析为 1/1/2020，而不是 1/1/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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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改进 LibreOffice - 收集有用数据并发送到文档基金会
向文档基金会发送有关软件使用中的统计数据，从而帮助开发者提升软件质量。 这些数据能够识别最常
用的功能以及操作顺序和习惯，从而协助开发者改进软件的用户界面，创造出更易用的软件。这些使用
数据是匿名信息，只包含用户使用的命令，不会包含文档内容。

视图选项
LibreOffice - 视图 页面中的内容可以调整文档窗口界面的外观和一些自动行为方式。部分选项的功能解
释请参考图-19下面的内容。根据您的个人喜好设置它们。

图-19：设置 LibreOffice 的视图选项
用户界面 - 缩放（Debian/Gnome/LibreOffice6.0.7.3 中无此项内容）
如果帮助文件或 LibreOffice 用户界面菜单的文字看起来感觉太小或太大，您可以通过指定缩放系数来
重新调整。调整后可能会产生意外的结果，具体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中可用的显示字体。不过，它完全
不会影响文档中文本的实际设置的字体尺寸规格，只是屏幕显示大小的调整。
用户界面 - 图标尺寸
这里可以指定工具栏图标的显示尺寸（自动，小，大，特大）。自动选项会根据您的操作系统的默认环
境设置来指定 LibreOffice 图标显示尺寸。
用户界面 - 图标样式
这里可以指定图标样式（主题）。这里如果选择自动，那么 LibreOffice 会使用与您的操作系统当前桌
面兼容的图标集：例如，Linux 上的 KDE 或 Gnome。
用户界面 - 屏幕字体抗锯齿
选择此项，可以对屏幕上显示的文字进行平滑处理，使屏幕上的字体看起来感觉更细腻和精致。（在
Windows 系统中不可用）输入要进行抗锯齿处理的最小字体尺寸。
鼠标定位
指定在新打开的对话框中，鼠标是否进行定位，以及如何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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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中键
定义鼠标中键的功能。

–

自动滚动 - 按下并拖住鼠标中键时滚动视图。

–

粘贴剪贴板 – 按下鼠标中键时，将“选择剪贴板”中的内容粘贴到鼠标指针所在位置。

“选择剪贴板”与您平时所用的菜单编辑 > 复制/剪切/粘贴及相应的快捷键所对应的剪贴板是完全不同
的，它是另外独立的。“选择剪贴板”与通常所说的“剪贴板”在同一时间可以包含不同的内容。
功能

剪贴板

选择剪贴板

复制内容

编辑 > 复制 Ctrl + C

选择文本、表格或对象

粘贴内容

编辑 > 粘贴 Ctrl + V 会粘贴在当前
光标位置

单击鼠标中键会粘贴在当前“鼠标”指针
位置

粘贴到其他文档中

不影响剪贴板中的内容

“选择剪贴板”中的内容，是最近一次标
记选取的内容

图形输出 - 启用硬件加速
启用该选项后，应用程序会尝试直接访问“图形显示适配器”中的硬件加速功能，从而改善屏幕显示性
能。并不是所有的操作系统/LibreOffice 版本都支持这项功能。
图形输出 - 使用抗锯齿
启用或禁用抗锯齿功能；抗锯齿功能会使大部分图形对象看起来更平滑，避免类似拙劣手工制品的粗糙
感觉。并不是所有的操作系统/LibreOffice 版本都支持这项功能。

提示
更改抗锯齿设置后，按 Shift + Ctrl + R 可以恢复或刷新当前文档的视图，这样可以查看抗锯齿
设置的实际效果。
图形输出 - 为所有渲染启用 OpenGL（需要重启 LibreOffice）
启用或禁用 OpenGL 功能。并不是所有的操作系统/LibreOffice 版本都支持这项功能。
忽略 OpenGL 黑名单（LibreOffice）
强制使用 OpenGL 进行渲染，即使您电脑的显卡已被加入了黑名单。被加入了黑名单的显卡设备通常
会有缺陷，或者在图形渲染时效果很差。被加入了黑名单的显卡设备通常会有缺陷，或者在图形渲染时
效果很差。并不是所有的操作系统/LibreOffice 版本都支持这项功能。
菜单 - 在菜单中显示图标
让图标可以显示在菜单中。
字体列表 - 显示字体预览
使字体列表看起来像图-20左边那样，字体名称后面显示字体效果；如果取消选择该选项，则字体列表
仅显示字体名称，而不显示其效果，如图-20右边那样。列出的字体都是已经在您的系统上安装的字体。
有一些语言的字体，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马拉雅拉姆语等，会增加额外的预览以适合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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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字体列表 （左）有预览; （右）无预览

打印选项
在 LibreOffice - 打印 页面中，可以按您的默认打印机和最常用的打印习惯来设置打印选项。这些选项的
功能，基本上都和字面意思一致。

Windows 系统里没有以 PDF 作为标准打印作业格式这个选项。选择此选项可将内部打印作业格式从
Postscript 描述方式更改为 PDF 描述方式。PDF 与 Postscript 相比有更多优点。更多信息，请参考
https://www.linuxfoundation.org/collaborate/workgroups/openprinting/pdf_as_standard_print_job_fo
rmat
如何不勾选此项，LibreOffice 将恢复为 Postscript 文档工作流程。
在页面底部附近的打印机警告部分，您可以指定当文档中设定的纸张尺寸/方向与打印机设定的纸张尺寸/
方向不匹配时是否发出警告。打开这些警告可能非常有用，尤其在您处理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员制作的文档时，
该国家的纸张尺寸标准很可能与中国标准不同。

提示
如果您的打印出来的实际文件，正文内容在纸张上的位置不对，或在纸张的顶部、底部或两侧有
内容缺失，再或者打印机根本不打印，则最可能的原因是页面尺寸设置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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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为所有 LibreOffice 组件设定打印相关参数

路径选项
在 LibreOffice - Paths 页面中，您可以更改 LibreOffice 的默认关联/路径，以方便使用。例如，在
Windows 系统中，您可能不想将文档存储在默认的“我的文档”目录，那么您可以在这里设置为其它目录。
要更改设置，请在图-22 中列出的列表中选择想要更改的项目，然后单击编辑按钮。在“选择路径”对话
框（没有屏幕截图，有的项目对话框会叫“编辑路径”）中，根据需要添加或删除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返回“选项”对话框。请注意，某些项目可能会列出至少两个路径：一个是共享文件夹（可能在网络上），另
一个是用户指定文件夹（通常在用户的个人计算机上）。

提示
您可以使用 LibreOffice - 路径 页面上的条目来编译一系列文件，比如需要备份或复制到另一台
计算机的文件列表，包含自动图文集的文件。

图-22: LibreOffice 默认的路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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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选项
文档中所有的字体您都可以定义进行替换。如果您从其他人那里收到包含您系统中没有的字体的文档，
LibreOffice 会对这些没有的字体进行替换。相比 LibreOffice 默认使用的替换字体，您可能更喜欢指定专门
的替换字体。

注意
这些替换设置不会影响文档内容的字体设置。为此，您需要更改文档的默认模板的设置，如本书
第 3 章所述。
在 LibreOffice - 字体 页面上：

1)

勾选“使用替换表”选项。

2)

在“字体”框中选择或输入要替换的字体的名称。如果您的系统上没有此字体，则它不会显示在此
框的下拉列表中，因此您需要输入该字体）

3)

在替换成框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合适的字体，这些字体必须之前已经在你的计算机上安装好。

4)

“替换成”框右侧的复选标记变为绿色。单击此复选标记。现在，输入框下方的大框中会显示一行
信息。即使系统上安装了原始字体，也请勾选“始终”以替换字体。勾选仅屏显只替换屏幕显示字
体，不会替代打印的字体。表-18列给出了组合这些选择的结果。

5)

在页面的底部，您可以更改用于显示源代码的字体和字号（大小），例如 HTML 和 Basic（在宏
中）。

图-23：设置字体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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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字体替换操作
“始终”复选
框

“仅屏幕”复选
框

替换操作

选中

未选中

在屏幕上显示以及打印的时候替换字体（无论该字体是否安装）

选中

选中

只替换屏幕显示字体（无论该字体是否安装）

未选中

选中

只替换屏幕显示字体（仅在字体不可用的情况下）

未选中

未选中

在屏幕显示以及打印的时候替换字体（仅在字体不可用的情况下）

安全选项
在LibreOffice - 安全 页面设定用于保存文档和打开含有宏的文档时的安全设置。
安全性选项和警告
如果您的文档中包含记录更改、多个版本、隐藏的信息或注释，并且您不希望某些收件人看到这些信息，
您可以设置警告以提醒您将其删除，或者您可以设置 LibreOffice 自动删除这些信息。请注意：除非你
删除此类信息，否则它们大部分都会保留在文件中，无论该文件是 LibreOffice 默认的
OpenDocument 格式，还是已保存为其他格式，包括 PDF。
点击选项按钮打开额外的安全性选项和警告对话框（图-26）。参考本章后面“安全性选项和警告 45”
小节。

图-24：设定打开和保存文档时的安全设置
网络连接密码
您可以输入主密码以便容易地访问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的站点。如何选择为 Web 连接永久保存密码选项，
t 则会打开“设置主密码”对话框 （图-25）。LibreOffice 会安全地存储您访问 Web 服务器文件时使
用的所有密码。您可以在输入主密码后从列表中检索这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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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为 web 连接设置主密码对话框
宏安全性
点击宏安全性按钮打开宏安全对话框（无屏幕截图），您可以在这里调整执行宏的安全级别并指定受信
任的源。
证书路径

LibreOffice 中，用户可以对文档进行数字签名。数字签名需要个人数字签名证书。多数操作系统都可

以生成自签名证书。但是，外部机构颁发的个人证书（在验证个人身份后）与自签名证书相比具有更可
靠的信任度。LibreOffice 不提供安全存储这些数字证书的方法，但它可以访问使用其他程序保存的证
书。单击证书按钮，然后选择要使用的数字证书存储路径。

注意
仅 Linux 和 Mac 系统上有数字证书路径选项。在 Windows 上，LibreOffice 使用默认的
Windows 路径来存储和检索数字证书。

TSAs – 可信时间戳
这里您可以为 LibreOffice 创建的 PDF 文档选择可信戳授权（TSA）URL 地址。将可信时间戳添加到
PDF 上的电子签名，可以提供表明数据完整性的数字印记以及文件签名的可信日期和时间。那些收到
具有可信时间戳的 PDF 文档的人，可以验证文档何时进行数字签名或电子签名，还可以验证在时间戳
签结之后文档是否被更改。

安全性选项和警告
安全性选项和警告对话框中包含以下选项（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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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安全性选项和警告对话框
保存时清除用户信息
选择此选项可在保存文件时自动从文件属性中删除用户信息。要手动从特定文档中删除个人信息，请不
要勾选此选项。
打开超链接要求 Ctrl-单击
LibreOffice 默认是按住 Ctrl 并单击 超链接以打开链接的文档。许多人发现，当意外点击不激活链接时，
文档的创建和编辑更容易。要设置 LibreOffice 以使用普通单击激活超链接，请不要勾选此选项。
对话框里的其它选项功能，基本上都和字面意思一致。

个性化
您可以使用专为 Mozilla Firefox 设计的主题自定义 LibreOffice 的整体外观。
在 LibreOffice – 个性化页面，选择自定义主题，然后点击选择主题，会打开选择 Firefox 主题对话框。
键入搜索关键词，单击前往，然后等一会儿，系统需要时间来加载主题。选择一个主题，然后单击确定应用主
题。短暂停顿后，LibreOffice 的外观将刷新并呈现所选主题。图-29是主题加载成功的一个示例。有关主题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 Mozilla 官方网站：https://addons.mozilla.org/en-US/firefox/themes/

图-27：个性化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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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从 Mozilla Firefox 选择主题

图-29主题效果示例

应用程序颜色
如果很简单就可以分辨页边距（文本边界）、表格和区域的边框（Writer 文档）、Calc 中的分页符、
Draw 或 Writer 文档中的网格线时，您编写/编辑和调整页面布局通常就会更容易。此外，您可能希望使用与
LibreOffice 的默认颜色不同的其它颜色来作为注释指示符或字段阴影项目的颜色。
色。

在 LibreOffice – 应用程序颜色页面（图-30）， 您可以指定哪些项目可见，以及各个可见项目使用的颜

•

要显示或隐藏正文边界等项目，请勾选或取消勾选项目名称旁边的复选项。

•

要更改项目的默认颜色，请单击颜色设置 列中项目名称的向下箭头，然后从列表中选择一种颜色。请
注意，您可以更改可用颜色列表，选择其他可用调色板。

•

要将颜色设置保存为配色图案，点击 保存，在 方案 框中输入名称，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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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显示或隐藏正文、对象、表格边界

辅助功能选项
辅助功能选项包括是否允许图像动画或文本特效、帮助提示保持可见时间为多久、高对比度显示的一些选
项以及更改 LibreOffice 用户界面字体的方法。
辅助功能依靠 Java 与辅助技术工具的协作。并非所有的 LibreOffice 版本都有支持辅助技术工具 选项。

有关其他要求和信息，请参考帮助中的 LibreOffice 中的辅助工具。
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勾选或取消勾选项目。

图-31：设置辅助选项

高级选项
Java 选项

如果在安装 LibreOffice 之后安装或更新了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JRE），或者计算机上安装
了多个 JRE，则可以使用 LibreOffice – 高级 选项页面为 LibreOffice 指定要使用的 J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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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LibreOffice 的几个向导（例如文件 > 向导 > 信函），包括使用内部 HSQLDB 引擎运行的数据
库，它们都需要 Java 环境支持。

图-32：选择 java 环境
如果您是系统管理员、程序员或其他自行安装设置 JRE 的人员，可以使用“参数”和“Class 路径”
页面（它们在 Java 页面内可以找到）来指定这些信息。
如果您没有看到页面中间列出的任何内容，请等待几分钟，LibreOffice 会在硬盘上搜索 JRE。
如果 LibreOffice 找到一个或多个 JRE，会把它们显示出来。您可以选择使用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选项，并选择列出的其中一个 JRE（如有必要）。
可选功能选项（不稳定）
启用实验性功能
勾选此选项可启用尚未完成测试或包含已知错误的功能。这些功能一直在测试，在每一个 LibreOffice
版本上都有所不同。
启用宏录制（有限制的）
此选项启用宏录制，但有一些限制。不支持打开窗口，不支持在窗口之间切换，不支持在不同的窗口中
录制。只有与文档内容相关的操作才是可录制的，因此不支持选项更改或自定义菜单。有关宏录制的更
多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13 章，宏入门。
专家配置
大多数用户不需要使用它。点击打开专家配置按钮，可以打开一个新窗口，您可以在其中微调
LibreOffice 参数设置。该页面提供了 LibreOffice 外观和性能的许多方面的详细配置选项。双击某个特
性选项，然后输入值来实现首选项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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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专家配置对话框里允许您访问、编辑和保存配置首选项，这些首选项可能会使 LibreOffice 的用
户配置文件不稳定、不一致甚至无法使用。

Basic IDE 集成开发环境选项
在“选项”对话框的“高级”页面上勾选启用实验性功能 并且保存并重启 LibreOffice 后，可以使用
“Basic IDE 选项”。这些选项适用于宏程序员，此处不再讨论。

图-33：Basic IDE 选项对话框

在线更新选项（Debian/Gnome/LibreOffice6.1.4.2 中已无此选项）
在 LibreOffice – 在线更新页面（图-34），您可以设定是否以及多长时间让程序检查 LibreOffice 网站
以获取程序更新。如果您勾选了自动检查更新选项，则在更新可用时，菜单栏的右侧会出现一个提示图标。单
击此图标可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下载更新。
如果您勾选了自动下载更新选项，则单击提示图标时将开始下载。要更改下载目录，请单击更改按钮，然
后在文件浏览窗口中选择您希望使用的文件夹。
如果您勾选了发送操作系统版本和基本的硬件信息选项， 则计算机硬件架构和操作系统的相关信息会被
发送到一个远程服务器以进行信息收集统计。

图-34：联机更新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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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L 选项
OpenCL（开放计算语言）是一种软件架构，用于编写在计算机的不同处理器间并行运行的程序，例如
CPU 和显卡 GPU（图形处理单元）。启用 OpenCL 后，LibreOffice 会极大受益于 GPU 中执行的非常快速
的数值计算，这在具有大量计算的超大型电子表格中尤其有用。计算机的显卡驱动程序必须支持 OpenCL 才
能使用此功能。

OpenCL 选项 - 允许使用软件解释器（即使 OpenCL 不可用）
如果您的计算机显卡驱动程序不支持 OpenCL，请勾选此框以模拟 OpenCL。
允许使用 OpenCL
让 LibreOffice 使用显卡 GPU 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数值计算。

图-35：OpenCL 选项

设置文档的载入与保存选项
您可以设置载入和保存文档的选项以适合您的工作方式。
如果“选项”对话框尚未打开，请单击工具 > 选项。单击 载入/保存左侧的扩展符号（+或三角形）。

通用
载入/保存 – 通用 页面上的大多数选项对于熟悉其他办公软件的用户来说都很熟悉。一些项目如下面所述：
连同用户的设置一起载入文档
LibreOffice 文档会包含从用户系统读取的某些设置。保存文档时，这些设置会保存在文档中。
勾选此选项后，LibreOffice 在加载文档时，会忽略文档自身已经存在的设置信息，并载入计算机系统
的设置信息。
即使您未勾选此项，也会从 LibreOffice 安装设置中获取一些信息：

•

在菜单文件> 打印 > Options 中可用的设置

•

传真的名称

•

用于文本表格前的段落的间隔选项

•

用于链接、字段功能和图表的自动更新的信息

•

处理亚洲语言字符格式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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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设置载入/保存选项
以下设置始终与文档一起装入，而不取决于是否勾选了此复选框：

•

与文档连接的数据源及其视图。

如果取消勾选此选项，则用户的个人设置不会覆盖文档中的设置。例如，您设置的（在 LibreOffice
Writer 选项中）如何更新链接的项目，受“加载用户的设置”选项的影响。
随文档一起加载打印机设置
如果勾选此项，则打印机设置会随文档一起加载。如果您未在“打印”对话框中手动更改打印机，则可
能会导致文档打印在远处的打印机上（比如在办公室环境）。如果禁用此项，将会使用您的标准打印机
打印此文档。无论是否选中此选项，当前的打印机设置将会与文档一起被存储。
每 __ 分钟保存一次自动恢复信息
选择是否启用自动恢复，以及保存自动恢复的时间间隔。LibreOffice 的自动恢复功能可以保存所有需
要的信息，以便在程序崩溃时可以恢复所有打开的文档。如果设置了此选项，则在系统崩溃后恢复文档
将更容易。
保存前编辑文档属性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会弹出“文档属性”对话框，提示您在首次保存新文档时（或每次使用另存为时）
输入相关信息。
始终创建备份副本
保存文档时，将文档的先前版本保存为备份副本。LibreOffice 会在每次保存时创建新的备份副本以替
换前一版本。备份副本的扩展名是.BAK。工作时间有可能非常冗长的人应该重点考虑使用此选项。
保存相对于文件系统/internet 的 URL 地址
此选项可用于为文件系统和 Internet 上的 URL 相对编址选择默认值。只有在源文档和引用文档均在同
一驱动器时，才能使用相对编址。仅当源文档和引用文档均在同一驱动器时，才能使用相对编址。
相对地址通常从当前文档所在的目录开始。而绝对地址则通常从根目录开始。下表说明相对引用与绝对
引用在语法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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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在文件系统内

在 Internet 上

相对

../images/img.jpg

../images/img.jpg

绝对

file:///c|/work/images/img.jpg

http://myserver.com/work/images/img.jpg

如果选择相对保存，对文档中嵌入的图像或其他对象的引用将会按相对地址的方式保存到文件系统中。
这种情况下，引用的目录结构记录在什么位置并不重要。只要引用位于同一驱动器或卷上，则文件不论
位于什么位置都会被找到。如果您希望在其他具有完全不同的目录结构、驱动器或卷名的计算机上也能
找到此文档，使用相对保存会非常方便。如果要在 Internet 服务器上建立目录结构，建议您也使用相对
保存。
如果使用绝对保存，那么对其他文件的所有引用都将根据相应的驱动器、卷或根目录定义为绝对路径。
绝对保存的优点在于，含有引用的文档可以移到其他目录或文件夹中，而引用仍然有效。
默认文件格式和 ODF 设置
ODF 格式版本 默认情况下，LibreOffice 将文档保存为OpenDocument Format (ODF)1.2 版扩展格
式。虽然这允许改进功能，但可能存在向后兼容性问题。在使用早期 ODF（1.0/1.1）版本的的编辑器
中打开 ODF 1.2 扩展格式的文件时，某些高级功能可能会丢失。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标题的交叉引
用和编号列表的格式。如果您计划与使用使用旧版 ODF 的编辑者共享文档，您可能希望使用 ODF 版
本 1.0/1.1 格式保存文档。
文档类型 如果您经常与 Microsoft Office 用户共享文档，则可能需要将文档的始终另存为属性更改为
Microsoft Office 格式。当前版本的 Microsoft Word 可以打开 ODT 文件，因此可能不再需要这些文
件。

VBA 属性
在 VBA 属性页面上，您可以选择是否在 LibreOffice 中打开的 Microsoft Office 文档中保留宏。
如果选择装入 Basic 代码，则可以编辑 LibreOffice 中的宏。更改的代码保会存在 ODF 文档中，但如果
文档保存为 Microsoft Office 格式，则代码不会保留。
如果选择保存原始 Basic 代码，则宏将无法在 LibreOffice 中运行，但如果将文件保存为 Microsoft
Office 格式，则代码保持不变。
如果要导入包含 VBA 代码的 Microsoft Word 或 Excel 文件，则可以选择可执行代码选项。通常代码会
被保留但是呈现为非活动状态（如果您使用 StarBasic IDE 进行检查，您会发现它已全部被注释），使用此
选项可以执行代码。

图-37：设置载入/保存 VBA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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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原始 Basic 代码优先于装入 Basic 代码。如果两个复选框都被勾选，并且您正在 LibreOffice
Basic IDE 中编辑被禁用的 Basic 代码，那么在以 Microsoft 格式保存时源 Microsoft Basic 代码将一起被保
存。
要从 Microsoft 文档中删除可能的 Microsoft 宏病毒，请不要勾选保存原始 Basic 代码复选框。文档保
存时会删除相关 Microsoft Basic 代码。

Microsoft Office
在载入/保存 – Microsoft Office 页面上（图-38）， 您可以选择导入和导出 Microsoft Office OLE 对象
（链接或嵌入的对象或文档，如电子表格或方程式）时要执行的操作。
当 Microsoft 文档加载到 LibreOffice 时，勾选[L]选项会将 Microsoft OLE 对象转换为相应的
LibreOffice OLE 对象（助记符“L”表示“载入”）。
当文档以 Microsoft 格式保存时，勾选[S]选项会将 LibreOffice OLE 对象转换为相应的 Microsoft OLE
对象（助记符“S”表示“保存”）。

图-38设置载入/保存 - Microsoft Office 选项

HTML 兼容性
在载入/保存 - HTML 兼容性 页面上（图 39）更改设置会影响导入 LibreOffice 的 HTML 页面和从
LibreOffice 导出的 HTML 页面。请参考帮助中 HTML 文档；导入/导出 小节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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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设置 HTML 兼容性选项
字体大小
如果在 HTML 页面中使用它们，则使用这些字段定义HTML <font size =“1”>到<font size =“7”>标记
的相应字体大小。很多页面不再使用这些标签。）
导入 - 将‘English(USA)[英语(美国)]’本地化设置作为数字格式
从 HTML 页面导入数字时，小数分隔符和千位分隔符会根据 HTML 页面的区域设置而有所不同。但是，
剪贴板不包含有关区域设置的信息。如果此项没有勾选，LibreOffice 将根据菜单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
置 > 语言中的区域设置来解释数字。（可以参考本节后面 55 部分）如果勾选此项，则以“英语（美
国）”语言环境来解释数字。
导入 - 将未知 HTML 标签导入为字段
如果希望 LibreOffice 将无法识别的标签作为字段导入，请选择此选项。对于开始标签，将使用标签名
称的值创建 HTML_ON 字段。对于结束标签，将创建 HTML_OFF。在 HTML 导出时，这些字段将转
换为标签。
导入 - 忽略字体设置
勾选此项后，在导入文件时可使 LibreOffice忽略所有字体设置，使用 HTML 页面样式中定义的字体。
导出

要优化HTML导出，请在导出框中选择浏览器或 HTML 标准。如果选择了 LibreOffice Writer，则会导
出特定的 LibreOffice Writer 指令。（Debian/Gnome/LibreOffice6.0.7.3 中无 Writer 选项）

导出 - LibreOffice Basic
勾选此选项可在导出为 HTML 格式时包含 LibreOffice Basic 宏（脚本）。在创建一个 LibreOffice

Basic 脚本之前，您必须已经激活这个选项，否则脚本不会被插入到 HTML 文档内。LibreOffice
Basic 脚本必须位于 HTML 文档的标题行中。在 LibreOffice Basic IDE 内创建完一个宏后，宏会显示
在 HTML 文档的源文本的标题行中。
如果希望在打开 HTML 文档时自动运行宏，请选择工具 > 自定义 > 事件。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3 章 宏入门。

导出 - 显示警告

如何 LibreOffice Basic 选项没有 勾选，则显示警告选项可以设置。如果勾选显示警告选项，则在导
出为 HTML 时会显示一条警告，表明 LibreOffice Basic 宏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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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 打印版式
勾选此选项可以导出当前文档的打印样式。HTML 过滤器已经能够支持目前尚在开发中的用来打印文档
的 CSS2(Cascading Style Sheets Level 2) 功能。只有当您勾选了打印版式后，您才能够使用这个
功能。
导出 - 将本地图像复制到 Internet
勾选此选项可在使用 FTP 上载时自动将嵌入的图片上载到 Internet 服务器。
导出 - 字符集
为导出操作设置适当的字符集。

设定语言设置
要自定义 LibreOffice 中的语言设置，您可以执行以下任意操作：

•

安装所需的词典

•

更改某些区域设置和语言设置

•

设置拼写检查选项

安装所需的词典
LibreOffice 会自动安装许多词典。要添加其他词典，请确保已连接到 Internet，然后选择菜单工具 > 语
言 > 更多联机词典。LibreOffice 将打开您的默认网页浏览器，然后导航到安装词典的链接页面。按照页面提
示选择并安装所需的词典。

更改某些区域设置和语言设置
您可以更改 LibreOffice 用于全部文档或特定文档的区域设置和语言设置的一些详细信息。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语言设置边上的扩展符号（+符号或小三角形）。显示的列表内容取决于增强

的语言支持 设置（参见图-s41）。

图-40：LibreOffice 语言设置，不启用或启用亚洲和 CTL 选项
在语言设置 - 语言 页面的右侧，根据需要更改用户界面、区域设置、默认货币 和文档的默认语言 。在
该示例中，已使用英语（美国）为准设置了所有相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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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设置语言选项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的语言通常在安装 LibreOffice 时设置，这样可以和操作系统的语言相匹配。如果已为
LibreOffice 安装了多种语言，则可以设置菜单、对话框和帮助文件等使用哪种语言。
区域设置
区域设置是 LibreOffice 中许多其他设置的基础，例如编号，货币和度量单位的设置。LibreOffice 会使
用操作系统的区域设置作为默认值，除非您在这里选择其他设置。
小数分隔符键

如果勾选了小数分隔符键 选项，则 LibreOffice 将使用默认语言环境定义的字符。如果未勾选此选项，
则由键盘驱动程序来定义使用的字符。

默认货币

默认货币 是区域设置 中设置的国家/地区的货币格式。默认货币设置决定了货币字段所使用的格式。如
果更改了区域设置，则默认货币设置会自动更改。如果更改了默认货币， 则在全部已打开的文档中，
所有涉及货币和货币图标的对话框内容都会更改。使用某种货币格式作为默认货币格式保存的文档，将
使用新的默认货币格式打开。

接受日期格式

接受日期格式 选项定义了 LibreOffice 如何识别输入的日期。区域设置 也定义了默认的日期格式。您
可以使用 Y、M 和、D 来代表年、月、日，定义其他日期模式（以分号分隔）。LibreOffice 会把以
ISO 8601 格式输入的日期解释为 Y-M-D 和 YYYY-MM-DD。

警告
输入到 Calc 电子表格或 Writer 表中的数据必须按区域设置 定义的格式输入，才能被识别为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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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的默认语言
指定用于 LibreOffice 的拼写检查，同义词库和连字符功能（断字）的语言。如果这些选项仅用于当前
文档，请勾选仅适用于当前文档。

如有必要，请勾选此项以启用对亚洲语言（中文、日语、韩语）的支持，并支持CTL（复杂文本布局）
语言， 比如乌尔都语，泰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如果您选择其中任何一个选项，则下次打开此对话
框时，您将在“语言设置”页面看到一些额外选项，如图-40所示。我们这里不讨论日语查找选项、亚

洲语言版式、 复杂文本排版等这些选项。
增强的语言支持 - 忽略系统输入语言

默认语言设置取决于区域设置 里的设置。默认语言环境基于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语言环境设置。键盘布
局通常基于操作系统使用的语言，但可以由用户更改。如果未勾选此选项，并且键盘布局发生更改，则
键盘输入将会与预期的不同。

设置拼写检查选项
要选择检查拼写的选项，请单击语言设置 > 书写辅助。在页面的选项 区（图 42），选择对您有用的设置。
一些考虑：

•

如果在输入内容时不想检查拼写，请取消勾选键入时检查拼写。也可以使用“标准”工具栏上的自动
拼写检查按钮取消选择此选项。

•

如果要在输入时检查语法，则必须勾选>键入时检查拼写选项。

•

如果使用包含全部字母大写的单词和带数字的单词的自定义词典（例如，AS / 400），请勾选检查大
写字母和检查带数字的词。

•

检查拼写时，检查特殊区域会检查页眉、页脚、框架和表格。

在这里，您还可以选择默认情况下哪些用自定义词典处于激活状态，并通过单击新建和删除按钮添加或删
除用户安装的词典。系统安装的词典无法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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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通过设定语言、词典、选项来设置拼写检查功能

英文语句检查 （Debian/Gnome/LibreOffice6.1.4.2 中已无此选项）
在语言设置 > 英文语句检查页面，您可以设置检查、问题提醒或自动转换等内容。此菜单也可以在
LibreOffice 默认安装的英语词典扩展中找到。点击菜单工具 > 扩展管理器，选择英语拼写词典，然后单击选
项按钮可以显示此菜单。勾选您要检查的项目。
设置了额外的语法检查项目后，必须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或重新加载文档，语句检查才能生效。

图-43：设置英文语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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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检查
可能的错误
检查诸如 with it’s、 he don’t、 this things 等英语语法。
大小写
检查句子的大小写。句子边界检测取决于缩写。
单词重复
检查所有单词重复，而不仅仅是默认单词'and'、'或'、'for'和'the'。
括号

检查括号对和引号对

标点符号
单词间隔
此选项默认是被勾选状态。它检查单词之间的单个空格，双空格或三空格会提示您注意，超过三个不会
提示。
句子间的空格
检查句子之间的单个空格，如果有两个或三个空格会提示您。
多余的空格
提示单词/句子间超过三个空格的情况。
长破折号；短破折号
这两项检查，可以强制用长破折号(无空格)替换短破折号（有空格），短破折号（有空格）替换长破折
号（无空格）。
引号
乘号
撇号

检查双引号配对是否正确。
此选项默认是被勾选状态。它用正确的乘法符号替换被误用作乘法符号的字母‘x’。
用正确的印刷字符撇号替换错误的撇号。

省略号
用正确的印刷符号省略号替换错误使用的连在一起的三个点。
减号

用正确的减号印刷字符替换误当成减号的连字符。

其他
转换为公制；转换为非公制
将给定类度量单位转换为另一种度量单位：公制转换为英制、英制转换为公制。
大数字千位分隔
将具有五位或更多有效数字的数字转换为通用格式，即转换为使用逗号作为千位分隔符的数字，或使用
窄空格作为分隔符的 ISO 格式，具体取决于文档的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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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语言语句检查
LibreOffice 还可以检查其他语言的句子，尤其是匈牙利语，俄语和巴西葡萄牙语。如果语言是计算机系
统的默认语言，则默认启用这些语句检查。这些语句检查可用的规则集取决于该语言。

设定互联网选项
互联网选项里面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您的操作系统。
使用“代理”页面（如果可用）保存代理设置以与 LibreOffice 一起使用。

图-44：互联网选项，Linux 系统的 LibreOffice 会多出一个 E-mail 页面
如果您使用的是基于 Unix 或 Linux 的操作系统（包括 Mac OS X），则可以设置电子邮件选项，您可以
在其中指定默认的电子邮件程序，然后当您将当前文档作为电子邮件发送时，LibreOffice 会使用您指定的程
序来发送。在 Windows 下，LibreOffice 始终使用操作系统默认的电子邮件程序。

MediaWiki publisher 功能包含在 Windows 和 Linux 中。要启用它，请在互联网选项中选择
MediaWiki，然后单击添加按钮以打开如图-45所示的对话框。您可以在此处指定 MediaWiki 的地址
（URL）和登录信息。您可以在列表中添加多个 MediaWiki 地址。

图-45：设置 MediaWiki 服务器账户

设置 LibreOffice 的自动更正功能
有些人发现 LibreOffice 的自动更正功能中的部分项目很烦人，在您不希望更改时，它们反而会更改您输
入的内容。很多人发现一些自动更正功能非常有用；如果认为有用，那么设置一下相关的选项。但是，如果您
发现文档中出现无法解释的更改，那么这里查找原因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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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开“自动更正”对话框，请单击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您需要打开一个文档才能显示此菜
单项。在 Writer 中，此对话框有五个选项卡。其他 LibreOffice 组件中，该对话框只有四个选项卡。各
个组件的用户指南手册中会有更多详细信息。

通过安全模式对 LibreOffice 进行故障排除
安全模式提供了各种选项来帮助恢复 LibreOffice 停止工作或无法启动的情况。
启动安全模式的方法：

•

点击菜单帮助 > 以安全模式重新启动

•

使用--safe-mode 选项从命令行启动 LibreOffice

•

在 Windows 中，从“开始”菜单中选择“LibreOffice（安全模式）

图-46：LibreOffice 安全模式
在安全模式下，您可以找到恢复 LibreOffice 的选项。下面列出的选项，从上到下按顺序变得越来越极端，
因此建议您尽量先尝试排在上面的选项。

•

从备份还原 - LibreOffice 会保存一份之前的配置的备份，还有激活的扩展的备份。如果您怀疑问题是
由最近的更改引起的，请使用此选项，这会将用户配置、已安装的扩展、恢复到先前的状态。

•

配置 - 此选项允许您禁用所有用户扩展和硬件加速设置。如果 LibreOffice 在启动时崩溃，或出现与
硬件加速相关的视觉效果故障，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扩展 - 如果您怀疑问题是扩展程序引起的，则此选项允许您卸载所有用户扩展，以及重置共享扩展或
捆绑扩展。在共享扩展或捆绑扩展的情况下，该选项仅在用户具有适当的系统访问权限时才有效，请
谨慎使用。

•

重置为出厂设置 - 如果上述所有操作均失败，您可以将您的设置和用户界面修改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或将全部配置文件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

重置设置和用户界面修改 - 这将重置您的用户界面和配置设置，但保留您的个人字典，模板等内
容

–
•

重置整个用户配置文件 - 这将清除所有自定义选项并将用户配置文件恢复为出厂默认状态。

应用更改并重新启动 - 选择此选项可以使上述任何更改生效并重新启动 Libre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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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安全模式继续 - 以安全模式继续将允许您像过去一样使用 LibreOffice，但所使用配置文件是

LibreOffice 在启动时临时创建的。您之前设置的任何扩展或配置选项都必须重新配置才能使用，请记
住，重新启动后任何对临时用户配置文件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丢失。

•

重启进入正常模式 - 如果您意外进入安全模式，此选项将放弃所有更改，终止安全模式并重启

LibreOffice 到正常模式。

注意
如果使用安全模式无法解决问题，则高级选项卡将提供有关接收进一步帮助的说明。
在高级选项卡中，您还可以选择创建已损坏用户配置文件的 zip 文件，然后将其上传到错误跟踪
系统，开发人员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
但请注意，您上传的资料可能包含个人敏感信息，例如已安装的扩展程序、个人词典和设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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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第3 章
使用样式和模板
在文档中使用统一格式

直接格式化（手动格式化）
使用计算机来制作文档的关键思想是把整个文档当作是内容和格式的组合。虽然内容源于人类智力活动，
但格式化是计算机可以轻松执行的任务，并且通常是重复的。
格式化文档的操作可以是手动的，也可以是自动的。用户单独格式化文档的每个元素时，通常是执行手动
格式化（也叫直接格式化），就像在办公室中使用打字机时一样，一页一页处理。直接格式化（手动格式化）
是一种重复性活动，例如，您可以将粗体属性应用于多个文字，为每个段落设置单独的边距，或更改标题的字
体大小。
相比之下，样式格式化方法是一种让计算机更有效地格式化文档的现代方法，它还可以减少直接格式化
（手动格式化）操作所花费的时间。

什么是样式？
样式 是一组格式，您可以将这些格式应用于文档中的选定页面、文本、框架和其他元素，以快速更改其

外观。应用样式通常意味着同时应用整组格式。

许多人手动格式化段落、文字、表格、页面布局和文档的其他部分，而不关注样式。他们习惯于根据物

理 属性编写文档。例如，您可以指定字体种类、字号大小以及其它任何属性，例如粗体或斜体，就像上面描
述的打字机一样。

样式是逻辑 属性。使用样式意味着您停止说“字体大小 14pt，Times New Roman，粗体，居中”并开
始说“标题”，因为您已经定义了“标题”样式，而上述提到的所有文字排版属性，“标题”样式全都已经包
括在内。换句话说，使用样式意味着您的工作重点将从文本（页面、其他元素）的外观转移到文本的内容。

样式有助于提高文档排版的一致性。样式还使主要的格式更改变得更容易。例如，您可以决定一次性更改
所有段落的缩进，或所有标题的字体。而手动为较长文档执行此操作的话，可能需要在几十个位置分别进行单
独更改操作。相比之下，当您使用样式时，您只需要进行一次操作，就可以完成所有内容的更改。
此外，LibreOffice 默认会将样式应用于许多编辑过程，而这个应用过程您可能根本察觉不到。例如，
Writer 在编译目录时依赖于标题样式（或其他您指定的样式）。有关样式使用的一些常见示例可以参考本章后
面的“样式使用示例”小节。样式使用的例子 79

LibreOffice 支持以下类型的样式：
•

页面样式 包括边距、页眉和页脚、边框和背景。在 Calc 中，页面样式还包括页面打印顺序。

•

段落样式 控制段落外观的所有方面，例如文本对齐、制表位、行间距和边框等，并且可以包括文字格
式。

•

字符样式 会影响段落中选定的文本，例如文本的字体和大小，或粗体和斜体属性。

•

表格样式 将预先定义好的格式应用于文本文档中的表格和表格元素。

•

框架样式 用于格式化图像和文本框架，包括文本换行、边框、背景和分栏。

•

列表样式 允许您选择、格式化和定位数字/项目符号。

•

单元格样式 包括字体、对齐方式、边框、背景、数字格式（例如货币、日期、数字）和单元格保护。

•

图形样式 （绘图和演示文稿组件）中包括线条、区域、阴影、透明度、字体、连接符、尺寸标注和其
他属性。

•

演示文稿样式 包括字体、缩进、间距、对齐和制表符的属性。

LibreOffice 的各个组件分别提供了不同的样式，如表-47中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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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eOffice 内置了许多提前定义好的样式。这些内置的样式，您可以直接使用和修改，或者您也可以创
建新样式，如本章所述。
表-2. LibreOffice 各组件提供的样式
样式类型

Writer

Calc

页面

X

X

段落

X

字符

X

框架

X

列表

X

表格

X

单元格

Impress

X

X

X

X

X

演示文稿
图形

Draw

（包含在框架样
式内）

应用样式
LibreOffice 提供了几种方法供您选择要应用的样式：
•

Writer 中的样式菜单

•

侧边栏中的样式栏目

•

填充模式

•

在“格式”工具栏中应用“样式列表”

•

键盘快捷键

Writer 中的样式菜单
“样式”菜单具有几乎每个文本文档中最重要的段落、字符和列表样式，并在菜单底部列出了自定义样式
管理选项的额外条目。“样式”菜单没有框架、页面或表格的样式。
要应用段落样式，请将光标放在段落中的任何位置，然后在样式菜单中选择一个段落样式。要将字符样式
应用于多个文字，请先选择文字，然后从菜单中应用字符样式。

注意
您无法将自定义样式添加到“样式”菜单。

使用侧边栏样式栏目
样式栏目（在某些版本中称为样式和格式）包括最完整的样式工具。用它来应用样式：

1)

点击菜单视图 > 样式或者样式 > 管理样式，或者使用快捷键 F11 （在 Mac 上为⌘+T ），或单
击侧边栏中的“样式”标签（视图 > 侧边栏将其打开）。
样式栏目会显示可用样式的效果预览。图-47 显示了 Writer 的面板，截图是段落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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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样式栏目左上角的某个按钮，可以显示该类别中的样式列表。

3)

要应用现有样式，请将光标移到段落、框架、页面或文字中，然后双击其中一个列表中样式的名
称。要将字符样式应用于多个文字，请先选择相应文字。

提示
样式栏目底部是一个下拉列表。在图-47 中，面板可能显示已使用的样式 ，这意味着该列表包
含文档中已经使用的样式。您可以选择显示所有样式或其他样式组，例如仅显示自定义样式。

图-47：Writer 的样式栏目，段落样式部分

使用填充模式
使用“填充模式”可以快速将样式应用于许多不同区域，而无需返回“样式”栏目并每次双击。当您需要
使用相同样式来格式化许多分散的段落、单元格或其他项目时，此方法非常有用：

1)

打开样式栏目并选择要应用的样式。

2)

点击填充模式按钮。

3)

要应用段落样式、页面样式或框架样式，请将鼠标悬停在目标段落、页面或框架上（此时鼠标形
状会发生改变），然后单击鼠标即可。要应用字符样式，请在选择文字时按住鼠标按钮并拖动鼠
标。然后单击鼠标，这时将对选中文字应用字符样式。

4)

重复步骤 3，直到所有希望使用该样式的地方都已经修改完毕。

5)

要退出样式的“填充模式”，请再次单击填充模式按钮或者按 Esc 键。

警告
当此模式处于当前工作状态时，右键单击文档中的任何位置即可撤消上一个“填充模式”操作。注意，
如果不小心单击了鼠标右键，会撤消您刚刚做的“填充模式”操作。

使用“设置段落样式”列表
在文档中至少使用一次段落样式后，样式名称将显示在“格式”工具栏左侧的“设置段落样式”列表中。
您可以打开此列表并单击所需的样式，也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箭头键在列表中移动，然后按 Enter 键以应
用突出显示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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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选择“应用样式列表”底部的更多样式以打开“样式”栏目。

图-48：格式工具栏，设置段落样式列表

使用键盘快捷键
某些用于应用样式的键盘快捷键是预先定义好的。例如，在 Writer 中， Ctrl+0 应用正文 样式，Ctrl+1

应用标题 1 样式， Ctrl+2 应用标题 2 样式。您可以修改这些快捷方式并创建自己的快捷方式；有关说明，请
参考本书第 14 章自定义 LibreOffice。

直接（手动）格式化和样式格式化
直接格式化（也称为手动格式化）会覆盖样式，并且无法通过对其应用样式来去除手动格式化属性。
要删除手动格式，请选择文本，单击鼠标右键，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样式 > 清除直接格式，或选择文
本后按 Ctrl+M。

创建和修改样式
们：

LibreOffice 包含一些预先定义好的样式，但您也可以创建自定义样式。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修改它
•

通过样式栏目修改样式

•

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

•

使用自动升级（仅限段落和框架样式）

•

从其他文档或模板加载样式

注意
您对样式所做的任何更改仅在当前文档中有效。要更改多个文档中的样式，您需要更改模板或将
样式复制到其他文档中，参见本章后面 69 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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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样式栏目修改样式
要使用样式栏目更新现有样式，请打开侧边栏样式栏目，然后右键单击想要更改的样式，从弹出菜单中选
择修改。
显示的“样式”对话框取决于所选样式的类型。每个样式对话框都有几个选项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用户指南手册中样式相关章节。

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
如何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

1)

打开侧边栏中的样式栏目

2)

在文档中，选择某个项目，此项目应该已经应用了某个样式，而这个样式正是您希望更改的样式。

警告
更新段落样式时，请确保所选段落包含唯一属性。如果它混合了字体大小或字体样式，那些混合
属性将保持与以前相同。

3)

在样式栏目中，选择要更新的样式，然后单击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基旁边的箭头，并单击更
新样式。

图-49：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

提示
您还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上“设置段落样式”列表中每个样式的子菜单来修改样式（参见
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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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从设置段落样式列表中修改样式

使用自动更新样式
自动更新样式仅适用于段落样式和框架样式。如果在“段落样式”或“框架样式”对话框的“管理”页面
上勾选了“自动更新”选项，则在文档中使用直接（手动）格式化时会自动更新样式本身（仅适用于段落样式
和框架样式）。

提示
如果您习惯在文档中手动更新样式，请一定不要勾选自动更新。

从文档或模板更新样式
您可以通过从模板或其他文档中复制（加载）样式来更新样式。请参考本章后面“从模板或文档复制样式

71”小节。

创建新的（自定义）样式
您可能想要添加一些新的样式。您可以使用“新建样式”对话框或“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工具来执
行此操作。

使用“新建样式”对话框创建新样式
要使用“新建样式”对话框创建新样式，请打开侧边栏样式栏目，然后单击栏目顶部的某个图标选择要创
建的样式类型（例如段落，字符等），然后单击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图标右边的小箭头，然后从弹出菜单
中选择新建样式。
如果希望将新样式与现有样式链接，请首先从栏目中显示的样式列表中选择该样式，然后右键单击所选样
式并选择新建。
如果链接样式并稍后更改基本样式（例如，将字体从宋体更改为黑体），则所有链接样式也将更改。有时
这正是你想要的；也有的时候您不希望更改应用于所有链接样式。有必要提前做好计划。
节。

定义新样式和修改现有样式的对话框及选项是相同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用户指南手册中样式相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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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文档需要从基本样式派生的自定义样式，请考虑在自定义样式的名称前加上几个字符，以在
列表中突出显示它们。例如，您可以把年度报告专用的标题样式，从默认的样式名称“标题 1”，
修改为年度报告标题 1。

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
您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的手动格式来创建新样式。这种新风格仅适用于本文件；它不会保存在模板中。

1)

打开样式栏目，选择要创建的样式类别。

2)

在文档中，选择要保存为样式的项目。

3)

在样式栏目中，点击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图标。

4)

在“创建样式”对话框中，输入新样式的名称。该列表显示所选类别的现有自定义样式的名称。单
击确定保存新样式。

图-51：命名基于所选内容创建的新样式

通过拖拽鼠标创建新样式
您可以将选中对象拖拽到样式栏目中以创建新样式。可拖拽的元素取决于 LibreOffice 应用程序。

Writer

选择一些文字并将其拖到样式栏目。如果段落样式处于激活状态，则段落样式将添加到列表中。如果
“字符样式”处于激活状态，则字符样式将添加到列表中。

Calc
将选中的单元格拖到“样式”栏目以创建单元格样式。

Draw/Impress

选择绘图对象并将其拖动到样式栏目以创建图形样式。

在 Writer 中添加表格样式
表样式存储在 LibreOffice 用户配置文件中，可供所有 Writer 文档使用。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定义新的表
格样式：

1)

创建表格并应用格式，如单元格、背景、边框等格式。

2)

选择整个表格。

3)

拖动表格并放入侧边栏中样式栏目的表格样式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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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1)

打开菜单表格 > 自动格式样式，然后单击添加按钮（图-52）。

2)

输入表格样式的名称，单击确定

3)

新表格样式列在对话框的左侧。再次单击确定关闭“自动格式样式”对话框。

图-52：表格自动格式样式
新表格样式可应用于表格，如本章前面应用样式 65 小节中所述。

从模板或文档复制样式
您可以通过从模板或其他文档加载样式的方式，将样式复制到当前文档中：

1)

打开包含有想复制的样式的文档。

2)

在样式栏目中，单击 基于所选内容创建新样式图标旁边的箭头，然后选择加载样式（参见图49）。

3)

在“加载样式”对话框（图-53）上，找到要从中复制样式的模板或普通文档。单击从文件按钮以
打开一个窗口，从中选择所需文档。

4)

在对话框底部的复选框中选择要复制的样式类别。

5)

如果要导入的样式与原始文档中样式重名，请勾选覆盖。如果未勾选此框，则只会复制原始文档
中未重名的样式。

6)

单击确定以复制样式。

图-53：从模板复制样式到当前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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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如果您的文档有目录，并且您使用了标题自定义样式，则在从那些未使用相同自定义样式的文件
加载正文样式时，与工具 > 章节编号 中的大纲级别关联的标题级别将恢复为标题 1、标题 2 等
类似的默认值。您需要将这些更改回自定义标题样式。

注意：
您无法将字符样式复制到文档中。表格样式（包括自定义表格样式）存储在您的计算机中，可供
所有 Writer 文档使用。

删除样式
您无法从文档或模板中移除（删除）任何 LibreOffice 的预定义样式，包括未被使用的预定义样式。
您可以删除任何用户定义的（自定义）样式；但在删除之前，您应该确保当前文档中没有使用这些样式。
要删除任何不需要的样式，请在样式栏目中选择要每一个要删除的样式（在选择多个样式时按住 Ctrl
键），然后右键单击所选样式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
如果该样式未使用，则会立即删除该样式，不会提示删除确认。如果该样式正在使用中，则会收到一条警
告消息，要求您确认删除。

警告
如果删除正在使用的样式，则应用该样式的所有对象会返回 LibreOffice 默认样式。

什么是模板？
模板是一种模型，创建其他文档时可以直接在模板的基础上创建，这样很多格式属性会在文档创建时就

已经建好，可以大大提高您的工作效率。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业务报告模板，模板第一页上显示公司徽标。
后续您从此模板创建的所有的新文档，默认都会在第一页上显示您公司的徽标。
模板可以包含常规文档可以包含的任何内容，例如文本、图像、一组样式，还有用户特定的设置信息如度
量单位、语言、默认打印机以及工具栏和自定义菜单等。

LibreOffice 中的所有文档都基于模板。您可以为任何文档类型（文本、电子表格、绘图、演示文稿）创
建特定模板。如果在创建新文档时未指定模板，则 LibreOffice 会为新文档指定基于该文档类型的默认模板。
如果尚未指定默认模板，LibreOffice 将使用与 LibreOffice 一起安装的该类型文档的空白模板。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考本章后面的“设置默认模板 76 ”小节。
您可以为主文档和普通文档创建模板。

使用模板创建文档
从“模板”对话框中创建文档
要使用模板创建文档：

1)

点击菜单文件 > 新建 > 板模。您还可以单击工具栏上新建图标旁边的小箭头，然后选择模板。
“模板”对话框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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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对话框顶部的列表框中，选择要使用的模板类别。该文件夹中包含的所有模板都列在页面上
（如图-54所示）。

3)

选择所需模板并单击确定，或双击所选模板。LibreOffice 会打开基于该模板的新文档。

文档所基于的模板列在文件 > 属性 > 常规中。模板和文档之间的连接保持不变，直到模板被修改，并且
下次打开文档时，您选择不更新它，以匹配模板。

图-54：模板对话框，显示了一个选中的模板

从“启动中心”中的模板创建文档
您可以从“启动中心”的模板视图创建新文档。没有其他文档打开的情况下，启动中心界面才会显示。
要从“启动中心”打开“模板”对话框，请单击左窗格中的模板按钮。该按钮也是一个下拉列表，用于选
择指定类型的文档的模板。列表中的管理模板选项将打开“模板”对话框（图-54）。

创建模板
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创建模板：将文档另存为模板或使用向导。

从文档创建模板
除格式化外，模板中可以保存所有可以添加到文档中的设置，包括可以在文档中修改的设置。例如，您还
可以保存打印机设置以及从工具 > 选项设置的常规行为，例如 路径和应用程序颜色。
模板还可以包含预定义文本，使您无需在每次创建新文档时都要输入它们。例如，信函模板可能包含您的
姓名，地址和称呼。
您还可以在模板中保存自定义菜单和自定义工具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14 章，自定义
LibreOffice。
要从文档创建模板并将其保存到“我的模板”：

1)

根据您要创建的模板类型，打开一个该类型（文本文档、电子表格、绘图或演示文稿）的新文档
或现有文档。

2)

添加要在新模板中创建的任何文档中显示的任何内容，例如公司徽标，版权声明等。

3)

创建或修改要在新模板中使用的样式。

4)

然后点击菜单文件 > 模板 > 另存为模板。将打开“另存为模板”对话框（图-55），显示现有模板
类别，模板名称处的文本框可以输入新模板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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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我的模板文件夹。

6)

单击保存。保存新模板并关闭对话框。

图-55：另存为模板对话框

注意
虽然保存新模板时，“另存为模板”对话框不显示任何文档类型，但返回“模板”对话框时，模
板将显示在正确的选项卡（“文档”，“电子表格，演示文稿，绘图”）上。

使用向导创建模板
您可以使用向导为信函、传真和会议议程创建模板。
例如，传真向导将指导您完成以下选择：

•

传真类型（商业或个人）

•

记录日期、主题行（商务传真）、称呼和信尾礼貌用语等元素

•

发件人和收件人信息选项（商务传真）

•

要包含在页脚中的文字（商务传真）

要使用向导创建模板：

1)

点击菜单文件 > 向导 > [所需模板类型]（参见图-56）。

2)

按照向导页面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对于每种类型的模板，此过程略有不同，但格式非常相似。

3)

在向导的最后一部分中，您可以指定将在“模板”对话框中显示的模板名称，以及用于保存模板的
名称和目录位置。这两个名称可能不同，但这可能会导致混淆。默认位置是您的用户模板目录，
但您也可以选择其他位置。

4)

要设置文件名或更改目录，请选择 路径按钮（位置框右侧的三个小点）。另存为对话框将打开。
选择完毕后，单击保存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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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使用向导创建模板

5)

最后，您可以选择是立即从模板创建新文档，还是手动更改模板，然后单击完成以保存模板。对
于将来的文档，您可以重复使用向导创建的模板，就像使用任何其他模板一样。

您可能需要打开“模板”对话框，然后单击设置菜单上的刷新以使列表中显示所有新模板。

编辑模板
您可以编辑模板的样式和内容，然后，如果您愿意，可以将模板的样式重新应用于从该模板创建的文档。
您无法重新应用内容。
要编辑模板：

1)

点击菜单 文件 > 模板 > 管理模板，或按 Ctrl+Shift+N。“模板”对话框打开。您也可以从“启动中
心”打开“模板”对话框。

2)

找到要编辑的模板。单击一次模板，以激活文件处理控件（参见图-54）。右键单击以打开弹出
菜单，单击 编辑。该模板在 LibreOffice 中打开。

3)

编辑模板，就像编辑任何其他文档一样。要保存更改，请点击菜单文件 > 保存 。

从更改的模板更新文档
如果对模板及其样式做了更改，则下次打开使用更改前模板创建的文档时，会显示确认消息。
要更新文档：

1)

单击更新样式，将模板中已更改的样式应用于文档。

2)

如果您不想将模板中更改的样式应用于文档，请选择保留旧样式（但请参阅下面的“警告”内容）。

警告
如果选择保留旧样式，则文档不再连接到模板，即使模板仍在文件 > 属性 > 常规下列出。您仍
然可以从模板手动导入样式，但要将其重新连接到模板，您必须根据模板将其复制到空文档中。

添加从其他来源获取的模板
LibreOffice 将模板的来源称为存储库。存储库可以是本地（计算机上已下载模板的目录）或远程（可从
中下载模板的 URL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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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模板”对话框左下角的查看在线模板按钮访问官方模板存储库，如图-57所示，或者在浏览
器地址栏中输入 https://extensions.libreoffice.org/templates。
在其他网站上，您可以找到已打包到扩展（OXT）文件中的模板集合。它们的安装方式略有不同，请参
考下面内容。

图-57：获取更多 LibreOffice 模板

安装单个模板
要安装单个模板：

1)

下载模板并将其保存在计算机的某个位置。

2)

按照本章后面“导入模板 79”小节中的说明将模板导入到模板文件夹。

提示
您可以手动将新模板复制到模板文件夹中。模板文件夹的位置因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而异。要了解
模板文件夹存储在计算机上的位置，请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路径。

安装模板集合
扩展管理器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安装已打包为扩展的模板集合。步骤如下：

1)

下载扩展包（OXT 文件）并将其保存在计算机的某个位置。

2)

在 LibreOffice 中，点击菜单工具 > 扩展管理器。在扩展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添加以打开文件
浏览窗口。

3)

找到并选择要安装的模板包，然后单击打开。模板包开始安装。您可能会被要求接受许可协议。

4)

模板包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 LibreOffice。可以通过菜单文件 > 模板 > 管理模板和文件 > 新建
> 模板来使用模板，扩展会列在扩展管理器中。

有关扩展管理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4 章，自定义 LibreOffice。

设置默认模板
如果通过从菜单选择文件 > 新建 > 文本文档（或电子表格、 演示文稿、绘图）来创建文档，则
LibreOffice 将根据该类型文档的默认模板来创建文档。但是，您可以随时更改默认模板。

Microsoft Word 用户注意事项
您可能知道 Microsoft Word 使用 normal.dot 或 normal.dotx 文件作为其默认模板以及
如何重新生成它。

LibreOffice 没有类似的默认模板文件；“出厂默认值”是嵌入在 LibreOffice 软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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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板设置为默认模板
大多数默认设置（例如页面大小和页边距）可以在工具 > 选项中更改，但这些更改仅适用于您正在处理
的文档。要使这些更改成为该文档类型的默认设置，您需要使用新模板替换默认模板。
您可以将“模板”对话框中显示的任何模板设置为该文档类型的默认模板：

1)

点击菜单文件 > 模板 > 管理模板。

2)

在“模板”对话框中，打开包含要设置为默认模板的类别，然后选择模板。

3)

右键单击所选模板，然后单击设为默认值按钮（参见图-54）。

下次通过选择“文件”>“新建”创建该类型的文档时，将从此模板创建文档。

重置默认模板
要为文档类型重新启用 LibreOffice 的原始默认模板作为该类型的默认模板：

1)

在“模板”对话框中，单击左下角的操作菜单图标（图-58）。

2)

指向下拉菜单中的重置默认模板，然后单击文本文档（或其他模板类型）。

除非已将自定义模板设置为默认模板，否则不会显示这些选项，如上一节中所述。
下次通过选择“文件”>“新建”创建文档时，将从文档类型的原始默认模板创建文档。

图-58：为文本文档重置默认模板

组织模板
LibreOffice 只能管理模板文件夹或类别中的模板。您可以创建新模板类别并使用它们来组织模板。例如，
您可能有一个用于报告模板的模板类别，另一个用于信函模板。您还可以导入和导出模板。
首先，选择“文件”>“模板”>“管理模板”以打开“模板”对话框。

创建模板类别
要创建模板类别：

1)

单击“模板”对话框的“设置”按钮。

2)

单击弹出菜单中的新建类别（参见图-59）。

3)

在弹出对话框中，键入新类别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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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创建新类别

注意
您无法在 LibreOffice 中的模板类别中创建子类别。

删除模板类别
您无法删除 LibreOffice 预先内置的模板类别。除非您先删除安装它们的扩展程序，否则也无法删除扩展
管理器添加的模板类别。
但是，您可以删除您自行创建的类别。打开“模板”对话框，从对话框顶部的“过滤器”下拉列表中选择
类别。然后单击设置按钮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参见图-59）。出现要求您确认删除的消息框时，单击
“是”。

移动模板
要将模板从一个模板类别移动到另一个模板类别，请在“模板”对话框中选择该模板，然后单击对话框底
部中心的“移动”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图-60），选择目标类别，然后单击确定。

图-60：移动模板到其它类别

删除模板
您无法删除随 LibreOffice 提供的模板。除了删除安装它们的扩展程序之外，您也无法删除扩展管理器安
装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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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您可以删除自己创建或自己导入的模板：

1)

从“模板”对话框顶部的“筛选”下拉列表中，选择包含要删除的模板的类别。

2)

选择要删除的模板。

3)

右键单击模板打开弹出菜单，然后单击删除（图-54)）。

4)

出现一个提示框，要求您确认删除操作。单击是。

导入模板
在 LibreOffice 中，虽然使用模板之前，不必将模板存储在工具>选项> LibreOffice>路径中的模板路径
列表中的一个文件夹中，但它是管理模板的最简单，最方便的方法。要导入模板：

1)

在“模板”对话框中，单击右下角的“导入”按钮。将出现“选择类别”对话框。

2)

找到并选择要导入模板的类别，然后单击“确定”。将打开文件浏览窗口。

3)

找到并选择要导入的模板，然后单击“打开”。文件浏览窗口关闭，模板显示在所选类别中。

导出模板
要将模板从模板类别导出到计算机或网络中的其他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模板”对话框中，找到包含要导出的模板的类别。

2)

选择要导出的模板。

3)

单击对话框右下角的“导出”按钮。另存为”窗口打开。

4)

找到要导出模板的文件夹，然后选择保存。

样式使用的例子
以下是 Writer 国常用的页面样式和段落样式示例。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使用样式；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考 LibreOffice 各组件的指南手册。

为文档定义不同的首页
许多文档（例如信函和报告）的第一页与文档中的其他页面不同。例如，信头的第一页通常具有不同的标
题；或者报表的第一页可能没有页眉/页脚，而其他页面则有页眉/页脚。使用 LibreOffice，您可以定义第一页
的页面样式，并指定要自动应用的以下页面的样式。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 LibreOffice 附带的首页样式和默认页面样式。图-61 显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第一

页之后接下来是默认页面，所有后续页面都是 默认页面样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Writer 指南”的第 4
章“格式化页面”。

图-61：页面样式自动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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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档分为章节
以类似的方式，您可以将文档分成章节。每章都可以以首页样式开头，以下页面使用默认页面样式，如上

所述。在一章的最后，插入一个手动分页符并指定下一页以使用首页样式开始下一章，如图-62所示。

图-62：用页面样式将文档分成章节

更改文档中的页面方向
Writer 文档可以包含不同方向的页面。常见的情况是在文档中间有一个横向页面，而其他页面是纵向的。
也可以使用分页符和页面样式创建此设置。
要在文档中间插入横向页面，请插入分页符并选择横向打开的页面样式。LibreOffice 默认的横向页面样
式是横向样式。您可能必须调整其他页面属性，例如横向样式的页眉，页脚和页面编号。要返回纵向页面样式，
请插入另一个分页符并选择文档的默认纵向页面样式。

在左右页面上显示不同的标题
可以将页面样式设置为镜像左侧和右侧页面，或者仅镜像右侧（章节的第一页通常仅定义为右页）或仅镜
像左侧。在为镜像页面或左右页面设置的页面样式上插入标题时，可以使标题的内容在所有页面上相同或在左
右页面上不同。例如，您可以将页码放在左页的左边和右页的右边，只将文档标题放在右页，或进行其他更改。

自动控制分页符
Writer 自动将文本从一个页面流向下一个页面。如果您不喜欢默认设置，则可以更改它们。例如，您可
以设置在新页面或列上启动段落，并指定新页面的样式。典型的用途是章节标题总是从新的右首（奇数）页面
开始。

编译自动目录
要编译自动目录，首先将样式应用于要在内容列表中显示的标题，然后使用工具>大纲编号告诉 Writer 哪
些样式与目录中的哪个级别相关。默认情况下，目录使用标题样式，但您可以使用您喜欢的任何样式组合。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本书第 4 章。

定义段落样式序列
您可以设置一个段落样式，以便在该段落末尾按 Enter 键时，后续段落会自动具有您希望应用于它的样式。
例如，您可以定义标题 1 段落，后面跟着文本正文段落。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是：标题后跟作者，接着是摘要，
接着是标题 1，后跟文本正文。通过设置这些序列，通常可以避免手动应用样式。

在 Writer 中格式化表格
Writer 文档中的表格可以应用一组预定义的格式属性，包括单元格背景、字体、强调和数字格式（图63）。要应用表格样式，请将光标置于要格式化的表格中，然后在主菜单中选择“表格”>“自动格式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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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一种样式。或者，将光标放在要格式化的表中，然后双击“样式”菜单或侧边栏的
“表格样式”选项卡中列出的样式。

图-63：LibreOffice 中的部分表格样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LibreOffice Writer 指南，第 13 章：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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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第4 章

Writer 入门指南
使用 LibreOffice 进行文字排版

LibreOffice 是什么？
Writer 是 LibreOffice 的文字处理组件除了文字处理的常用功能（拼写检查、同义词库、连字符、自动更
正、查找和替换、自动生成目录和索引、邮件合并等），Writer 还提供以下重要功能：
•

模板和样式（见第 3 章）

•

页面布局方法，包括框架、分栏和表格

•

自动目录和索引

•

嵌入或链接图像、电子表格和其他对象

•

内置绘图工具

•

主文档 - 将一组文档集合到单个文档中

•

修订期间更改跟踪

•

数据库集成，包括参考书目数据库

•

邮件合并

•

导出为 PDF，导出时带书签（参见第 10 章）

•

文档数字签名

•

表格设计和填充

•

还有很多其它功能

Writer 指南 一书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Writer 的用户界面
Writer 工作区如图-64所示。菜单和工具栏已经在本书第 1 章“LibreOffice 简介”中介绍过。本章将介
绍 Writer 操作界面的其他一些功能。

图- 64：Writer 主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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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
Writer 状态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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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5：状态栏中的组件
页码

显示当前页码，当前页面的序号（如果不同）以及文档的总页数。例如，如果在第三页上将页码重新编
号为 1，则其页码为 1，序号为 3。
如果文档中已定义书签，则右键单击此字段会弹出书签列表；点击其中一个书签，可以直接跳到该书签
指定的文档位置。
要跳转到文档中的指定页码，请单击此字段。打开跳转页面窗口在“页码”框中输入想要跳转的页码，
然后按 Enter 键。

字数统计
字词统计会显示在状态栏中，并随着您的编辑而更新。选择文本后，此处将显示所选择的文字和字符计
数。

要显示扩展统计信息（如排除空格的字符计数），请单击状态栏中的字数，或点击菜单工具> 字数。
您还可以点击菜单文件 > 属性 > 统计来查看整个文档中的文字和字符数（以及其他信息，包括页数、表
格数和图像数）。
页面样式
显示当前页面的样式。要更改页面样式，请用鼠标右键单击此字段。弹出页面样式列表；点击其中你想
要的那个。
要编辑当前页面样式，请单击/双击此字段。然后页面样式对话框会打开。
语言

显示光标位置或所选文本的语言，用于检查拼写和语法以及连字符和同义词词典。
单击以打开一个菜单，您可以在其中为所选文本或光标所在的段落选择其他语言。您也可以选择无（不
检查拼写）以从拼写检查中排除文本，或选择更多以打开字符对话框。任何直接（手动）格式化的语言
设置都可以从此菜单重置为默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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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模式

文档当前如果已经在插入模式下，则此区域为空白。单击以更改为覆盖（改写） 模式；再次单击以返
回“插入”模式。在插入模式下，您输入的文字会自动移动到光标前面，以方便您在光标后面继续输入
文字；在“覆盖（改写）”模式下，光标位置后的文本将被您键入的文字替换掉。在记录更改模式下，
此功能被禁用。

选择模式
鼠标左键单击这里可以切换不同的选择模式。右键单击可以弹出模式选择菜单。弹出菜单中列出可用的
选择模式。将鼠标指针放在此字段上不动时，还会显示一个提示框，显示哪个模式处于工作状态。请注
意，切换模式后，图标的外观并不会一起发生变化，所有模式都使用这一个图标。
模式

功能说明

标准选择

单击某处文本，光标会移到相应位置；单击一个单元格以使其成为活
动单元格。取消所有其他选择。

扩展选择（F8）

单击文本可以扩展或裁剪当前选择。

添加选择（(Shift+F8)）

将新选择添加到现有的选择中。结果是多重选择。

区块选择（Ctrl+Shift+F8）

可以选择一个区块的文字。

在 Windows 系统中，您可以按住 Alt 键，同时拖动选择一段文本。不需要进入区块选择模式。
文档更改状态
如果文档没有未保存的更改，此处显示的图标将从（
单击此图标可以马上保存文档。

）更改为（

）（已编辑并且尚未保存更改）。

数字签名
如果文档已经过数字签名，则此处显示此图标（ ）；否则，它保持空白状态，不显示任何内容。要签
署文档或查看数字证书，请单击这里（或图标）。
区域或对象信息
当光标位于章节，标题或列表项上时，或者当选择了对象（例如图片或表格）时，该字段中将显示有关
该项的信息。单击/双击此区域将打开相应对话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帮助”或 Writer 指南。

视图布局
单击图标可在单页视图、多页视图和书本视图三者之间切换。效果因使用中的窗口宽度和缩放系数而有
所不同。您可以在任何一个视图中编辑文档。参见图-66。
缩放
要更改视图大小，请用鼠标拖动“缩放”滑块，或者单击 + 或 - 符号，或右键单击缩放级别百分比以弹
出缩放倍率列表。缩放与视图布局（多页视图）决定了文档窗口中的可见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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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视图布局：单页视图、多页视图、书本视图

侧边栏
侧边栏（图-67）默认会放在 Writer 主窗口的右侧。可以点击菜单视图 > 侧边栏来打开侧边栏。侧边栏
有一个隐藏/显示按钮。

图-67：Writer 侧边栏的属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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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 侧边栏默认包含五个栏目：属性、页面、样式、图片库和导航。如果在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高级中选择了启用实验性功能 ，则会出现第六个栏目（管理更改），并且可以在化连栏设置
> 自定义中选择第七个（设计）。每个栏目在侧边栏右侧的标签栏上都有相应的图标，允许您在各栏目之间切
换。

每个栏目由标题栏和一个或多个内容面板组成。工具栏和侧边栏面板有许多功能是重复（相同）的。例如，
“格式”工具栏和“属性”面板中都能找到粗体/斜体按钮。
某些面板包含一个较小的更多选项 按钮（

），它会打开一个对话框，以提供更多的编辑功能。打开

对话框时，文档将被锁定，直到对话框关闭。
各个栏目的说明请参考下面内容。

属性栏目
提供了在文档中直接（手动）格式化的工具。
对于文本编辑，默认视图显示三个面板：

–

样式： 在光标位置应用段落样式。创建或更新样式。

–

字符： 根据字体类型、大小、颜色、粗细、样式和间距修改文本。

–

段落： 通过对齐、列表或项目符号、背景颜色、缩进和间距来设置段落样式。

选择特定类型的项目时，会显示额外的编辑面板：
如果选择了图像，则打开以下面板：

–

区域： 修改图形背景区域的填充模式和透明度。更多选项中提供了颜色、渐变、阴影线、图案以
及位图选择和导入。

–

图像： 修改图形的亮度、对比度、色彩模式和透明度。

–

环绕： 修改文本绕图的方式和间距。

–

位置和大小： 修改宽度和高度。

如果选择了绘图对象，则可以使用以下面板：

–

区域： 修改填充和透明。

–

线条： 修改样式、宽度、颜色、透明。

–

位置和大小：编辑宽度、高度、旋转和翻转属性。

如果选择了一个框架，则打开框架相应面板，里面包括区域和环绕属性设置。
如果通过菜单插入> 媒体 > 音视频来插入视频或音频片段，则会在选择该片段时打开以下面板：

–

媒体播放：控制播放、暂停、停止、搜索、循环和音量。

–

位置和大小：修改宽度和高度。

页面栏目
这里可以修改最常用到的页面属性。它包含格式、样式、页眉、页脚这四部分：

•

格式可修改大小、宽度、高度、方向和页边距;

•

样式修改编号方案，背景，页面布局（面样式应用于奇数页还是偶数页还是两者都应用）和列数（分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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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眉和页脚修改页面的相应页边距，间距和内容。

•

警告
请注意，通过更改页面栏目中的选项，您将更改正在使用的页面样式，不仅修改当前页面，还会修
改文档中使用该页面样式的所有页面。

样式栏目
管理文档中使用的样式。包括应用现有样式，修改现有样式或创建新样式。您可以通过勾选底部的“显示
预览”来预览更改。

图片库栏目
包含图片库主题中的图像和图表。图片库栏目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按名称列出主题（箭头，背景，图表
等），第部分显示所选类别中的图像。点击“新建主题”以创建新类别。要将图像插入文件或将新图像添加到
新类别，用鼠标把图像拖进来即可。

导航栏目
可以轻松导航到特定类型的内容，并根据类别（例如标题、表格、框架、图形等）重新组织内容。 此栏
目类似于可以从菜单栏上的“视图” > “导航”打开的浮动工具栏或标准工具栏上的导航按钮，或按 F5 键。

管理更改栏目
列出自“跟踪修订”模式激活后对文档所做的所有更改。此栏目是“管理更改”对话框的备用视图，可以
点击菜单“编辑” > “跟踪修订” > “管理”来打开该对话框。只有在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高级中
勾选了启用实验性功能时，管理更改栏目才可用。

设计栏目
提供对主题（字体和颜色）和样式预设的快速访问。只有在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高级中勾选
了启用实验性功能，并且在侧边栏设置 > 自定义中选择了设计栏目时，设计栏目才可用。

更改文档视图
Writer 有三种方法查看文档：普通、网页和全屏。要更改视图，请点击“视图”菜单，然后单击所需的
视图。
普通视图
以前称为 Print Layout，普通视图是 Writer 的默认视图。在此视图中，您可以使用“状态”栏上的
“视图布局”图标和“缩放”滑块来更改缩放倍率。您也可以通过点击菜单“视图” > “缩放” > “显示
比例”来设置这些选项，以显示“缩放和视图布局”对话框。
普通视图还允许您隐藏或显示页眉和页脚以及页面之间的间隙。这个功能可以这样操作：点击菜单“视
图” > “隐藏页面之间的空白”。激活后，选项旁会出现复选标记。这也可以在全屏视图中隐藏页眉、
页脚和空白区域。请注意，这仅在状态栏中激活单页视图时有效。
网页视图
在网页视图中，只能使用“缩放”滑块；状态栏上的“视图布局”功能被禁用，“显示比例和视图布
局”对话框中的多数选项都不可用。在网页布局中，没有页面边界的视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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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显示
全屏显示时，使用先前在其他视图中选择的缩放和布局设置来显示文档。要退出“全屏显示”视图并返
回“普通”视图，请按 Esc 键或切换左上角浮动工具栏上的“全屏”按钮。您还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Shift+J 在全屏显示和普通视图之间切换。

快速浏览文档
使用导航功能
除了状态栏的导航功能（如上所述）之外，您还可以使用“标准”工具栏或侧边栏中的“导航”窗口和
“导航”工具栏，如本书第 1 章“LibreOffice 简介”中所述。
点击“导航”窗口的导航按钮旁边的向下箭头，可以打开“导航”工具栏（图-68），里面显示了的各种
对象类型的按钮。

图-68：导航工具栏
点击对象类型按钮后，单击右边“上一个”和“下一个”按钮将跳转到上一个该对象类型的位置或下一个
该对象类型的位置。这对于查找/索引某些在文本中很难看到的项目特别有用。按钮的名称（显示在工具提示
中）会根据您选择的按钮类别自动更改为相同类别，例如“下一个图形”，“下一个书签”或“继续向前查
找”。
有关 Writer 中导航功能的更多用法，请参阅 Writer 手册。

使用转到页面选项
要跳转到文档中的某个页面，请点击菜单编辑 > 转到页面或按键盘快捷键 CTRL + G 打开“转到页面”
对话框（图-69）。对话框会显示当前页面的编号和文档的总页数。然后在文本框中键入目标页面的编号，然
后单击“确定”按钮。

图-69：转到页面对话框

文档处理
第 1 章，LibreOffice 简介，包括有关创建新文档、打开现有文档、保存文档、访问远程服务器和密码保
护文档的说明。第 3 章，使用样式和模板，介绍如何从模板创建文档。
默认情况下，LibreOffice 会以 OpenDocumentFormat（ODF）文件格式创建和保存文件，ODF 是许
多软件应用程序使用的标准化文件格式（ISO-IEC 26300）。Writer 使用.ODT 作为文件的扩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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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只要有可能，请尽量选择默认的 ODF 格式保存文件。这会避免很多问题。

保存为 Microsoft Word 文件
有些 Microsoft Word 用户不愿意接收.ODT 格式，或者无法接收.ODT 格式；如果您必须与此类用户交
换文件，您可以用 LibreOffice 把 Microsoft Word 文件打开，编辑，然后再保存成 Microsoft Word 格式，
最后发给你的客户。
您也可以创建和编辑.ODT 文件然后将其另存为.DOC 或.DOCX 文件。为此：

1)

重要 - 首先以 LibreOffice Writer 默认的文件格式（.ODT）保存您的文档。如果不这样做，自上
次保存后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只会显示在 Microsoft Word 版本的文档中。此外，如果文档的收
件人遇到 Microsoft 格式的问题，以 ODF 格式保存可以重新保存或修改文档。

2)

然后选择“文件” > “另存为”。

3)

在“另存为”对话框的“右下角“所有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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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保存”。

这将创建一个具有不同文件扩展名的单独文档（例如.DOCX）。从此时起，您对文档所做的所有更改都
只会出现在新文档中。如果要使用文档的 ODT 版本，则必须再次打开它。

提示
要使 Writer 默认以 Microsoft Word 文件格式保存文档，请转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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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选择“文本
文档”，然后在始终另存为 处，选择你希望保存时默认使用的文件格式。

使用内置语言工具
Writer 提供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使您在同一文档中使用多种语言时，或者您使用不同语言编写文档时，
可以更轻松。更改特定文本的语言使您可以使用正确的词典和规则来检查拼写、语法和连字符。它还会应用本
地化版本的自动更正功能，并使用适当的同义词库。

应用语言的选项
提示
光标所在位置使用的语言会显示在状态栏中（在状态栏上页面样式的旁边）。

使用样式
可以在“段落样式”对话框的“字体”选项卡或“字符样式”对话框中设置语言。
有关如何管理样式的语言设置的信息，请参阅 Writer 指南。

注意
更改字符或段落样式中的语言时要小心，因为所有使用该样式的字符或段落的语言设置都会一同
更改。在样式名称中包含语言提示信息可能是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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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请注意，使用直接（手动）格式设置的语言将覆盖使用样式设置的语言。

使用直接格式化（手动格式化）
可以使用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语言来设置整个文档的语言。在文档的默认语言 部分中，您可以指
定未明确标记语言的所有文本的语言。
点击菜单工具 > 语言来设置整个文档的语言、单个段落的语言，甚至单个文字和单个字符的语言。
或者，您可以通过选择文字或将光标放在段落中并更改状态栏上的语言来设置相应段落和文字的语言。

注意
虽然这些方法是一种直接格式化方法，但无法使用“格式”菜单上的“清除直接格式”或使用快
捷键 Ctrl + M 来清除它们。

禁用拼写检查
您可以使用上述方法将段落或一组字符的语言设置为无（不检查拼写）。此选项对于您不想检查拼写的 Web
地址或编程语言片段等文本特别有用。

获取更多语言支持
拼写检查仅适用于拼写对话框列表中的那些语言（如第 page 97页所述），它们旁边有符号（
如果您没有在首选语言旁边看到符号，则可以使用工具 > 语言 > 更多联机词典在线安装附加词典。

）。

使用文本
在 Writer 中选择、复制、粘贴或移动文本与在其他程序中操作基本一样。LibreOffice 还有一些方便的方
法来选择彼此不相邻的项目，选择垂直文字块，并粘贴未格式化的文字内容。

选择不连续的内容
使用鼠标选择非连续内容（如图-70所示）：

1)

选择第一段文字。

2)

按住 Ctrl 键并使用鼠标选择下一段文字。

3)

重复上一步操作直到全部选择完成。

要使用键盘快捷键选择不连续的内容：

1)

选择第一段文字。

2)

按 Shift+F8，这时 Writer 变成“追加选择”模式。

3)

使用箭头键把光标移动到下一段要选择的文字的开头。按住 Shift 键并用箭头键选择下一段文字。

4)

重复上一步操作直到全部选择完成。

现在，您可以操作所选文字了（复制、删除、更改样式等）。
按 Esc 键退出“追加选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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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0：选择不连续的内容
有关使用键盘选择文字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LibreOffice 帮助（F1 ）中的“使用键盘浏览和选择”主题。

选择垂直文字块
您可以使用 LibreOffice 的区块选择模式来选择由空格或制表符分隔的文字垂直块或文字“列”（就像您
从电子邮件、程序列表或其他来源粘贴的文字那样）。要更改为区块选择模式，请点击菜单编辑 > 选择模式 >
方块区域，或按 Ctrl+F8，或单击状态栏中的选择图标，然后从列表中选择区块选择。

图-71：选择图标
现在使用鼠标或键盘选择内容（选中区域会有颜色提示），如下图所示。

图-72：选择垂直文字块

剪切、复制和移动文字内容
在 Writer 中剪切和复制文字的操作，与在其他应用程序中剪切和复制文字相类似。您可以使用鼠标或键
盘进行这些操作。您可以通过拖动或使用菜单选项、工具栏按钮或键盘快捷键在文档内或不同文档之间复制/
移动文字。您还可以从其他来源（比如网页）复制文字并将其粘贴到 Writer 文档中。
要使用鼠标移动 （拖放）所选文字，请用鼠标将其拖动到新位置，然后释放鼠标。要复制 所选文字，请
在拖动鼠标时按住 Ctrl 键。文字格式会保持拖动前的格式不变。
要移动 （剪切和粘贴）所选文字，请使用 Ctrl+X 剪切文字，将光标插入粘贴位置并使用 Ctrl+V 粘贴。
或者，使用“标准”工具栏上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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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贴文字
粘贴文字时，结果取决于文字的来源以及粘贴方式。如果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粘贴”按钮或
Ctrl+V，则会保留所有文字所具有格式属性（例如粗体或斜体）。从网站和其他来源粘贴的文字也可以放在框
架或表格中。如果您不喜欢操作的结果，请单击“撤消”按钮或按 Ctrl+Z。
要使粘贴的文字在插入位置继承插入位置段落的样式：

•

选择“编辑” > “选择性粘贴”，或者

•

单击粘贴按钮右边的小箭头，或者

•

单击“粘贴”按钮而不释放鼠标左键。

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未格式化的文本。也可以使用 Shift+Ctrl+Alt+V 粘贴未格式化的文字。
“选择性粘贴”菜单或“Ctrl+Shift+V” 上的选项范围取决于要粘贴的文字（或其他对象）的来源和格式。
选项截图示例请参考图-73 。

图-73：粘贴选项菜单

查找/替换文字和格式
Writer 有两种方法可以在文档中查找文字和格式：快速搜索的查找工具栏；查找与替换对话框。在对话
框中，您可以：
•

查找/替换文字和词语

•

使用通配符和正则表达式进行精确搜索

•

查找/替换特定属性或格式

•

查找/替换段落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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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状态栏上方），如图-74所示，但您可
以将其改为浮动或停靠在其他位置。如果看不到“查找”工具栏，您可以点击菜单“视图” > “工具栏” > “查
找”或按 Ctrl+F 来显示它。有关浮动和停靠工具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1 章 - LibreOffice 简介。

图-74：查找工具栏停靠位置
要使用“查找”工具栏，请在文字框中单击，然后键入目标文字，然后按 Enter 键以查找该文字的匹配
项。根据需要单击查找下一个或查找上一个按钮。
单击“全部查找”按钮以选择文档中搜索到的所有匹配项。选择“匹配大小写”以仅查找与大小写匹配的
项目。要打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请点击查找工具栏上“匹配大小写”右侧的按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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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定搜索特定类型的内容，请单击“查找”工具栏中的“页面”选项，然后从弹出菜单中进行选择。例

如，要搜索文档标题内的内容，请选择标题 条目。

图-75：搜索列表
要关闭“查找”工具栏，请单击左侧的 X 按钮，或者当光标位于搜索框中时按键盘上的 Esc 键。Ctrl+F
可以关闭和打开“查找”工具栏。

提示
“正则表达式”提供了搜索和替换文字的强大方法。例如，他们可以找到所有数字后跟特定字母
的目标内容。但是，理解“正则表达式”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有关指导，请参考帮助文件。

使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要显示“查找和替换”对话框，请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H 或点击菜单“编辑” > “查找和替换”。如果
“查找”工具栏已打开，请单击其右侧的“查找与替换”按钮（
项”将其展开。再次单击该按钮可以收缩对话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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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对话框后，可以单击“其他选

图-76：展开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使用“查找和替换”对话框：

1)

在“查找”框中键入要查找的文字。

2)

要用其它文字替换目标文字，请在“替换”框中键入新文字。

3)

您可以选择各种选项，例如区分大小写、仅匹配整个单词，或搜索相似的单词。
其他选项包括仅搜索选定的文字、从当前光标位置往回搜索到文档的开头、搜索相似的单词，以
及在注释中搜索。

4)

设置搜索后，单击“查找下一个”。要替换找到的文字，请单击“替换”。

如果点击“全部查找”，LibreOffice 将从整个文档中搜索所有匹配的内容。同样，如果单击全部替换，
LibreOffice 将一次性替换文档中所有匹配项，而不会逐个提示。
有关使用“查找和替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riter 指南。

警告
请谨慎使用全部替换；否则，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令人尴尬（而且经常是搞笑）的错误。“全
部替换”导致的错误可能需要手动逐个搜索修改才能修复。

插入特殊字符
特殊字符 是标准键盘上找不到的字符。例如，© ¾ æ ç ñ ö ø ¢都是英语键盘上没有的特殊字符。插入

特殊字符

1)

将光标放在要插入字符的位置。

2)

点击菜单“插入”>“特殊字符”或单击主工具栏中的“特殊字符”图标以打开“特殊字符”对话框。

3)

按顺序选择要插入的字符（来自任何字体），然后单击“确定”。之前选择插入的字符显示在对话
框的左下角。当您选中一个字符时，它会显示在右侧，并显示其数字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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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字符对话框（图-77）包括最近的字符 和收藏的字符 区域。要向“收藏的字符”添加新字符，请单
击字符，然后单击“添加到收藏”按钮。

提示
不同的字体有自己独特的特殊字符。如果找不到特定的特殊字符，请尝试更改字体 类型。

图-77：插入特殊字符对话框

插入破折号和不间断空格和连字符
插入不间断的空格
要防止在行尾分隔两个单词，请在键入两个单词之间的空格时按 Ctrl+Shift。这会插入一个不间断的空格。

插入不间断的连字符
如果您不希望连字符出现在一行的末尾，例如 123-4567 之类的数字，则可以按 Shift+Ctrl+减号 来插入
不间断的连字符。

插入短破折号和长破折号
要输入短破折号和长破折号，可以点击菜单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下的选项标签中的替换破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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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符号是一个短破折号（短划线），它的宽度与小写的字母“n”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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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两个连字符（短划线）会被一个连字符
（短划线、短破折号）替换。

—

是一个长划线；也就是说，它的宽度与小写的字母“m”相同。输入至少一个字符，两个连字符和至少一
个字符。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两个连字符（短划线）被一个长划线（长破折号）取代。例外情况：如果字符
是数字，如在日期或时间表示时，则两个连字符将由一个短破折号（短划线）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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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帮助”有关插入破折号的其他方法，请参考 Writer 指南。

检查拼写和语法
默认情况下，LibreOffice 为每种语言安装四个词典：拼写检查、语法检查、连字词典和同义词库（假设
它适用于该语言）。拼写检查功能会检查文档中的每个单词是否都在已安装的词典中。 语法检查与拼写检查
结合使用。

自动检查拼写
自动拼写检查被勾选以后，“工具”菜单上的“自动拼写检查”会在键入内容时检查每个单词，并在任何
无法识别的单词下方显示波浪形红线。右键单击无法识别的单词以打开弹出菜单。您可以单击其中一个建议的
单词，将带下划线的单词替换为所选单词。（鼠标在其上方时直接单击即可，不需要提前选中该单词）如果列
表中不包含所需的单词，请单击“拼写”以打开拼写检查对话框。单词被纠正后，单词下方波浪形红线消失。

检查拼写和语法
要对文档（或选中的文字）执行组合拼写和语法检查，请单击“标准”工具栏上的“检查拼写”按钮，或
选择“工具”>“拼写”。如果找到任何无法识别的单词，则会检查文档或打开“拼写”对话框。要识别潜在的
语法问题，请点击选项按钮，勾选“键入时检查语法”复选框。
以下介绍了更多的拼写检查功能：
修改字典语言
在“拼写”对话框中更改字典语言（例如，西班牙语，法语或德语），需要在“文本语言”下拉列表中
选择适当的语言。
在词典中添加一个单词
通过单击“拼写”对话框或右键弹出菜单中的“添加到字典”，在词典中添加单词。除非您使用相同的
语言创建了另一个字典，否则该单词将添加到标准字典中。如果您创建了一个新词典，您可以选择将单
词添加到哪个词典。
选择要检查拼写的文字
要检查包含数字的单词或含大写字母的单词，请单击“拼写检查”对话框中的“选项”按钮，打开“写
作辅助”对话框，类似于第 2 章中介绍的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写作辅助的对话框。
管理自定义词典
在相同的“写作辅助”对话框中创建、编辑或删除字典，以及在字典中编辑单词。
指定特定段落的语言
使用多种方法设置检查的段落要用的语言类型（与文档的其余部分不同） - 例如，通过单击状态栏上的
“文字语言”字段或为特定语言创建段落样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本章前面第 90 页的“使用内置
语言工具”或参参考 Writer 指南。

设置其他语法检查规则
通过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英语语句检查，或通过工具 > 扩展管理器 > 英语拼写词典 > 选项，选择
其他语法检查规则。（6.1.4.2 版本无此项）
“语法”拼写检查

LibreOffice 6.0 中的一个新功能是“语法根据”拼写检查。它使字典能够别识同一个单词的不同形式。
对于不太可能在字典中具有所有变体的新单词或专用单词特别有用。 例如，“motorcycle” motorcycles，motorcycled，motorcycling，motorcyclist 等 - 的变体都将被接受，而不必单独输入
它们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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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语法根据功能，请首先在“拼写”对话框的“选项”窗口中创建新词典。选择字典，然后单击
“编辑”。 然后在“单词”字段中输入基本单词，并在“语法根据”字段中输入与基本单词具有相同变
体的单词。在上面 motorcycle 的例子中，这个词可能是 cyclist。
有关拼写和语法检查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使用同义词和同义词库
要访问同义词的简短列表，请右键单击单词并在弹出菜单中点击同义词，会显示替代单词和短语的子菜单。
单击子菜单中的单词或短语，用其替换文档中选中的单词或短语。
词库提供了更广泛的替代词和短语列表。要使用同义词库，请单击“同义词”子菜单中的“同义词词典”。
如果当前语言没有安装同义词库，则禁用此功能。

注意
词库和同义词是语言社区提供的写作辅助工具。如果这些辅助工具不适用于您的语言，请考虑加
入 LibreOffice 项目以帮助您的语言社区开发它们。

使用自动更正
Writer 的自动更正功能有一长串常见的拼写错误和输入错误列表，它会自动更正这些错误。例如，“hte”
将更改为“the”。它还包括用于插入特殊字符、表情符号和其他符号的代码。
自动更正功能默认是启用的。您可能希望禁用其某些功能、修改其他功能或完全关闭它。
您可以添加自己的更正或特殊字符，也可以更改 LibreOffice 提供的更正或特殊字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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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上，您可以定义更正哪些文字字符
串以及如何更正。通常数情况下，默认值工作良好。
要让 Writer 停止替换特定拼写，请转到“替换”选项卡，选中目标单词对，然后单击“删除”。要向列

表中添加新拼写，请在“替换”选项卡上的要替换的字词 和替换为 框中键入内容，然后单击“新建”。
有关可用于微调自动更正的各种其他选项，请参考对话框中的各个选项卡。
要关闭“自动更正”，请取消选中“工具”>“自动更正”>“在键入时”。

提示
LibreOffice 有一个广泛的特殊字符列表，可以通过自动更正访问。例如，键入 :smiling:，自动
更正会将它替换为☺。或者，（c）将更换为©。您可以添加自己的特殊字符。

使用“字词补全”功能
如果启用了字词补全，Writer 会尝试猜测您正在键入哪个单词并提供完整单词的提示。要接受该建议，
请按 Enter 键。否则，继续输入。
框。

要关闭字词实例，请选择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 > 字词补全，然后取消勾选启用字词补全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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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自动更正对话框里的字词补全选项卡
从“自动更正”对话框的“字词补全”页面自定义字词补全的选项包括：

•

在接受的单词后自动附加空格。

•

将建议的单词显示为提示（当鼠标悬停在单词上时），而不是在键入时填写文字。

•

在处理文档时添加单词时，可以保存它们以供以后在其他文档中使用，也可以选择在关闭文档时从列
表中删除它们。

•

设置实现字词补全而记住的最大单词数以及要记住的最小单词的长度。

•

从字词补全列表中删除特定条目。

•

更改接受建议条目的键 - 选项为右箭头 键、End 键、回车 (Enter) 键、空格 键和 Tab 键。

注意
只有当您第二次在文档中输入某个词后，自动的字词补充完整功能才会显示提示。

使用自动图文集
使用自动图文集存储文字、表格、字段和其他项目以便重复使用，并给它们分配组合键以便于检索。例如，
每次使用高级管理这个短语时，不是键入“高级管理”，而是在键入“sm”并按 F3 键时，设置自动图文集条
目以插入这些单词。
要将某些文字存储为自动图文集：

1)

在文档中键入文字。

2)

选择文字。

3)

选择“工具”>“自动图文集”（或按 Ctrl+F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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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自动图文集”对话框中，在名称 框中键入自动图文集的名称。Writer 会建议一个单字母的快捷
方式，您也可以更改为其它快捷键。

5)

选择自动图文集词条的类别，例如我的自动图文集 。

6)

单击对话框底部的“自动图文集”按钮，然后从菜单中选择“新建”，以使“自动图文集”保留特定格
式（无论在何处插入），或者选择“新建”（仅文字），以使“自动图文集”与插入点周围的文字格
式保持一致。

7)

单击“关闭”返回到您的文档。

8)

要插入自动图文集，请输入之前定义的快捷方式并按 F3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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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自动图文集分配给字段时，功能特别强大。有关详细信息，请考 Writer 指南。

格式化文字
格式化文字有两种基本方法。了解这两种替代方案，您就可以体会到 LibreOffice 的强大之处：
直接（或手动）格式化
直接将格式应用于特定段落、字符、页面、框架、列表或表格。例如，您可以选择一个文字，然后单击
“格式”工具栏上的按钮，将文字格式设置为粗体或斜体。
样式
将多个格式化属性集成为一个样式操作。例如，段落样式定义了许多选项的设置，例如字体类型和大小，
段落是否应缩进，行之间的间距，段落应如何在页面上对齐等等。

LibreOffice 强烈建议用户使用样式来编辑文档
Writer 被设计成以样式为基础的软件。这意味着它可能与您熟悉的其他文字处理程序有些不同。它需要
一些规划，但是在规划上花费的时间可以大幅节省手动格式化所经历的长期的时间和挫败感。
由于样式同时应用了整组格式，因此它们使您能够轻松地一致地格式化文档，并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完成更
改整个文档的格式的操作。此外，LibreOffice 默认会将样式应用于许多编辑过程，而这个应用过程您可能根
本察觉不到。例如，Writer 在编译目录时依赖于标题样式（或其他您指定的样式）。

Writer 定义了六种类型的样式：段落、字符、页面、框架、列表和表格。 请参考本书第 3 章 - “使用样式
和模板”，另请参考 Writer 指南 。

使用样式格式化段落
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左端的“样式”下拉选择列表，使用侧边栏的“样式”工具栏以及使用菜单栏中
的“样式”菜单将样式应用于段落。

提示
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1 到 Ctrl+5 来应用段落样式标题 1 到段落样式标题 5。
还可以点击菜单“视图”>“工具栏”>“格式化”（样式）打开样式工具栏 （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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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格式化样式工具栏

提示
有关使用段落样式格式化文档的重要信息，请参考本书的第 3 章和 Writer 指南。

直接格式化段落（即手动格式化段落）
您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上的按钮和侧边栏的“属性”面板的“段落”面板，手动将许多格式直接应用
于段落。并非所有按钮都默认可见，但您可以自定义工具栏以显示您经常使用的按钮。这些按钮和格式包括：

•

设置段落样式

•

项目符号开/关（带有项目样式的工具面板）

•

编号列表开/关（带有数字样式的工具面板）

•

左对齐，水平居中，右对齐或两端对齐

•

顶部对齐，垂直居中，底部对齐

•

行间距（选择 1 倍、1.15 倍、1.5 倍、2 倍或自定义行间距）

•

增加段落间距，减少段落间距

•

增加缩进，减少缩进

•

段落（打开段落对话框）

注意
直接格式化（也称为手动格式化 ）会覆盖样式。这意味着当应用新样式时，不会删除直接格式
化，直接格式化属性的效果会保持不变。

清除直接格式化属性
要删除直接格式化属性，请选择文字并从菜单栏中选择“格式”>“清除直接格式”，或右键单击并从弹出
菜单中选择“样式”>“清除直接格式”，或单击“格式”工具栏上的“清除直接格式”按钮，或按键盘上的
Ctrl+M。

注意
清除直接格式化属性时，文字格式将返回之前应用的段落和字符样式，而不是默认段落样式或默
认字符样式（除非这些样式实际应用于文字）。

使用样式格式化字符
要应用字符样式，请选中字符或文字，并从“主菜单”栏上的“样式”菜单， “侧边栏”样式面板的

“字符样式”选项卡或右键单击弹出菜单 中应用所选字符样式。

直接格式化字符
建议您尽可能地使用 样式 来格式化字符，而不是直接格式化（手动格式化）字符，如本节前面所述；下
面介绍的直接格式化方法，能不用就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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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格式”工具栏上的按钮并使用侧边栏的“属性”面板的“字符”面板，直接将多种格式应用
于字符。并非所有按钮都默认可见，但您可以自定义工具栏以显示您经常使用的按钮。这些按钮和格式包括：

•

字体名称、字号大小

•

粗体、斜体、下划线、上划线、双下划线、删除线、轮廓

•

上标、下标

•

大写、小写

•

增大字号尺寸、减小字号尺寸

•

字体颜色（带颜色调色板）

•

背景颜色（带颜色调色板）

•

高亮颜色（带颜色调色板）

注意
就像直接段落格式覆盖当前段落样式一样，将直接字符格式应用于字符会覆盖当前字符的样式格
式。

格式化表格
Writer 文档中的表格与 LibreOffice Calc 中的电子表格共享相同的格式元素集。
要应用表格样式，请将光标放在要格式化的表格中，然后在主菜单中选择“表格”>“自动格式样式”，并

从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一种样式。或者，将光标放在要格式化的表格中，然后双击侧边栏 样式 栏目的“表格
样式”选项卡中列出的样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LibreOffice Writer 指南。

自动更正
根据在“自动更正”对话框的“选项”页面上所做的选择（工具 > 自动更正 > 自动更正选项），您可以
将 Writer 设置为在输入内容时自动格式化或更正文档的某些部分。
一些常见的不需要的格式更改或意外的格式更改包括：

•

水平线条。如果您在一行上输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连字符 (---)、下划线 (___) 或等号 (===)，然后按

Enter 键，则此段落会被一条与段落列等宽的水平线条替换。请注意，该行实际上是前一段的下边框。
•

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键入连字符（ - ）、星号（*）或加号（+），后跟段落开头的空格或制表符时，
会创建项目符号列表。键入数字后跟句点（.），后跟段落开头的空格或制表符时，会创建编号列表。
自动编号仅适用于使用默认设置的段落，或者使用文字正文/正文缩进样式格式化的段落。

提示
如果您发现文档中发生了意外的格式更改，那么这是查找原因的第一个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
撤消（Ctrl+Z ）可以解决问题。
要打开或关闭“自动更正”，请选择“格式”>“自动更正”，然后勾选或取消勾选列表中的项目。“帮
助”里对各个选项有更为全面的说明。

102 | 格式化文字

创建带样式的列表
创建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
尽可能使用段落样式来创建项目符号列表和编号列表。Writer 为此提供了两组段落样式。 但是，这些样
式不包括诸如项目符号类型或数字位置等设置选项。这些设置来自列表样式，这是与段落样式不同的样式类型。
建议以下面这些方式一起使用它们：

•

使用段落样式列表 1、列表 2、列表 3 等创建项目符号列表。 这些样式使用列表样式 List 1、List
2、List 3 等。

•

使用段落样式编号 1、编号 2、编号 3 等创建编号列表。这些样式使用名为编号 1、编号 2 等的列表样
式。

要将其中一个段落样式与列表样式相关联，请转到样式 > 管理样式或单击 F11 以打开样式列表。右键单
击要使用的段落样式，然后单击“修改 > 大纲和编号”。在“编号”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列表样式。
诸如编号 1 起始和编号 1 结束之类的段落样式使您可以调整列表开头或结尾的项目的特定属性（例如段落
之间的空格）。

注意
列表样式不应单独使用。相反，它们被设计为附加到段落样式。

创建嵌套列表
使用段落样式，您可以轻松创建嵌套列表，嵌套列表项目下面有子项目，类似大纲一样可以一层一层嵌套。
这需要指定额外的层级设置。 要执行此操作，请右键单击列表样式（而不是段落样式），并使用“大纲和编
号样式”页面指定每一层级的编号样式。 同时在“位置”页面上指定每个层级的位置和间距。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考 Writer 指南。

设置嵌套列表后，后续修改项目的层次结构会非常方便。要将项目层级下降一级，请将光标放在行的开头
（项目符号或数字后面），然后按 Tab 键。要将项目层级提升一级，请按 Shift+Tab。

使用直接格式化创建列表
创建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
项目符号和编号可以通过三种基本方式手动创建：

•

使用自动更正来自动格式化文字，这个在本章前面已经介绍过

•

使用“格式”栏上的“项目符号和编号”按钮

•

使用侧边栏的“属性”栏目的“段落”面板

项目符号和编号可以应用于已选择的文字，也可以在输入内容时同步应用。

提示
无法使用“格式”菜单上的“清除直接格式”命令或使用 Ctrl+M 来删除以这些手动方式应用的
项目符号和编号，而是通过格式工具栏或侧边栏的属性栏目上的项目符号和编号按钮来删除所选
文字的项目符号和编号属性。

使用直接格式化创建列表 | 103

创建嵌套列表
使用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上的按钮（图-80）在列表中上下移动项目、创建子项目、更改项目符号样式，
以及访问包含更详细控件的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点击菜单“视图”>“工具栏”>“项目符号和编号”查看工
具栏。

注意
如果以您认为自动应用编号或项目符号的方式不合适，可以通过取消勾选菜单工具 > 自动更正 >
在键入时暂时将其关闭。

1 升一级

5 不带编号插入条目

2 降一级

8

连同分级升一级

9

连同分级降一级

3 连同分段落升一级

6 上移

10

重新开始编号

4 连同分段落降一级

7 下移

11

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

图-80：项目符号和编号工具栏

侧转边栏属性栏目中的项目符号和编号按钮也可用于创建嵌套列表。单击项目符号列表按钮或编号列表按
钮右边的向下小三角符号，然后单击更多项目符号/编号以访问项目符号和编号对话框。 但是，侧边栏中不包
括“项目符号和编号”的工具栏上的用于升级和降级的工具。

设置制表位和缩进
水平标尺显示制表位。您定义的任何制表位都将覆盖默认制表位。制表符的设置会影响完整段落的缩进
（使用“格式”工具栏上的“增大缩进和缩小缩进”按钮）以及段落的部分缩进（通过按键盘上的 Tab 键）。
如果与其他人共享文档，则使用默认制表间距可能会导致格式问题。如果使用默认制表间距，然后将文档
发送给使用非默认制表间距的人，则具有默认制表间距属性的相关内容，会更改为使用其他人所做的制表属性
设置。如本节所述，不要使用默认值，而是定义自己的制表符设置。
要为一个或多个选定段落定义缩进和制表符设置，请这样操作：在文档内容上方，找到标尺，标尺上有左

右缩进图标，双击任一缩进图标，就可以打开“段落”对话框的缩进和间距 页面。您还可以双击标尺上左右
缩进图标之间的任意位置，以打开“段落”对话框的制表符 页面。

另一个更好的策略是为段落样式 定义制表符。这可以在“段落样式”对话框的“制表符”页面中进行设

置。按 F11 键，然后右键单击样式以打开对话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提示
建议不要使用制表符来分隔页面上的内容。根据您的文档实际情况，表格或框架可能是更好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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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默认制表位间隔
警告
对默认制作符设置的任何更改都将影响您之后打开的任何文档中的现有默认制表位，以及您在进
行更改后插入的制表位。
要设置默认制表位间隔的间距，请点击菜单“工具”>“选项”>“LibreOffice Writer”>“通用”。

图-81：设置默认制表位间距

更改制表位和标尺的度量单位
通过右键单击标尺以打开度量单位列表，更改当前文档中标尺的度量单位。单击其中一个将标尺更改为该
单位。所选设置仅适用于该标尺。

图- 82：更改标尺的度量单位

连字设置（断字设置）
以两种方式连接行末尾的单词：让 Writer 自动执行（使用其连字词典），或者为特定单词手动插入条件
连字符。

使用样式自动连字（断字）
要打开或关闭单词的自动连字（断字）：

1)

单击侧边栏中的“样式”选项卡以打开“样式”栏目。

2)

在段落样式页面上（图-83），右键单击默认样式（或您要使用的其他样式），然后选择更改。

3)

在“段落样式”对话框（图-84）上，转到换行与分页 页面。

4)

在断字处理下面，勾选或取消勾选自动复选框。启用自动断字时，您还可以设置自动断字的条件。
单击“确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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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更改

注意
为段落默认样式启用自动断字会影响基于默认样式的所有其他段落样式。您可以单独更改其他样
式，以便断字设置不会生效；例如，您可能不希望标题被自动连字（断字）。
不基于默认样式的其它样式不会受影响。有关基于非默认样式的其它样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
书第 3 章 - 使用样式和模板。

图-84：启用自动断字

用写作辅助功能设置连字符（断字）
您还可以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语言设置 > 书写辅助设置连字符（断字）选项。在选项中，靠近对话框
底部，向下滚动以查找连字符（断字）设置。

图-85：设置连字符（断字）选项
如要更改连字符的最小字符数，或换行符之前或之后的最小字符数，请选择该项，然后单击“选项”框右
边的“编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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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只有在通过段落样式启用连字符设置时，“写作辅助”对话框中设置的连字选项才有效。

手动连字符
当您只想针对行尾特定单词作连字符设置时，请手动处理连字。手动时，不要使用常规的连字符符号：当
您添加或删除文字，或更改页边距，或改变字号大小时，单词位置相应变化；但即使该单词不再位于一行的末
尾，该连字符仍然可见。 手动时，请使用条件连字符，条件连字符仅在需要时才可见。
要在单词中插入条件连字符，请单击要显示连字符的位置（如果需要），然后按 Ctrl+连字符 (-) 或点击
菜单“插入”>“格式化标记”>“软连字符”。当单词位于该行的末尾时，即使该段的自动连字符被关闭，它也
会在此位置应用连字符。

格式化页面
Writer 中的所有页面都基于页面样式。页面样式定义页面基本布局，包括页面大小、页边距、页眉和页
脚、边框、背景等。对这些设置的更改会自动更改页面样式。 这意味着，这些设置不能用于直接格式化单个
页面，这个特点与之前提到的段落样式不同。
与其他样式一样，Writer 带有许多页面样式。您可以修改这些样式或创建新样式。 如果未指定具体的页
面样式，则使用“默认”页面样式。
除页面样式外，还有一些功能可以进一步控制页面版式，包括分栏、框架、表格和区域。 更多信息，请

参考 Writer 指南。

提示
如果在菜单“工具”>“选项”>“LibreOffice”>“应用程序颜色”中勾选显示正文边界、对象边界、
表格边界和区域边界，以及在菜单“工具”>“选项”>“LibreOffice Writer”>“格式化辅助”中勾
选显示段落末尾、制表符、换行符和其他项目，则页面布局通常更容易。

创建页眉和页脚
页眉是页边空白上方页面顶部的区域。页脚是页边空白正文页面底部的区域。页码等信息将插入页面样式
的页眉或页脚中。然后，插入的页码等信息将显示在具有相同页面样式的每个页面上（除非页面样式为第一页，
或左右页面启用不同的设置）。

插入页眉或页脚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插入标题，这是最简单的：

•

单击页面上部页边空白的上方（或页面下部页边空白的下方）以显示页眉或页脚标记（图- 86），然
后单击+。

创建页眉和页脚 | 107

图-86：页眉
创建页眉/页脚后，标记上会出现向下箭头。单击此箭头可下拉用于编辑页眉的选项菜单（图-87）。

图-87：页眉编辑菜单
或者，您可以点击菜单“插入”>“页眉和页脚”>“页眉”>“默认样式”（或其他可选页面样式）。

确定页眉和页脚的外观
要格式化页眉（使用页脚的类似设置），可以单击图-87 中所示菜单中的格式化页眉，或者转到格式 > 页
面> 页眉。这两种方法都会将您带到“页面样式”对话框中的同一选项卡。
在这里，您可以指定左侧和右侧页面上的页眉内容是相同还是不同。您还可以指定第一页是否有页眉或与
其他页面不同的页眉。
在此对话框中，您还可以打开或关闭页眉，设置边距，并设置标题和文档文字之间的间距。

图-88：页眉对话框

在页眉和页脚中插入文档标题
诸如文档标题之类的信息通常放在页眉或页脚中。这些项目最好添加为字段。这样，如果某些内容（例如
名称）发生变化，页眉和页脚会随之自动更新。以下是使用字段将文档标题插入页眉的一种常用方法：

1)

选择“文件”>“属性”>“描述”，然后键入文档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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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插入”>“页眉和页脚”>“页眉”>“默认样式”（或适当的页面样式）添加页眉。

3)

将光标放在页面顶部的页眉区域。如果需要，单击+以便能够在页眉中单击。

4)

选择“插入”>“字段”>“标题”。标题应出现在灰色背景上。打印时不会打印背景。您也可以在菜单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 应用程序颜色中关闭背景。

5)

要更改整个文档的标题，请使用前面提到的文件 > 属性 > 描述。

有关页眉、页脚和字段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编号页面
显示页码
要自动显示页码：

1)

插入页眉或页脚，如前面的“创建页眉和页脚”中所述。

2)

将光标放在要显示页码的页眉或页脚中，然后选择“插入”>“页码”。

显示总页数
要显示总页数（如“第 1 页/共 12 页”）：

1)

输入文字“第页/共页”，然后将光标放在“第页”两个字中间，然后按上面方法插入页码。

2)

然后将光标放在“共页”两个字中间，然后点击菜单“插入”>“字段”>“页数”。

注意
“页数”字段会显示文档的总页数，如文档“属性”窗口（“文件”>“属性”）的“统计”选项
卡上所示。如果在文档中的任何位置重新开始页码编号，则总页数的实际数字可能不是您想要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重新给页面安排页码
通常，您会需要重新给页面的页码编号为 1，例如在标题页或目录页面之后的页面上。此外，许多文件具
有用罗马数字编号的“前面的内容”（例如目录），并且文件的主体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从 1 开始。要重新给
页面安排页码：
将光标放在新页面的第一段中。

1)

选择“格式”>“段落”。

2)

在“段落”对话框的“换行和分页”选项卡上（参考图-84 ，第 106 页），选择“分页符和分栏符”。

3)

勾选“插入”，然后勾选“应用页面样式”并指定要使用的页面样式。

4)

勾选页码，并指定要开始的页码，然后单击“确定”。

提示
有些文档的第一页编号大于 1，这种情况使用上面的方法也很有用。例如，您可能正在编写一本
书，该书的每一章都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第 1 章可以从第 1 页开始，但第 2 章可以从第 25 页
开始，第 3 章可以从第 51 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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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页边距
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更改页边距：

•

使用页面标尺 - 快速简便，但不允许精确控制

•

使用“页面样式”对话框 - 边距可以精确到两位小数

•

使用侧边栏的页面面板

警告
更改边距时，页面样式也会更改，更改的边距将应用于所有使用该样式的页面。
要使用标尺更改页边距：

1)

标尺的灰色部分是边距。将鼠标光标放在标尺灰色部分与非灰色部分连接的位置。鼠标指针变为
双头箭头，并弹出当前页边距数值提示。

2)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来修改页边距。

警告
标尺上的两个小灰色三角形用于缩进段落。图-89 中所示的双头箭头是鼠标光标，其位置正处在
移动边距标记的正确位置。由于缩进三角形和双头箭头通常位于同一位置，因此在更改页边距时
需要小心移动箭头，不要移动灰色三角形。

图-89：移动页边距
要使用“页面样式”对话框更改页边距：

1)

右键单击页面上文字区域中的任意位置，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页面”。

2)

在对话框的“页面”选项卡上，在“边距”下面的框中输入所需的边距值。

要使用侧边栏的页面栏目更改页边距：

1)

在侧边栏（视图 > 侧边栏）上打开页面选项卡。

2)

在“格式”面板中，使用“边距”下拉列表选择所需的边距项目。单击右上解“更多选项”按钮以打开
“页面样式”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精确调整页边距。

在页面背景中添加自定义水印
要为页面背景添加水印：

1)

选择“格式”>“水印”。

2)

在“水印”对话框中，键入文字并选择水印的字体、角度、透明度和颜色。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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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0：水印对话框

注意
水印将自动成为插入位置的页面样式的一部分，使用同一样式的其他所有页面也将具有此水印。
如果使用此样式的页面中，有些页面有不同水印或没有水印，则这些页面需要重新应用其它的页
面样式。

添加批注到文档
作者和评论者经常使用评论来交换意见，征求建议或标记需要注意的项目。
您可以将批注连接到多个段落或单个位置。要插入批注，请选择文字，或将光标放在批注所引用的位置，
然后点击菜单“插入”>“批注”或按 Ctrl+Alt+C。批注的锚点通过虚线连接到页面右侧的框，您可以在其中
输入批注内容。文档中添加了批注以后，“批注”按钮也会添加到页面顶部水平标尺的右侧；您可以单击此按
钮来切换批注的显示。

格式化批注
在评论的底部，Writer 会自动添加作者姓名和时间戳，注明评论的创建时间。如果多个人编辑了文档，
则会自动为每个作者分配不同的背景颜色。图-91 显示了两个不同作者的批注内容示例。

图-91：批注示例
点击菜单“工具”>“选项”>“LibreOffice”>“用户数据”（姓氏/名字缩写）以配置要在批注的“作者”字
段中显示的作者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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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单击批注以打开弹出菜单，您可以在其中删除当前批注、同一作者的所有批注或文档中的所有批注。
在此菜单中，您可以回复批注；另外，您还可以打开一个对话框，以对批注内容格式做一些简单的编辑。

浏览批注
要从一个批注跳转到另一个批注，请打开导航（F5 ），展开“批注”部分，然后单击批注文字以将光标
移动到文档中批注的锚点。直接单击批注，可以对批注进行编辑；右键单击批注可以将其删除。
您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来浏览批注。使用 Ctrl+Alt+PageDown 移动到下一个批注，按

Ctrl+Alt+PageUp 移动到上一个批注。

打印批注
当文档包含批注时，打印对话框有一个选项，用于在文档页面右侧空白处打印批注，效果与屏幕上看到的
批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页面上的文字会按比例缩小，为批注腾出空间。“打印”对话框还可以设置在页面
结束位置或文档末尾放置批注，或仅打印批注。

创建目录
Writer 可以根据文档中的标题内容生成目录。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文档标题样式一致。例如，您可以将
标题 1 样式用于章节标题， 标题 2 和标题 3 样式用于章节子标题。
虽然 Writer 允许您使用多种不同的目录定制方案，但通常只需要默认设置即可。创建快速目录很简单：

1)

创建文档时，请对分层标题级别（例如大章的标题和小节的标题）使用以下段落样式：标题 1，
标题 2，标题 3 等。这些标题将出现在您的目录中。

2)

将光标放在要显示目录的位置。

3)

点击菜单“插入”>“目录和索引”>“内容目录、索引或参考文献”。

4)

在“内容目录，索引及文献目录”对话框中不进行任何更改（除非您要更改显示的级别数）。单击
确定按钮。

如果要添加或删除文档部分文字（以便标题移动到不同的页面）或添加、删除、更改标题内容，则需要更
新目录。
为此：

1)

将光标放在目录中。

2)

右键单击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更新索引”。

注意
如果无法将光标放在目录中，请选择“工具”>“选项”>“LibreOffice Writer”>“格式化辅助”，
然后在“受保护区域”勾选“启用光标”。
您可以随时自定义现有的目录。在目录的任意位置右键单击，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编辑索引”。

Writer 指南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您可以选择的所有自定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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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索引和文献目录
索引和文献目录的工作方式与目录类似。除了字母索引之外，Writer 提供的其他类型的索引包括插图、
表格和对象的索引，您甚至可以创建用户定义索引。
例如，您可能希望索引仅包含文字中提到的物种的科学名称，另一个单独索引仅包含物种的通用名称。在

创建某些类型的索引之前，首先需要在 Writer 文档中创建索引条目。Writer 指南 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该过程。

图形处理
Writer 中的图形有三种基本类型：
•

图像文件，包括照片、绘图、扫描图像等

•

使用 LibreOffice 的绘图工具创建的图表（也叫示意图、图解）

•

使用 LibreOffice 的图表组件创建的图表

请参考本书和 Writer 指南 一书中的第 11 章 - 图形，图片库和字体。

打印
有关在打印前预览页面、选择打印选项、在彩色打印机上以黑白打印、打印小册子和其他打印功能的详细

信息，请参考本书和 Writer 指南 一书中的第 10 章“打印，导出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章节。

使用邮件合并
Writer 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功能来创建和打印：
•

要发送到不同收件人的文档的多个副本（表单字母）

•

信件标签

•

信封

所有这些功能都使用 Writer 表格或其他注册数据源（包含名称和地址记录或其他信息的电子表格或数据

库）中的数据。Writer 指南 一书中描述了合并过程。

追踪文档的修订（更改）
您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来跟踪对文档所做的修订（更改）。

1)

对文档的副本（存储在不同的文件夹中，或使用不同的名称，或两者）进行更改，然后使用
Writer 合并这两个文件并显示差异。选择编辑 > 追踪修订 > 比较文档。

2)

不同版本会作为原始文件的一部分随文档一同存储。但是，此方法可能会导致文档大小或复杂性
出现问题，尤其是在保存了大量版本的情况下。如果可以，请避免使用此方法。

3)

使用 Writer 的更改标记（通常称为“红线”或“修订标记”）来显示您添加或删除内容的位置，或更
改格式。在开始编辑之前，请点击菜单编辑 > 追踪修订 > 开始修订记录。之后，您或其他人可以
查看并选择接受或拒绝每项更改。点击菜单编辑 > 追踪修订 > 显示。右键单击某个更改，然后从
弹出菜单中选择“接受更改”或“拒绝更改”，或选择“编辑”>“追踪修订”>“管理”以查看更改列表并
接受或拒绝更改。详情请参考 Writer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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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并不是所有的修改都会被记录。例如，将制表符从左对齐更改为右对齐就不会被记录，修改公式
（方程式）或链接图形也不会被记录。

警告
激活了追踪修订但不显示更改的文档，会带有当前用户可能不知道的文档编辑历史记录。删除或
修改的内容可以恢复。虽然这是一项功能，但它也存在潜在的隐私风险。

使用字段
字段是 Writer 非常有用的功能。它们用于文档中可变的数据（例如当前日期或总页数）以及用于插入文
档属性（如名称、作者和上次更新日期）。字段是交叉引用的基础（见下文）；自动编号的数字、表格、标题
和其他元素；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 功能太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在文档中链接和交叉引用
如果手动输入对文档其他部分的交叉引用，则在重新组织主题顺序、添加或删除内容或重新标记标题时，
这些引用很容易失效。Writer 提供了两种方法来确保您的引用是最新的：超链接和交叉引用。
这两种方法都会将链接插入同一文档的其他部分或外部源，直接将您带到交叉引用的项目。但是，他们有
很大的不同：

•

如果更改被链接项目的文字，超链接本身的文字不会自动更新（尽管您可以手动更改），但更改被链
接项目的文字会自动更新交叉引用本身。

•

使用超链接时，您无法选择链接目标的内容类型（例如文字或页码），但使用交叉引用时，您会有多
种类型可以选择，包括书签。

•

要超链接到对象（如图形），并使超链接显示有用的文字，如图-Figure 6 这样的文字，您需要为此

•

如果将 Writer 文档保存为 HTML，则超链接保持活动状态，但交叉引用不会。当文档导出为 PDF 时，
两者都保持活动状态。

对象提供有用的名称（而不是像链接图像 6 这样的默认名称），或使用“超链接”对话框修改要显示
的文字内容。相比之下，带有标题的数字交叉引用会自动显示有用的文字内容，您可以根据名称从多
个表达方式中选择一个来使用。

使用超链接
有关在文档内部创建超链接，或超链接到其他文档和网站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12 章 - 创建 HTML 文件。

创建和使用交叉引用
创建交叉引用后，使用 F9 更新所有引用，以便显示新的内容或页码。“字段”对话框中的“交叉引用”
选项卡列出了一些项目，例如标题、书签、图形、表格或数字编号项目（如某一过程的几个步骤）。您还可以
创建自己的引用项目；有关说明，请参考 Writer 指南 一书中的“设置引用”。
要插入交叉引用：

1)

在文档中，将光标放在要显示交叉引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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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字段”对话框未打开，请单击“插入”>“交叉引用”。在交叉引用 选项卡（图-92）的类型 列
表中，选择要引用的项类型（例如，标题 或 Figure ）。您可以在插入许多交叉引用时保持此页
面处于打开状态。

3)

单击选择 列表中的所需项目，该列表显示所选类型的所有项目。您可以在选择 下方的顶部框中
键入一些字符，以过滤选择框中的列表内容。

4)

在“将引用插入到”列表中，选择所需的选项。选项决定了超链接本身的文字及其格式。该列表根
据所选类型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最常用的选项是引用（插入标题的全文或标题说明）、分类和编
号（插入一个图形编号，前面是图 或表格 字样的文字，但没有标题文字）、编号（仅插入图形
或表格编号，没有“图”或“表格”字样的文字），或页（插入引用文字所在页面的编号）。单击插
入。

图-92：字段对话框的交叉引用选项卡

使用书签
使用书签快速跳转或链接到文档中的指定位置。它们列在导航中，只需单击鼠标即可直接从那里访问它们。
您可以交叉引用书签并创建指向书签的超链接，如上所述。要创建书签：

1)

选择要添加书签的文字。单击菜单“插入”>“书签”。

2)

在“插入书签”对话框中，较大的框会列出以前定义的所有书签。在顶部框中输入新书签的名称，
然后单击“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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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控文档
主控文档将单独的文字文档合并到一个较大的文档中，并统一格式、目录、参考书目、索引和其他表格或
列表。主控文档通常用于生成长文档，例如书籍、论文或长篇报告。当不同的人编写文档的不同部分时，这个
功能特别方便，无需持续共享完整的文档。有关使用主控文档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您可以像使用普通文档模板一样将主控文档模板添加到 LibreOffice。基于主控文档模板创建新文档会创
建一个主控文档，其初始内容与其基于的模板相同。有关创建和使用模板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3 章 - 样
式和模板。

分类文档内容
文档分类和安全性对企业和政府很重要。在用户和组织之间交换敏感信息的情况下，双方同意如何识别和
处理此类信息。LibreOffice 使用一组可用于保存敏感信息的标准字段，为敏感信息的识别和保护提供标准化
方法。

LibreOffice 使用了 TSCP（Transglobal Secure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Inc。）制定的开放标
准。它包含三个 BAF（Business Authentication Framework，业务认证框架）类别：知识产权、国家安全
和出口控制。每个类别都有四个 BAILS（Business Authoriz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Labeling Scheme，
业务授权标识和标签方案）级别：非业务、一般业务、机密和仅限内部（Non-Business、General
Business、Confidential、Internal Only）。
要启用文档分类，请打开 TSCP 栏（“视图”>“工具栏”>“TSCP 级别”）。此工具栏包括方便设定文
档安全性的列表框。然后，LibreOffice 在文档属性（“文件”>“属性”，“自定义属性”选项卡）中添加自
定义字段，以将分类策略存储为文档元数据。
为防止违反安全策略，具有较高分类级别的内容无法粘贴到分类级别较低的文档中。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创建填写表单
在标准文字文档（例如报表）中，可以编辑任何文字。相比之下，表单包含不需要编辑的部分，以及为读
者设计的其他部分以填充信息。例如，调查问卷有介绍和提问部分（内容保持不变），还有读者输入答案的部
分（内容需要读者填写）。
表单使用有三种方式：

•

创建一个简单的文档供收件人完成，例如问卷，问卷会发送给那些填写问卷的人，问卷最终会被返回
用于统计整理。

•

直接在数据库或数据源中输入信息。接受订单的人可能会使用表单将每个订单的信息输入到数据库中。

•

查看数据库或数据源中保存的信息。图书管理员可能会调出某些图书的信息。

Writer 提供了几种组织表单中的信息字段的方法，包括复选框、选项按钮、文字框、下拉列表和微调控

制。“标准”工具栏的“表单”菜单中提供了创建表单的选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Writer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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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指南

第5 章
Calc 入门
在 LibreOffice 中使用电子表格

Calc 是什么？
Calc 是 LibreOffice 的电子表格组件。您可以在电子表格中输入数据（通常是数字），然后用此数据进
行计算以产生某些结果。
或者，您可以输入数据，然后以“假设”的方式使用 calc；方法是更改一些数据并观察结果，不需要重
新输入整个电子表格或工作表数据。

Calc 提供的其他功能包括：
•

函数，可用于创建公式以对数据进行复杂计算。

•

数据库功能，用于排列、存储和过滤数据。

•

动态图表；广泛的 2D 和 3D 图表。

•

宏，用于记录和执行重复性任务；支持的脚本语言包括 LibreOffice Basic、Python、BeanShell 和
JavaScript。

•

能够打开，编辑和保存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译注：可能无法 100%兼容）。

•

以多种格式导入和导出电子表格，包括 HTML、CSV、PDF 和 PostScript。

兼容其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
通配符
LibreOffice 可以识别简单的通配符，例如来自其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的星号（*）、问号（？） 和波浪
号（〜）。通配符在其他电子表格应用程序中更为普遍，并且，在 LibreOffice 中采用类似选项可以为不熟悉
正则表达式的用户提供更好的兼容性和更好的体验。

公式语法
默认情况下，LibreOffice Calc 使用自己的公式语法，称为 Calc R1，而不是 Microsoft Excel 使用的
Excel R1 语法。LibreOffice 将在两者之间无缝翻译。但是，如果您熟悉 Excel，可以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Calc > 公式 > 公式语法并从提供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Excel R1 来更改 Calc 中的默认语法。
有关公式语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 第 7 章 公式和函数。

宏
Microsoft Office 使用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 ）代码，而 LibreOffice 使用基于
LibreOffice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应用程序接口）环境的 Basic 代码。虽然编程语言相同，
但其中的对象和方法不同，因此不完全兼容。
但是，如果在工具 > 选项 >载入/保存 > VBA 属性中启用此功能，则 LibreOffice 可以运行部分 Excel
Visual Basic 脚本。
有关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 第 12 章 宏计算。

电子表格、工作表和单元格
Calc 文档被统称为电子表格。电子表格由许多单独的工作表 组成，每个工作表包含按行和列排列的单元

格。每个单元格都由其行号和列字母标识。

单元格包含独立的元素 - 文字、数字、公式等 - 组成要显示和操作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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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电子表格可以有多个工作表，每个工作表可以有许多单独的单元格。在 Calc 中，每个工作表最多可
包含 1,048,576 行和最多 1024 列。LibreOffice Calc 最多可容纳 32,000 个工作表。

Calc 主窗口
Calc 启动时，会打开主窗口（图-93）。该窗口的各个部分描述如下。

标题栏
位于顶部的标题栏显示当前电子表格文件的名称。从模板或空白文档新创建电子表格时，其名称为未命

名 X，其中 X 是数字。首次保存电子表格时，系统会提示您输入表格的名称。

图-93：Calc 主窗口

菜单栏
当您在菜单栏上选择一个项目时，会显示下拉子菜单，子菜单中您可以看到各种命令。您可以自定义菜单

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14 章 - 自定义 LibreOffice 。

•

文件 - 包含适用于整个文档的命令；例如：打开、保存、向导、导出为 PDF、打印、 数字签名和模

•

编辑 - 包含用于编辑文档的命令；例如：撤消、复制、粘贴、追踪修订、查找和替换、比较和合并

•

视图 - 包含用于修改 Calc 用户界面外观的命令；例如：工具栏、网格、列和行标题、全屏、缩放 。

•

插入 - 包含用于将元素插入电子表格的命令；例如：图片、媒体、对象、公式设计、框架、特殊字

板。

文档 。

符、图表、功能、形状、数据透视表、命名范围、批注、超链接、页眉和页脚、表单控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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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 包含用于修改电子表格布局的命令；例如：单元格、页面、样式、对齐、合并单元格、打印

•

样式 - 包含将标准样式应用于单个单元格、多个单元格组或工作表内容的命令。

•

工作表 - 包含最常用于处理工作表的命令，例如插入 和删除单元格、列、行、表格、文件中的工作

•

数据 - 包含用于处理电子表格中数据的命令；例如：定义数据库范围 、 排序、过滤器、统计信息、

•

工具 - 包含各种功能，可帮助您检查和自定义电子表格；例如： 拼写、共享文档、图片库、宏、目

•

窗口 - 包含打开新 窗口或关闭 窗口的命令。

•

帮助 - 包含 LibreOffice 帮助系统和其他各种功能的链接；例如：帮助，许可证信息，用户指南，检

范围、条件格式、电子表格主题、图像、图表、对象 。

表、单元格引用类型、链接到外部数据 以及批注 和填充单元格 。
数据透视表、合并、表单、组 和大纲 。

标搜索、解算器、侦探、保护表、XML 过滤器设置、扩展管理器 。

查更新，发送反馈 和捐赠 。

工具栏
Calc 打开后的默认设置是将标准工具栏和格式工具栏停靠在工作区的顶部（图-93）。
Calc 工具栏可以对接并固定到某个位置，或者浮动；您可以将工具栏移动到工作区上某个感觉更方便的
位置。停靠的工具栏可以取消停靠，并移动到工作区上的不同停靠位置，或者作为浮动工具栏保留。浮动的工
具栏可以停靠在工作区上的固定位置。
您可以选择使用单行工具栏替代默认双行工具栏的方法。它只包含最常用的命令。要激活单工具栏，请用
鼠标点击菜单视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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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工具栏上的默认图标集（有时称为按钮）提供了大量常用命令和功能。您还可以删除或添加图标到工具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14 章 - 自定义 LibreOffice 。使用鼠标悬停工具栏时，会有提示信息显示工具
栏中每个图标的功能。

公式编辑栏
公式编辑栏（图-94）位于 Calc 工作区的工作表顶部。公式编辑栏只能停靠在此位置，不能切换成浮动
工具栏。如果看不到公式编辑栏，请点击菜单“视图”，然后勾选“公式编辑栏”

图-94：公式编辑栏
从左到右，公式编辑栏包含以下内容：

•

名称框 - 使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例如 A1）给出当前活动单元格的引用。字母表示单元格所在的列，
数字表示单元格所在的行。如果您选择了一个已经命名的单元格区域，则此框中会显示该单元格区域
的名称。您还可以在名称框中输入单元格引用以跳转到该单元格。如果输入单元格区域的名称并按
Enter 键，则 Calc 会选择这个单元格区域并显示区域范围。

•

函数向导
–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从可用功能列表中进行搜索。这非常有用，因为它还显示了
函数的格式。

•

求和
– 单击“求和”图标将累加所选单元格中的数字，然后将计算结果放在指定单元格中。如果
所选单元格中没有数字，则默认会计算所选单元格左侧的连续单元格。使用求和图标时，Calc 会用有
颜色的框来提示求和的范围，但不会插入公式。您需要输入 Enter 确认提示的范围，或按 Esc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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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拖动颜色框或其边缘来调整求和范围。此时公式栏中新出现的两个图标
Esc 和 Enter 命令。

等同于

•

公式
– 单击“公式”图标会在所选单元格和输入行（公式编辑栏）中同时插入等号（=），允许您
输入公式。“名称框”此时会显示最常用的公式，以便快速访问公式名称和语法。

•

输入行 – 显示所选单元格的内容（数据、公式或函数），并允许您编辑单元格内容。要让输入行可以
输入较长的复杂公式（显示多行输入区域），请单击输入行右侧的下拉按钮。

您还可以通过双击单元格直接在单元格中编辑单元格的内容。在单元格中输入新数据时，“求和”和“公
式”图标将更改为取消 and 接受
图标。

注意
在电子表格中，术语“公式”不仅仅涵盖数学公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7 章 -

使用公式和函数 。

状态栏
Calc 状态栏（图-95）显示电子表格的相关信息以及更改某些功能的快捷方式。其中的大多数内容与
LibreOffice 的其他组件类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本书的第 1 章 - LibreOffice 简介 和 Calc 指南 第 1 章
- Calc 简介 。

图-95：Calc 状态栏
状态栏可以快速对电子表格中的选定单元格执行一些数学运算。您可以通过鼠标右键单击状态栏的单元格
信息区域并选择要在状态栏中显示的操作来计算平均值或求和、计数等（图-121）。

侧边栏
Calc 侧边栏（视图 > 侧边栏）位于窗口的右侧。它相当于是工具栏和对话框的组合。它类似于 Writer 的
侧边栏（如本书第 1 章和第 4 章所示），由五个栏目组成：属性、样式、图片库、导航和公式函数。每个栏目
右侧的选项卡面板上都有相应的图标，允许您在栏目之间切换。各个栏目的说明请参考下面内容。

•

属性栏目：此栏目包括五个内容面板。

–

样式：访问可用的单元格样式，更新单元格样式和创新新单元格样式。

–

字符：用于格式化文字的控件，例如字体类型、大小和颜色。某些控件（如上标）仅在文字光标
在公式栏或单元格的“输入行”中处于活动状态时才会变为激活状态。

–

数字格式：快速更改数字格式，包括小数、货币、日期或数字文本。还提供表单的数字和标签字
段控件。

–

对齐：以各种方式对齐文字，包括水平和垂直对齐、换行、缩进、合并、文字方向和垂直堆叠。

–

单元格外观：用于设置外观选项的控件，包括单元格背景颜色、单元格边框格式（包括线条颜色
和样式）和网格线。

这些面板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更多选项”按钮，可以打开一个对话框，提供更多操作选项。这些对
话框会锁定文档进行编辑，直到对话框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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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式：此栏目只包含一个面板，与“文字格式”工具栏中选择“样式”按钮（F11 ）打开的面板相同。

•

图片库：此栏目只包含一个面板，与“标准”工具栏中选择“图片库”或“菜单”栏中的“工具”>

“图库”打开的面板相同。
•

导航：此栏目只包含一个面板，与“标准”工具栏上的“导航”按钮或从菜单栏中选择“视图”>“导
航”（F5 ）打开的“导航”窗口基本相同。侧边栏的“导航”面板中仅显示“内容”按钮。

•

公式函数：此栏目只包含一个面板，与菜单“插入”>“函数”打开的窗口相同。

在每个栏目的标题栏的右侧都有一个关闭按钮（X），点击后会关闭栏目，仅显示标签栏。单击任一“标
签栏”按钮可重新打开 栏目。
要隐藏侧边栏，或者要显示已经隐藏的侧边栏，请单击侧边栏的边缘隐藏/显示按钮。要调整栏目宽度，
请拖动侧边栏的左边框。（译注：侧边栏调整到一定大小后不能再大，只能改小）

电子表格布局
单独的单元格

Calc 工作区的主要部分是以网格的形式显示的单元格。每个单元格由一行和一列的交集形成。
在行的左端和列的顶端是包含数字和字母的标题框。列标题使用从 A 开始的大写字母，然后按字母顺序
向右延伸。行标题使用从 1 开始的数字，向下延伸。
这些行和列标题构成了单元格引用（图-94），单元格引用显示在公式栏上的名称框中。如果您看不到行
和列标题，请点击菜单“查看”，然后选择“显示标题”。

工作表分页
在 Calc 中，您可以在一个电子表格中包含多个工作表。电子表格中单元格网格的底部是工作表标签，显
示电子表格中有多少个工作表。单击某个标签可以转到该工作表。当前活动的工作表用白色标签表示（默认
Calc 设置）。在单击工作表标签时，如果您同时按住 Ctrl 键，则可以选择多个工作表。
要更改工作表的默认名称（工作表 1、工作表 2 等），请右键单击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重命名工作表”，或者双击工作表标签，打开一个对话框，框中您可以输入新工作表的名称。更改名称完成
后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要更改工作表签标的颜色，请右键单击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选项卡颜色”，打开“选项

卡颜色”对话框。选择一种颜色，完成后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要向此调色板添加新颜色，请参考第 14

章 - 自定义 LibreOffice 。

打开 CSV 文件
逗号分隔值（CSV）文件是文本格式的电子表格文件，文件中的单元格由字符分隔，例如逗号或分号。
CSV 文本文件中的每一行代表电子表格中的一行。文件中的文字字符串被加上引号，数字不带引号。

注意
大多数 CSV 文件来自数据库表格、查询或报告，需要做进一步处理。在 Microsoft Windows
中，CSV 文件通常具有 XLS 文件扩展名，看起来像 Excel 文件，但它们实际上是 CSV 文件。
在 Calc 中打开 CSV 文件：

1)

点击菜单“文件”>“打开”，然后找到要打开的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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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文件，然后单击“打开”。默认情况下，CSV 文件的扩展名为.csv。但是，某些 CSV 文件的
扩展名可能是.txt。

3)

会打开“文本导入”对话框（图-97）。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将 CSV 文件导入 Calc 电子表格时可
用的各种选项。

4)

单击“确定”以打开并导入文件。

图-96：文本导入对话框
将 CSV 文件导入 Calc 电子表格的选项有很多，具体请参考下面内容：

•

导入

–

字符集 - 指定导入文件所使用的字符集。

–

语言 - 确定如何处理导入的数字字符串。
如果 CSV 导入时“语言”设置为“默认”，则 Calc 将使用全局语言设置。如果“语言”设为特
定语言，导入数字字符串时将使用该语言。

–
•

开始的行 - 指定要开始导入的行。在对话框底部的预览窗口中可以看到该行。

分隔符选项 - 指定数据是使用分隔符还是使用固定宽度作为分隔符。

–

固定的宽度 - 将宽度固定的数据（相等字符数）分隔成列。单击预览窗口中的标尺以设置宽度。

–

分隔 - 选择用来分隔数据的分隔符，将数据分隔为列。如果选择其他 ，请指定将数据分隔为列的
分隔符。此自定义分隔符也必须包含在数据中。

•

–

压缩显示 - 合并连续出现的分隔符，删除空白的数据字段。

–

字符串分隔符 - 选择一个用于分隔文本数据的字符。

其他选项

–

括住的栏位为文字 - 启用此选项后，值以其实体引用（首尾字符与字符串分隔符相同）的字段或
单元格将作为文本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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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特殊数字 - 启用此选项后，Calc 将自动检测所有数字格式，包括特殊数字格式，如日期、时
间和科学计数法。所选语言也会影响这些特殊数字的检测方式，因为不同的语言和区域对这些特
殊数字有不同的习惯。
禁用此选项后，Calc 将只检测并转换小数数字。其他的数字，包括科学计数法格式的数字，将作
为文本导入。小数字符串可以有数位 0-9、千位分隔符以及小数点。千位分隔符与小数点可能随
所选语言与区域而有所不同。

•

字段 - 显示数据被分隔成列之后的外观。

–

列类型 - 在预览窗口中选择一列，然后选择导入数据所应用的数据类型。

–

标准 - 由 Calc 来确定数据类型。

–

文本 - 导入的数据被当作文字。

–

美国英语 - 无论系统语言如何设置，都会查找并应用美国英语格式的数字。不应用数字格式。如
果没有美国英语条目，则应用标准 格式。

–

隐藏 - 不导入列内的数据。

保存电子表格
要保存电子表格，请参考第 1 章 - LibreOffice 简介 ，了解有关如何手动或自动保存文件的更多详细信息。
Calc 还可以保存各种格式的电子表格，可以将电子表格导出为 PDF、HTML、XHTML 文件格式以及 JPEG
和 PNG 图像格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6 章 - 打印、导出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

保存为其他电子表格格式
如果您的客户/伙伴无法使用开放文档格式（ODF）（* .ods）的电子表格文件（ODF 是 Calc 的默认格
式），您可以将电子表格另存为其他格式。

1)

以 Calc 电子表格文件格式（* .ods）保存电子表格。

2)

点击菜单文件 > 另存为以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图-97）。

3)

在文件名称处，您可以输入电子表格的新文件名。

4)

在右下角“所有格式”下拉菜单中，选择要使用的电子表格格式类型。

5)

如果选择了自动文件扩展名，则您选择的电子表格格式的正确文件扩展名将添加到文件名中。
（译注：Debian/Gnome/LibreOffice6.1.4.2 中无此选项）

6)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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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7：另存为对话框

7)

以非默认文件格式保存时，将打开确认文档格式对话框（图-98）。单击使用[xxx]格式继续以所
选格式保存，或单击使用 ODF 格式以 Calc ODS 格式保存电子表格。

图-98：确认文档格式对话框

8)

如果选择 CSV 格式（* .csv），则可能会打开“导出文本文件”对话框（图-99）。您可以在此处
选择要用于 CSV 文件的字符集、字段分隔符、字符串分隔符等选项。

图-99：导出 CSV 文本格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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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要让 Calc 默认以 ODF 格式以外的文件格式保存文档，请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载入/保存 > 通
用。在“默认文件格式和 ODF 设置”>“文档类型”中，选择“电子表格文档”，然后在“始终
另存为”中，选择首选文件格式。

将内容导出为图像
如果您想将电子表格的部分内容发送给同事、业务合作伙伴或在互联网上发布，Calc 可以将选定范围或
选定的一组形状（图像）导出为 PNG 或 JPG 图形格式：

1)

在电子表格中选择某个范围或某组形状。

2)

点击菜单文件 - 导出，打开导出对话框。

3)

在“文件名称”框中输入图像文件的名称。

4)

在“所有格式”下拉列表中选择图形文件格式

5)

在“导出”对话框左下角勾选“选择”复选框。

6)

单击“保存”

在电子表格中跳转浏览
Calc 提供了许多方法来在电子表格中从单元格之间/工作表之间进行跳转。您可以使用您喜欢的任何方法。

单元格跳转
当单元格处于选中状态时，单元格边框会被突出显示。当选择一组单元格时，被选中区域会被着色显示。
突出显示的单元格边框颜色和选定的单元格区域的颜色，取决于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以及 LibreOffice 的设置。

•

使用鼠标 - 将鼠标指针放在单元格上，然后单击鼠标左键。要使用鼠标将焦点移动到另一个单元格，
只需将鼠标指针移动到您想要聚焦的单元格，然后单击鼠标左键。

•

使用单元格引用 - 突出显示或删除公式栏上名称框中的现有单元格引用（图-94 ，第 120 页）。输入
目标单元格的新单元格引用，然后按 Enter 键。单元格引用不区分大小写：例如，输入 a3 或 A3 都会
将焦点移动到单元格 A3。

•

使用导航 - 按 F5 键打开“导航”对话框（图-103）或单击打开的侧边栏中的“导航”按钮。在
“列”和“行”字段中输入单元格引用，然后按 Enter 键。

图-100：Calc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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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nter 键 - 按 Enter 键将单元格焦点向下移动到下一行。按 Shift+Enter 可将焦点向上移动到上
一行。

•

使用 Tab 键 - 按 Tab 键将单元格焦点向右移动到下一列。按 Shift+Tab 键将焦点向左移动到前一列。

•

使用方向键 - 按键盘上的方向键可按照箭头方向移动单元格焦点。

•

使用 Home、End、Page Up 和 Page Down 键

–

Home 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行的开头。

–

End 将单元格焦点水平向右移动到整个数据区域右侧的最后一个单元格。

–

Page Down 将单元格焦点向下移动一个屏幕的距离。

–

Page Up 将单元格焦点向上移动一个屏幕的距离。

工作表跳转
电子表格中的每个工作表都独立于其他工作表，但引用可以从一个工作表链接到另一个工作表。有三种方
法可以在工作表之间跳转：

•

使用导航 - 当导航窗口打开时（图-103），双击其中列出的工作表以选择该工作表。

•

使用键盘 - 使用组合键 Ctrl+Page Down 将跳转到右侧的工作表，按 Ctrl+Page Up 将跳转到左侧的
工作表。

•

使用鼠标 - 鼠标单击电子表格底部的一个工作表标签以选择该工作表。

如果您的电子表格包含很多个工作表，则可能会隐藏某些工作表标签。如果是这种情况：

•

使用工作表标签左侧的四个按钮可以将隐藏标签移动到视图中（图-101）。

•

右键单击任何箭头都将打开一个弹出菜单，您可以在其中选择工作表（参见图- 102）。

注意
将插入新的工作表时，Calc 会自动使用数字序列中的下一个数字作为工作表名称。根据插入新
工作表时打开的工作表以及您使用的插入方法，新工作表可能未处于正确的数字排序位置。建议
重命名所有工作表（不要使用默认命名）以使其更易于识别。

图-101：在工作表之间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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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鼠标右键单击箭头按钮

键盘按键跳转
要使用键盘按键在电子表格间跳转，请使用按键或组合按键。对于组合键，请同时按下多个按键。表-93
列出了可用于 Calc 电子表格跳转的按键和按键组合。

表-3 . 单元格跳转快捷键

键盘快捷键

单元格跳转

→

向右移动一个单元格

←

向左移动一个单元格

↑

向上移动一个单元格

↓

向下移动一个单元格

Ctrl+→

如果单元格焦点位于空白单元格上，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行右侧包含数据内容
的第一列。
如果单元格焦点位于包含数据的单元格上，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行中相同范围
的已占用单元格区域的最后一列。
如果没有更多单元格包含数据，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电子表格右侧的最后一列。

Ctrl+←

如果单元格焦点位于空白单元格上，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行左侧包含数据内容
的最后一列。
如果单元格焦点位于包含数据的单元格上，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行中相同范围
的已占用单元格区域的第一列。
如果没有更多单元格包含数据，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行的第一列。

Ctrl+↑

将单元格焦点从空白单元格移动到上面同一列中包含数据的第一个单元格。
如果单元格焦点位于包含数据的单元格上，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列相同范围的
已占用单元格区域中的第一行。
将单元格焦点从包含数据的最后一个单元格移动到同一列中的第一行。

Ctrl+↓

将单元格焦点从空白单元格移动到下面同一列中包含数据的第一个单元格。
如果单元格焦点位于包含数据的单元格上，则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该列相同范围的
已占用单元格区域中的最后一行。
将单元格焦点从包含数据的最后一个单元格移动到同一列中的最后一行。

Ctrl+Home

将单元格焦点从任何位置移动到该工作表的单元格 A1。

Ctrl+End

将单元格焦点从任何位置移动到数据区域右下角的最后一个单元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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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Page Down

将单元格焦点向右移动一个屏幕（如果可能）。

Alt+Page Up

将单元格焦点向左移动一个屏幕（如果可能）。

Ctrl+Page Down

将单元格焦点从当前工作表移动到工作表选项卡右侧下一工作表中，焦点位于之前
该工作表最近一次的焦点单元格（如果工作表右侧还有其它工作表）。

Ctrl+Page Up

将单元格焦点从当前工作表移动到工作表选项卡左侧上一工作表中，焦点位于之前
该工作表最近一次的焦点单元格（如果工作表左侧还有其它工作表）。

TabTab

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右侧单元格。

Shift+Tab

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左侧单元格。

Enter

将单元格焦点向下移动一个单元格（除非用户更改）。请参考本节下一个主题中的
描述。

Shift+Enter

将单元格焦点向上移动一个单元格（除非用户更改）。

自定义 Enter 键
您可以通过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Calc > 通用来自定义 Enter 键移动单元格焦点的方向。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单元格焦点移动方向。根据所使用的文件或输入的数据类型，设置不同的方向可能很有用。

Enter 键也可用于切换到编辑模式和退出编辑模式。使用的输入设置 （图-103 ）项目下的前两个选项更改
Enter 键设置。

图-103：自定义 Enter 键

选择电子表格中的项目
选择单元格
单个单元格
在单元格中单击鼠标左键。您可以通过查看公式栏上的名称框来验证您的选择（图-94 ，第 120 页）。

连续单元格区域
可以使用键盘或鼠标选择一系列单元格。
要通过拖动鼠标光标来选择一系列单元格：

1)

单击某个单元格。

2)

按住鼠标左键。

3)

在屏幕上移动鼠标。

4)

需要选择的单元格区域完全被突出显示后，松开鼠标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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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不拖动鼠标的情况下选择一系列单元格：

1)

单击目标选择区域内一角的单元格。

2)

将鼠标移动到目标选择区域的对角单元格。

3)

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鼠标。

提示
您还可以通过鼠标右键单击状态栏上的“选择模式”字段（图-95 ，第 121 页）并选择“扩展选
择”，然后单击单元格区域的对角，然后选择连续的单元格范围。确保之后更改回标准选择，否
则您可能会无意中扩展单元格选择。
在不使用鼠标的情况下选择一系列单元格：

1)

选择单元格区域中一个角的单元格。

2)

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使用键盘方向键选择目标选择区域的其余部分。

提示
您还可以使用名称框直接选择一系列单元格。单击公式栏上的名称框（图-94 ，第 120 页）。要
选择一系列单元格，请输入目标区域左上角单元格的单元格引用，然后输入冒号（:)，然后输入
目标区域右下角单元格引用。例如，要选择从 A3 到 C6 的范围，您将输入 A3:C6 。（译注：输
入的冒号应为半角，即英文格式）

非连续单元格区域

1)

使用上述方法选择一个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

2)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下一个区域开头的单个单元格或单独单元格。

3)

按住 Ctrl 键并单击或单击并拖动以选择要添加到已选区域的另一个单元格区域。

4)

根据需要重复上面的操作。

注意：
某些 Calc 功能操作对非连续单元格区域不起作用。例如，您无法复制非连续区域。

选择列和行
单列或单行
要选择单列，请单击该列标题（图-93 ，第 119 页）。
要选择单行，请单击该行标题。

多列或多行
要选择多个连续的列或连续的行：

1)

单击目标范围的第一列或第一行。

2)

按住 Shift 键。

3)

单击目标范围中的最后一列或最后一行。

要选择不连续的多个列或不连续的多个行：

1)

单击目标范围的第一列或第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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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住 Ctrl 键。

3)

在按住 Ctrl 键的同时单击所有后续目标列或行。

整个工作表
要选择整个工作表，请单击列标题 A 和行标题 1 之间的角框（图-104），或使用组合键 Ctrl+A 选择整个
工作表，或点击菜单编辑并选择全部选中。

图-104：用角框选择整个工作表

选择工作表
您可以在 Calc 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工作表。选择多个工作表可能很有用，尤其是当您想要一次更改多个工
作表时。

单个工作表
单击要选择的工作表的工作表标签。所选工作表的标签变为白色（默认设置情况下）。

多个连续的工作表
选择多个连续的工作表

1)

单击第一个工作表的标签。

2)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最后一个目标工作表的标签上。

3)

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该工作表标签。

4)

这两个标签之间的所有标签都将变为白色（默认设置情况下）。您执行的任何操作都会影响所有
白色标签的工作表。

多个不连续的工作表
要选择多个不连续的工作表：

1)

单击第一个工作表的标签。

2)

将鼠标指针移动到第二个目标工作表的标签上。

3)

按住 Ctrl 键并单击工作表标签。

4)

根据需要重复上面的操作。

5)

所选标签将变为白色（默认设置情况下）。您执行的任何操作都会影响所有白色标签的工作表。

所有工作表
右键单击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选中全部工作表”。

隐藏和显示工作表
有时您可能希望隐藏工作表的内容以保护数据不被意外编辑，或者因为其内容不重要而无需显示。要隐藏
某个工作表或多个工作表，请按上面的方法选择目标工作表，右键单击打开弹出菜单，然后选择“隐藏工作
表”。要显示隐藏的工作表，请右键单击任何工作表标签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显示工作表”会出现一个对话
框，列出所有隐藏的工作表。单击需要显示的工作表，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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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LibreOffice Calc 不允许您隐藏最后一个可见的工作表。

使用列和行
插入列和行
单列或单行
使用“工作表”菜单：

1)

选择要插入新列或新行的单元格、列或行。

2)

点击菜单“工作表”，然后选择“插入列”>“左侧插入列”或“右侧插入列”，或者选择“插入行”>“上
方插入行”或“下方插入行”。

使用鼠标：

1)

选择要插入新列或新行的列或行。

2)

鼠标右键单击列标题或行标题。

3)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在左侧插入列”或“在右侧插入列”，“在上方插入行”或“在下方插入行”。

多列或多行
可以一次插入多个列或多个行，而不必一次只插入一个。

1)

在需要插入列或行的位置按住鼠标左键，然后拖动鼠标至所需数量的列或行已经被着色，可以看
到所需的列数或行数。

2)

按上面的方法插入单个列或行。

删除列和行
单列或单行
删除单个列或单个行：

1)

在要删除的列或行中选择一个单元格。

2)

点击菜单“工作表”并选择“删除单元格”，或右键单击该单元格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

3)

从“删除单元格”对话框中选择所需的选项（图-105）。

图-105：删除单元格对话框
或者：

1)

单击列标题或行标题以选择列或行。

2)

点击菜单“工作表”并选择“删除单元格”，或右键单击该标题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列”或“删
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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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列或多行
删除多个列或行：

1)

选择多列或多行，有关详细操作过程，请参考本节“多列或多行，第 130 页。

2)

点击菜单“工作表”并选择“删除单元格”，或右键单击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列”或“删除行”。

使用工作表
插入新工作表
单击屏幕底部的“添加工作表”图标 ，在电子表格中的最后一个工作表之后插入新工作表，无需打开
“插入工作表”对话框。以下方法打开“插入工作表”对话框（图-106），您可以在其中放置新工作表，创
建多个工作表，命名新工作表或从文件中选择工作表。

1)

选择要插入新工作表的位置的工作表，点击菜单工作表 > 插入工作表。

2)

右键单击插入新工作表位置的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插入工作表”。

3)

单击工作表标签末尾的空白区域。

4)

右键单击工作表标签右侧末尾的空白区域，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插入工作表”。
您可以通过指定要插入的数量来插入多个工作表。

图-106：插入工作表对话框

移动和复制工作表
您可以通过拖放或使用“移动或复制工作表”对话框在同一电子表格文档中移动或复制工作表。要将工作
表移动或复制到其他电子表格文档中，您必须使用“移动或复制工作表”对话框。

鼠标拖放
要将工作表移动到同一电子表格文档中的其他位置，请在工作表标签上单击鼠标左键并按住不放，然后将
其拖动到新位置，然后再释放鼠标左键。
要在同一电子表格文档中复制 工作表，请按住 Ctrl 键（Mac 上是 Option 键），然后单击工作表标签并
将其拖动到新位置，然后再释放鼠标左键。根据操作系统的设置，鼠标指针可能会增加一个加号提示。

使用对话框
使用“移动或复制工作表”对话框（图-107）可以准确指定在移动或复制工作表时是否要将工作表放在
相同或不同的电子表格文档中、它在电子表格文档中的位置以及工作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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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当前文档中，右键单击要移动或复制的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移动或复制工作
表”，或点击菜单“工作表”>“移动复制工作表”。

2)

选择“移动”以移动工作表，或选择“复制”以复制工作表。

3)

从到文档中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放置工作表的电子表格文档。这个操作可以是相同的电子表格文
档，或者是已打开的另一个电子表格文档，也可以新建一个电子表格文档。

4)

在插入到之前中选择要插入的工作表的位置。

5)

如果要在移动或复制工作表时重命名工作表，请在“新的名称”文字框中输入名称。如果未输入名
称，Calc 将创建默认名称（工作表 2，工作表 3 等）。

6)

单击“确定”确认移动或复制并关闭对话框。

警告
当您移动或复制到另一个电子表格文档或新电子表格文档时，链接到其他工作表的公式可能会出
现错误。

图-107：移动或复制工作表
对话框

删除工作表
要删除单个工作表，请右键单击要删除的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工作表”，或者点击
菜单“工作表”>“删除工作表”。单击是以确认删除。
要删除多个工作表，请选择所有要删除的工作表（请参考“选择工作表”，第 131 页），然后右键单击
其中一个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工作表”，或者点击菜单“工作表”>“删除工作表”。单
击是以确认删除。

重命名工作表
默认情况下，添加的每个新工作表的名称是工作表 X，其中 X 是要添加的下一个工作表的编号。虽然这
适用于只有几个工作表的小型电子表格文档，但当文档中包含许多工作表时，很难识别具体的工作表。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重命名工作表：

•

使用“插入工作表”对话框创建工作表时，在“名称”文字框中输入名称（图-107 ，第 134 页）。

•

右键单击工作表标签，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重命名工作表”，以使用其他名称替换现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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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击工作表标签以打开“重命名工作表”对话框。

注意
工作表名称必须以字母或数字开头；不允许使用其他字符，包括空格。除了工作表名称的第一个
字符外，允许的字符是字母、数字、空格和下划线。使用不允许的字符来重命名工作表将提示错
误消息。

Calc 视图
更改文档视图
在处理电子表格时，使用缩放功能可在窗口中显示更多或更少的单元格。有关缩放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

书第 1 章 - LibreOffice 简介 。

冻结行和列
冻结功能会锁定电子表格顶部的多行或电子表格左侧的多列，或者同时锁定多行和多列。然后，当在工作
表中移动时，冻结的行和列中的单元格会始终保持在视图中。
图-108 显示了一些冻结的行和列。行 3 和行 23 之间的加粗横线，列 F 和列 Q 之间的加粗竖线，这两条
线表示行 1 至行 3 和列 A 至列 F 被冻结。3 到 23 之间的行以及 F 和 Q 之间的列已从页面中滚动关闭。

图-108：冻结行和列

冻结行或列

1)

单击要冻结的行正下方的单元格，确保此单元格位于要冻结的列的右侧第一列。

2)

单击主工具栏中的“冻结行列”图标
的线条，表示冻结的位置。

，或点击菜单“视图”>“冻结行列”。行或列之间出现加粗

解除冻结
要解冻行或列，请点击菜单“视图”>“冻结行列”，或单击主工具栏中的“冻结行列”图标。指示冻结位
置的加粗线条将消失。

拆分屏幕
更改视图的另一种方法是拆分显示电子表格的屏幕（也称为拆分窗口）。屏幕可以水平、垂直或同时拆分，
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视图中为您提供最多四个显示部分。图-109 中显示出了分割屏幕的示例，工作表内加粗的
附加窗口边界指示分割位置。
为什么分割显示？例如，假设编辑一个大型电子表格，其中一个单元格包含由其他单元格中的三个公式使
用的数字。使用分屏技术，您可以将包含数字的单元格放在一个部分中，将每个单元格中的公式放在其他部分
中。然后，您可以一个部分中更改单元格中的数字，并在另外部分中观察更改的数字对每个公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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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9：分割屏幕示例

水平或垂直分割

1)

单击要水平拆分屏幕的行下方的行的标题，或单击要垂直拆分屏幕的列右侧的列的标题。

2) 点击菜单视图 > 拆分窗口。加粗窗口边框出现在行或列之间，指示拆分的位置，如图-110所示。
或者：
•

对于水平分割，将加粗水平窗口边框拖动到要放置水平分割的行的下方。

•

对于垂直分割，将加粗的垂直窗口边框拖动到要放置垂直分割的列的右侧。

图-110：加粗的窗口分割边框

删除拆分视图
要删除拆分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将加粗的分割窗口边框拖回到滚动条末端的位置。

•

点击菜单“视图”，然后取消勾选“拆分窗口”。

使用键盘操作
Calc 中的大多数数据输入都可以使用键盘来完成。

数字
单击单元格，然后使用主键盘或数字小键盘上的数字键输入数字。默认情况下，数字在单元格中右对齐。

负数
要输入负数，请在数字前面输入减号（ - ）或将数字括在括号（）中，例如（1234）。（译注：符号应
使用半角，即英文格式）两种输入方法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比如都会显示为-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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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零
要在输入数字时保留单元格中的最小数量的整数字符以保留数字格式（例如 1234 和 0012），必须使用
以下方法添加前导零。
方法 1

1)

选择单元格后，鼠标右键单击单元格，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单元格格式”，或者点击菜单“格式”>
“单元格”，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1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图-111）。

2)

确保选中数字选项卡，然后在分类 列表中选择数字 。

3)

在选项 > 前导零中，输入所需的最小字符数。例如，对于四个字符，请输入 4。任何少于四个字
符的数字都会添加前导零，例如 12 变为 0012。

4)

单击确定按钮。输入的数字保留其数字格式，电子表格中使用的任何公式在运算过程中都会将该
条目视为数字。

图-111：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 数字选项卡页面
方法 2

1)

选择单元格。

2)

打开侧边栏（“视图”>“侧边栏”），点击“属性”栏目图标，然后单击“数字格式”面板上的打开面
板（v 或+）图标将其打开。

3)

在“类别”列表框中选择“数字”。

4)

将前导零值框设置为 4。格式化会立即应用。

图-112：设置前导零
如果输入带有前导零的数字，例如输入 01481，而没有预先设置前导零参数，则默认情况下 Calc 将自动
删除前导 0。要保留输入数字中的前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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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数字前输入撇号（'），例如'01481。（译注：符号应使用半角，即英文格式）

2)

将单元格焦点移动到另一个单元格。撇号会自动被删除，保留前导零，并将数字转换为左对齐的
文字。

数字作为文本
将数字作为文本格式输入，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方法 1

1)

选择单元格后，右键单击单元格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单元格格式”，或者点击菜单“格式”>“单元
格”，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1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图-111）。

2)

确保选中数字选项卡页面，然后从分类 列表中选择文本 。

3)

单击“确定”，输入的数字将转换为文本格式，默认情况下为左对齐。

方法 2

1)

选择单元格。

2)

打开侧边栏（“视图”>“侧边栏”），点击“属性”栏目图标，然后单击“数字格式”面板上的打开面
板（v 或+）图标将其打开。

3)

在“类别”列表框中选择“文本”。格式化会立即应用。

4)

单击单元格。输入数字并将焦点从单元格移开以立即格式化数据。

注意
默认情况下，所有在电子表格中格式化为文本的数字，都将被电子表格中的公式视为零。公式计
算时将忽略这些文本格式的数字。您可以在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Calc - 公式中更改此功能，
在详细计算设置中，选择自定义（将文本转换为数字），然后在详细设置中选择正确的处理方式。

文本
单击单元格并输入文字。默认情况下，文字在单元格中左对齐。

日期和时间
选择单元格并输入日期或时间。
您可以使用斜杠（/）或连字符（ - ）分隔日期元素；或使用文字，例如 2012 年 10 月 10 日。（译注：
符号应使用半角，即英文格式） 日期格式自动更改为 Calc 指定的格式。
输入时间时，用冒号分隔时间元素，例如 10:43:45。（译注：符号应使用半角，即英文格式）时间格式
自动更改为 Calc 指定的格式。
若要更改 Calc 默认指定的日期或时间格式，请使用以下方法。
方法 1

1)

选择单元格后，右键单击单元格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单元格格式”，或者点击菜单“格式”>“单元
格”，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1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图-111）。

2)

确保选中数字选项卡页面，然后从分类 列表中选择日期 或时间 。

3)

从格式 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日期或时间的格式。点击确定。

方法 2

1)

选中单元格后，打开侧边栏（“视图”>“侧边栏”），点击“属性”栏目图标，然后单击“数字格式”
面板上的打开面板（v 或+）图标将其打开。

2)

在“类别”列表框中选择“日期”。

3)

单击面板标题栏中的“更多选项”按钮以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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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格式 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日期或时间的格式。点击确定。

自动更正选项
除非您提前取消自动更正功能，否则 Calc 会在数据输入过程中使用自动更正功能来更改输入的数据。您
还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Z 撤消任何自动更正所做的更改；或者返回手动更改自动更正内容，或用您期望
的内容来替换自动更正所修改的内容。
要更改自动更正选项，请点击菜单工具 > 自动更正选项以打开自动更正对话框（图-113）。

替换
编辑用于自动更正或替换文档中的字词或缩写的替换列表。

例外
指定不需要 LibreOffice 自动更正的缩写或字母组合。

选项
选择用于自动更正错误输入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本地化选项
为引号和特定文字语言的选项指定“自动更正”选项。

重置
将修改的值恢复为 LibreOffice 默认值。

图-113：自动更正对话框

停用自动更正功能
输入数据之后按空格键即可应用自动更正设置。要关闭或打开 Calc 自动更正功能，请点击菜单“工具”，
然后取消勾选或勾选“自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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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据录入速度
将数据输入电子表格可能非常耗费人力，但 Calc 提供了一些工具，可以在输入过程中减轻工作量。
最基本的应用是用鼠标将一个单元格的内容拖放到另一个单元格。很多人发现自动输入也很有帮助。
Calc 还包括其他几种用于自动输入的工具，尤其是重复的数据。它们包括填充工具、选择列表以及将信息输
入同一文档的多个工作表的功能。

使用填充工具
Calc 填充工具用于复制现有内容或在电子表格的一个单元格区域中创建一个内容序列（图-114）。
1)

选择包含要复制的内容的单元格，或内容序列的起始单元格。

2)

向任意方向拖动鼠标或按住 Shift 键并单击要填充的最后一个单元格。

3)

点击菜单工作表 > 填充单元格，然后从子菜单中选择要复制或创建数据的方向（向上、向下、向
左或向右）或序列、随机数。

或者，您可以使用键盘快捷键来填充单元格。

1)

选择包含要复制的内容的单元格，或内容序列的起始单元格。

2)

将光标移动到所选单元格右下角的小方块上。光标会改变形状。

3)

单击并拖动您希望填充单元格的方向。如果原始单元格包含文字，则会自动复制文字。如果原始
单元格包含数字，则将创建一个数字序列。

图-114：使用填充工具

使用填充序列功能
从“工作表”>“填充单元格”>“序列”中选择序列填充时，将打开“填充序列”对话框（图-115）。在
这里，您可以选择所需的序列类型。

图-115：填充序列对话框

•

方向 - 确定序列创建的方向。

–

向下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最终数值在此列的选定单元格区域中创建一个从上向下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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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向右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最终数值在选定单元格区域中从左向右创建序列。

–

向上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最终数值在此列的单元格区域中创建从下向上的序列。

–

向左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最终数值在选定单元格区域中创建一个从右向左的序列。

序列类型 - 定义序列类型。

–

等差序列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最终数值创建一个等差序列。

–

等比序列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最终数值创建一个等比序列。

–

日期 - 根据定义的递增量和结束日期创建一个日期序列。

–

自动填充 - 在工作表中直接生成序列。 “自动填充”功能采用自定义列表。例如，在第一个单元
格中输入一月后，Calc 将按照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Calc - 排序列表中设置的列表完成
序列。自动填充会试图根据定义的模式完成数值序列。例如，使用 1,3,5 的数字序列自动完成
7,9,11,13；在日期 01.01.99 和 15.01.99 后会自动采用 14 天的间隔延续。

•

时间单位 - 在此区域中，您可以指定希望使用的时间单位。只有在序列类型区域中选择了日期后，才
可以使用此区域的选项。

–

日 - 可以使用日期序列类型和此选项来创建完整的七天序列。

–

周 - 使用日期序列类型和此选项创建五天序列。（译注：周改为工作日好像更合适）

–

月 - 使用日期序列类型和此选项从月份的名称或缩写生成月序列。（译注：选定的单元格中填充
日期为某年某月某日，然后以此为基础生成月序列。您可以测试下效果）

–

年 - 使用日期序列类型和此选项创建年序列。

•

起始值 - 确定系列的起始值。请使用数字、日期或时间。

•

结束值 - 确定序列的最终数值。请使用数字、日期或时间。

•

递增 - 确定所选序列类型每一步增加的值。只有选择了序列类型中的等差序列、等比序列或日期后，
才可以在此条目中输入数据。

图-116：排序列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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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填充序列
要定义自己的填充序列：

1)

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Calc > 排序列表以打开排序列表对话框（图-116）。此对话
框左侧的列表 框中显示先前定义的序列，在列表项目 框中详细显示列表框中选中的条目。

2)

单击“新建”，会清除列表项目 框中的内容。

3)

在列表项目 框中输入新的列表序列（每行一个条目）。

4)

单击“添加”，新列表将显示在列表 框中。

5)

单击确定保存新列表。

用工作表中的某个区域来定义填充序列
您可以将一个文本区域定义为填充序列。

1)

选择要用作填充序列的文本区域。

2)

点击菜单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Calc > 排序列表以打开排序列表对话框（图-116）。

3)

所选区域位于“从该单元格区域复列表框”中。单击“复制”将文本区域添加到列表中。

使用选择清单
选择清单仅适用于文本内容，并且仅限于使用已在同一列中输入的文本内容。

1)

在含有文本内容的单元格的列中选择一个空白单元格。

2)

右键单击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选择清单”。出现一个下拉列表，列出同一列中具有至少一个文本
字符或其格式定义为文本格式的任何单元格内容。

3)

单击所需的文本条目，将其填充到所选单元格中。

跨工作表共享内容
您可能希望在多个工作表的同一单元格中输入相同的信息，例如为一群个人或为一个组织设置标准列表。
您可以同时在多个工作表中输入信息，而不是单独在每个工作表中重复输入列表内容。

1)

点击菜单编辑 > 选择 > 选择工作表以打开选择工作表对话框。

图-117：选择工作表对
话框

2)

选择需要重复信息的单个工作表。使用 Shift 键和 Ctrl 键（Mac 上使用 Options 键）选择多个工
作表。

3)

单击“确定”选择工作表，选定的工作表标签颜色会发生变化。

4)

在第一个工作表中的单元格中输入需要的信息，Calc 会自动在所有选定的工作表中相同单元格输
入相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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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此功能会自动覆盖所选工作表中目标单元格中已有的任何信息，不会发出任何警告提示。在完成
输入重复数据后，请确保取消选择其他工作表，然后再继续输入其它不需要重复输入的数据。

验证单元格内容
创建电子表格后由他人输入数据时，验证单元格内容可确保他们输入有效且适合该单元格的数据。您还可
以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验证功能，作为输入复杂数据或不常用数据的规则/指南。
填充序列和选择列表可以处理某些类型的数据，但仅限于预先定义的信息。要验证用户输入的新数据，请
选择一个单元格，然后点击菜单数据 > 数据有效性，以定义可在该单元格中输入的数据类型。例如，单元格可
能希望输入不含字母或小数点的日期或整数，或者单元格不许留空。
根据验证的设置方式，验证还可以定义可输入的内容范围，提供单元格允许的数据规则的帮助消息，以及
用户在输入无效内容时应执行的操作。您还可以将单元格设置为拒绝无效内容、接受警告后允许输入，或在检
测到输入错误时启动宏。有关验证单元格内容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2 章 - 输入、编辑和格

式化数据 。

编辑数据
删除数据
只删除数据
可以从单元格中只删除数据而不删除任何单元格格式属性。单击单元格以选中单元格，然后按 Delete 键。

同时删除数据和格式属性
可以同时从单元格中删除数据和单元格格式属性。

1)

单击单元格以选中单元格。

2)

按 Backspace 键，或右键单击单元格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删除内容，或点击菜单工作表 > 清除
单元格内容）以打开删除内容对话框（图-119 ）。在这里，您可以删除单元格数据的各种属性
（包括格式属性），或删除该单元格的所有内容。

图-118：删除内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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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数据
要完全替换单元格中的数据并输入新数据，请选择单元格，然后输入新数据。新数据将替换单元格中原来
的数据，但格式将保留单元格之前使用的格式。
或者，选择单元格并单击公式栏上的输入行（图-94 ，第 120 页），然后双击数据以完全高亮显示，然
后输入新数据。

修改数据
有时需要修改单元格的内容而不是删除单元格中的所有数据。例如，将“第二季度的销售额”改为“季度
销售额增长”，可以用下面方法完成。

使用键盘操作

1)

单击单元格以选中单元格。

2)

按 F2 键，光标移到单元格的末尾。

3)

使用键盘方向键将光标移动到单元格中输入新数据的位置。

4)

数据输入完成后，按 Enter 键，更改的内容会被保留在单元格中。

使用鼠标

1)

双击单元格将其选中，然后将光标移到需要的位置进行编辑。

2)

或者：

•

将光标重新定位到单元格中输入新数据的位置。

•

单击以选中单元格。

•

将光标移动到公式栏上的输入行（图-94 ，第 120 页），然后单击新数据的输入位置，开始输入
新数据。

3)

数据输入完成后，单击其它单元格，则更改的新数据会被保留在单元格中。

格式化数据
注意
本节中讨论的所有设置也可以设置为单元格样式的一部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4 章 - 在 Calc 中使用样式和模板 。

多行文本
可以使用自动换行或手动换行方式将多行文本输入到单个单元格中。每种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自动换行
要让单元格中的文字自动换行，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方法 1

1)

右键单击单元格并在弹出菜单中选择“单元格格式”，或者点击菜单“格式”>“单元格”，或按
Ctrl+1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2)

单击对齐 选项卡（图-119）。

3)

在“属性”条目下，勾选“自动换行”，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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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 对齐选项卡页面
方法 2

1)

选择单元格。

2)

打开侧边栏（视图 > 侧边栏），选中属性栏目，然后单击“对齐”面板上的“打开面板”（v 或+）
图标。

3)

勾选“文本换行”选项以立即应用格式属性。（译注：文本换行即自动换行）

图-120：文本换行（自动换行）

手动换行
在单元格中输入文字时如果想手动插入换行符，请按 Ctrl+Enter 。编辑文字时，双击单元格，然后将光
标重新定位到您想要换行的位置。也可以在公式栏的输入行中，在换行位置按 Shift+Enter 。
在单元格中输入手动换行符时，单元格的行高会自动更改以显示单元格中的全部行。

缩小文字以适合单元格大小
单元格内的字体大小可以自动调整以适合单元格尺寸。要执行此操作，请在“对齐”选项卡页面上的“单
元格格式”对话框（图-119）中的“属性”条目下勾选“缩小至单元格大小”复选框。这个操作也可以通过
单击侧边栏上“属性”栏目的“字符”标题栏右侧的“更多选项”按钮来实现，前提是已经选中单元格中的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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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化数字
通过使用“格式化”工具栏上的图标可以将几种不同的数字格式应用于单元格（图-121）。选择单元格，
然后单击相应图标以更改数字格式。

图-121：格式化工具栏上的数字格式图标
要使用更多控制功能或选择其他数字格式，请使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的“数字”选项卡页面（ 图112 ，第 137 页）

•

将“分类”列表中的数据类型应用于数据。

•

设置选项中的小数位数和前导零。

•

输入自定义格式码。

•

“语言”设置控制不同格式的本地设置，例如日期格式和货币符号。

部分数字格式可在侧边栏的“属性”栏目中的“数字格式”面板中操作。单击“数字格式”面板右侧的
“更多选项”按钮以打开上面提到的“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格式化单元格中的文字字体和其它文字属性
要快速设置单元格中使用的字体和其它文字属性：

1)

选择单元格。

2)

单击“格式”工具栏上“字体名称”框右侧的小三角形（图-122），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字体。

3)

单击“格式”工具栏上“字体大小”右侧的小三角形，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字体尺寸。

图-122：格式化工具栏中的字体名称和字体大小

4)

要更改文字属性，请单击粗体、斜体 或下划线图标。

5)

要更改段落水平对齐方式，请单击四个对齐图标之一（左，中，右，对齐）
更多对齐选项，请点击菜单格式 - 单元格 - 对齐，然后从横向下拉列表中选择。

6)

要更改单元格中文字的垂直对齐方式，请点击菜单格式 - 单元格 - 对齐，然后从纵向下拉列表中
选择。

7)

要更改字体颜色，请单击“字符颜色”图标

8)

格式菜单中还包含对单元格中文字进行手动格式化的选项（图-123）。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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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的箭头以显示调色板，然后选择所需的颜色。

图-123：格式菜单中文字的手动格式化选项
侧边栏的“属性”栏目有五个面板，“样式”，“字符”，“数字格式”，“对齐”和“单元格外观”，
它们包含了“格式化”工具栏中的所有格式设置控件。
要指定单元格中使用的语言，请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上的“字体”选项卡页面。您还可以选择侧边
栏“字符”面板上右侧的“更多选项”按钮以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语言更改选项允许在同一文档中使
用不同的语言。
使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中的“字体效果”选项卡设置更多字体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

南 第 4 章 - 在 Calc 中使用样式和模板 。

设置单元格边框
要设置单个单元格边框或一组选定单元格的边框，请单击“格式”工具栏上的“边框”图标

，然后

在边框面板中显示的边框类型中选择一个。
要设置边框线样式，请单击边框样式图标
，然后从边框样式面板中选择。对于单元格边框线的颜色，
请点击“边框颜色”图标右侧的小三角。会显示调色板。
侧边栏中“属性”面板的“单元格外观”面板包含“单元格边框”、“背景”、“线条样式”和“线条颜
色”控件。
要获得更多控制，包括单元格边框与单元格中数据之间的间距，请使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的边框 选
项卡页面（图-112 第 137 页），您还可以在其中定义阴影样式。单击侧边栏中属性栏目“单元格外观”标题

栏上右侧的“更多选项”按钮，或单击面板的线型下拉列表中的“更多选项”，打开边框 选项卡页面对话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4 章 - 在 Calc 中使用样式和模板 。

注意
单元格边框属性仅适用于选定的单元格，只有在编辑这些单元格时才能更改。例如，如果单元格
C3 具有顶部边框，则只能通过选中 C3 单元格，才能删除该边框。尽管该边框也是 C2 单元格
的底部边框，但并不能通过选中单元格 C2 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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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单元格背景
要设置单个单元格或一组单元格的背景颜色，请单击“格式”工具栏上“背景颜色”图标

旁边的小箭

头。显示类似于“字符颜色”调色板的调色板。您还可以使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的背景 选项卡（图-112 ，
第 137 页）。侧边栏中“属性”栏目的“单元格外观”面板包含带有调色板的单元格“背景”控件。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4 章 - 在 Calc 中使用样式和模板 。

设置单元格默认样式
要设置单个单元格或一组单元格的默认样式，请单击“样式”菜单。菜单显示默认样式被选中。可以通过
侧边栏的“样式”栏目应用、删除或修改默认样式。您可以通过菜单“样式”>“新建样式”为单元格创建和使
用自定义默认的单元格样式；输入新样式的名称，或单击现有样式名称以更新该样式。在侧边栏的“样式”栏
目中应用、删除或修改自定义默认样式。

单元格自动套用格式
使用自动格式
您可以使用 Calc 的自动套用格式功能快速轻松地格式化表格（单元格区域）。它还允许您使用相同的外
观和风格来格式化工作表的不同区域。应用的所有格式都是手动格式。

1)

选择要自动套用格式的单元格区域，至少三列和三行，包括列标题和行标题。

2)

点击菜单格式 > 自动格式样式以打开自动格式对话框（图-124）。

3)

从列表中选择格式类型和颜色。

4)

选择要包含在自动套用格式功能中的格式化属性。勾选或取消勾选格式属性时，“自动格式”对话
框效果会立即发生变化。

5)

单击确定按钮。

图-124：自动格式对话框

定义新的自动套用格式
您可以定义新的自动套用格式，以便在所有电子表格文档中使用。

1)

格式化一系列单元格的数据类型，字体，字体大小，单元格边框，单元格背景等。

2)

选择一个单元格区域。

3)

点击菜单格式 > 自动格式样式以打开自动格式对话框。“添加”按钮现已激活可用。

4)

单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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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打开的“添加自动格式”对话框中的名称 框中，为新的自动格式输入一个易识别的格式名称。

6)

单击“确定”保存。新的自动格式现在可在“自动格式”对话框的格式 列表中使用。

注意
新的自动格式存储在您的计算机用户配置文件中，其他用户无法使用。但是，其他用户可以在电
子表格文档中选择表格范围，然后导入新的自动格式，并将其定义为新的自动格式。

使用主题
Calc 附带了一组预先定义好的格式主题（样式集），您可以其应用于您的电子表格。虽然无法在 Calc 中

添加新主题，但您可以在主题应用于电子表格后修改主题样式。修改后的样式可用于整个电子表格。
要对电子表格应用主题：

1)

单击工具工具栏中的电子表格主题图标
。如果找不到工具工具栏，请点击菜单视图 > 工具栏
并勾选工具，然后打开主题选择对话框（图-125）。此对话框列出可用于整个电子表格的主题。

2)

选择您想要使用的主题。选择主题后，主题样式将立即应用于电子表格并立即可以看到主题效果。

3)

单击确定按钮。

4)

如果您愿意，现在可以打开“样式”窗口以修改特定样式。这些更改不会修改主题；它们只会更改
您在电子表格中正在创建的样式的外观。

警告
在现有主题上应用新主题，将会覆盖所有使用新主题样式自定义的现有主题样式。

图-125：主题选择对话框
应用的电子表格主题也适用于单元格样式。有些主题甚至会更改默认单元格样式。一组新的样式，包括一
个名为 Card 的样式，将添加到您的文档中。图 126 显示了 Pastel 主题添加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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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粉彩”主题单元
格样式

使用条件格式
您可以根据指定的条件来设置要更改的单元格格式。例如，在数字表格中，规定所有平均值以上的数值为

绿色，所有平均值以下的数值为红色。可以使用分配的优先级规则 输入和排列多个格式化选项，实现按重要
性来排序条件，例如，允许某些格式化选项先于其他格式化选项。
条件格式依赖于样式的使用，并且必须启用自动计算功能。点击菜单数据 > 计算 > 自动计算以启用此功

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2 章 - 输入、编辑和格式化数据 。

隐藏和显示数据
在 Calc 中，您可以隐藏元素，使其在计算机显示屏上不可见，打印时隐藏元素也不会被打印在纸上。但
是，如果同时选择包围隐藏元素的元素，被隐藏的元素也会被选中并可用于复制。例如，如果隐藏了列 B，则
在同时选择 A 列和 C 列时，B 列虽然已经隐藏，但仍然会被一起选中。
有关如何隐藏和显示数据的详细信息，包括如何使用分组、分级和筛选功能，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2 章 -

输入、编辑和格式化数据 。

注意
隐藏单元格中的数据时，空白单元格仍然可见。

隐藏数据
要隐藏工作表，请选择工作表，然后点击菜单工作表 > 隐藏工作表，或右键单击选中的工作表标签，在
弹出菜单中选择隐藏工作表。您无法隐藏文档中的所有工作表；Calc 要求至少要有一个工作表保持可见状态。
隐藏行 或列 ：

1)

选择要隐藏的行或列。

2)

点击菜单格式，选择行或列。

3)

从子菜单中选择“隐藏”，然后将无法再查看或打印该行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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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右键单击行标题或列标题，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隐藏行”或“隐藏列”。

显示数据
要显示已被隐藏的工作表、行或列：

1)

选择被隐藏的工作表、行或列的旁边的工作表、行或列。

2)

点击工作表 > 显示工作表；点击菜单格式，然后选择行或列，

3) 从子菜单中选择显示，将显示行或列，并可以打印。
或者，右键单击工作表标签、行标题或列标题，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显示”（工作表、行或列）。

注意
如果隐藏了第一列（列 A）或第一行（行 1），则必须选择整个工作表才能访问显示命令。

单元格保护
电子表格中的全部或部分单元格可以受密码保护，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进行修改。当多人可以访问电子
表格文档时，只允许少数人修改其中的数据，这个功能有时很方便。
默认情况下，所有 单元格都将标记为受保护的 （图-128）。
在保护工作表之前，您可能希望选择某些不受保护的单元格，没有密码的那些用户都可以修改这些单元格。
为此：

1)

使用前面讨论的方法，选择您希望取消保护的单元格。

2)

右键单击并选择单元格格式 或点击菜单“格式”>“单元格”，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3)

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的“单元格保护”选项卡中，可以打开或关闭单元格（或单元格区域）的
“受保护”状态。

在“单元格格式”对话框的单元格保护 选项卡中，还可以隐藏受保护单元格中的数据。
要切换受保护单元格的隐藏状态：

1)

点击菜单工具 > 保护工作表。

2)

输入密码以取消保护工作表，然后单击“确定”。

3)

点击菜单格式 > 单元格，或右键单击单元格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单元格格式，或使用键盘快捷键
Ctrl+1 打开单元格格式对话框。

4)

单击单元格保护 选项卡（图-127）并取消勾选单元格的隐藏选项。

5)

单击确定按钮。

图-127：单元格格式对话框中的单元格保护选项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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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需要的单元格都被标记为受保护或未受保护的状态时：

1)

点击菜单工具 > 保护工作表。将打开“保护工作表”对话框（图-128）。

2)

勾选保护该工作表以及受保护的单元格的内容 。

3)

输入密码，然后确认密码。

4)

勾选或取消勾选单元格的保护相关选项。

5)

单击确定按钮。

已切换为受保护的单元格，没有密码的人将无法对其进行编辑。

图-128：保护工作表对话框
或者，您可以点击菜单工具 > 保护工作簿来保护整个文档而不是单个工作表上的单元格。受保护的工作
表在标签上有一个锁定图标，如图-129所示。

图-129：工作表标签上的锁
定图标

排序记录
在 Calc 中可以使用您指定的排序条件对工作表中的单元格进行排序操作。可以使用多个排序条件，并且
排序过程可以连续应用各个排序条件。当您搜索特定项目时排序很有用，并且在筛选数据后变得更有用。
此外，在向电子表格添加新信息时，排序也很有用。当电子表格很长时，通常更容易在工作表底部添加新
信息，而在正确的位置操作添加则比较麻烦。添加信息后，执行排序操作以更新电子表格。
有关如何排序记录和排序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2 章 - 输入、编辑和格式化数据 。

152 | 排序记录

图-130：排序条件对话框
要对电子表格中的单元格进行排序：

1)

选择要排序的单元格。

2)

点击菜单数据 > 排序以打开排序对话框（图-130）。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排序条件。列表内容来自所选单元格。

4)

选择升序（A-Z；1-9）或降序（Z-A；9-1）。

5)

单击“确定”，电子表格开始执行排序操作。

单元格批注（注释）
批注（注释）是小笔记/文字，可以作为提醒或旁注使用。批注不会被视为电子表格的一部分，所以不会
被用于计算或打印，只有将鼠标悬停在已经“批注”的单元格上时才会显示出来。
插入批注的最简单方法是右键单击需要批注的单元格，然后从弹出菜单 中选择插入批注 ”。或者，可以

点击菜单“插入”>“批注”，或按键盘快捷键(Ctrl+Alt+C) ，或单击标准工具栏 中的插入批注图标来插入批
注。

默认情况下，批注将保持隐藏状态，仅在悬停鼠标时才会显示。包含批注的单元格在单元格的右上角会有
一个小红色方块提示。要切换批注的可见性，请点击菜单“视图”>“注释”。

使用公式和函数
您的电子表格中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数字和文字。有时，一个单元格的内容是什么，取决于其他单元格的
内容。公式是使用数字和变量来产生结果的方程式。变量被放置在单元格中以保存方程式所需的数据。
函数是在单元格中输入的预定义计算关系，可帮助您分析或处理数据。您所要做的就是输入参数，Calc
会自动进行计算。函数可帮助您创建获取目标结果所需的公式。

函数向导和函数查找
您可以直接在公式栏中输入函数和公式，也可以使用函数向导。要启动函数向导，请单击名称框 右侧的
“函数向导”图标。
在函数向导中，您可以查找、列出并从众多 Calc 函数中准确找到所需函数。您还可以选择从向导中完成
函数，而不必在公式栏中输入完整的公式。
选中后，每个函数都会显示其使用方法和可接受语法的简要说明。它还将显示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输入
该函数所需的信息，以及显示所输入数据的预期计算结果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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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Calc 侧边栏是使用函数向导的快速方法，侧边栏上有一个公式函数选项卡 ，点开后允许您快速
列出函数和缩小函数选择范围，并提供该函数的相关用法和语法的简要说明，但不像函数向导对
话框中那样提供完整的搜索或数据输入功能。
有关公式和函数向导的更深入介绍，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7 章 - 公式和函数 。

图-131：带搜索（查找）栏的函数向导对话框

分析数据
Calc 包含多种工具，可帮助您分析电子表格中的信息，包括复制和重用数据的功能，自动创建分类汇总，
以及各种信息，以帮助您找到所需的答案。这些工具主要在“工具”菜单和“数据”菜单里。
Calc 还包括许多用于数据统计分析的工具，您可以从中获取有关物理测量数据、市场调查数据甚至商业
交易（如销售数据、股票报价数据等）数据等的重要统计分析信息。这些统计分析功能可以在菜单数据 > 统计
中找到。

有关 Calc 中数据分析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9 章 - 数据分析 。

数据透视表与数据透视图
数据分析最有用的工具之一是数据透视表 。
数据透视表是一种组织、操作和汇总大量数据的方法，使数据更易于阅读和理解，同时还允许您通过重新
排列 - 或者汇总 - 您输入的数据来解答表格数据的各种问题。
例如，假设您有一个电子表格，其中包含一些雇员在不同月份向各种慈善机构捐款的列表，但您只对每位
雇员的捐款总额感兴趣。要得到总额数值，您可以使用 Calc 提供的排序和格式化选项手动计算该结果。
或者，您可以使用下图所示的排列数据透视表，以使数据更易于组织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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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包含原始数据和结果的数据透视表对话框
要访问数据透视表创建对话框，请选中数据区域，然后点击菜单“插入”>“数据透视表”或“数据”>“数

据透视表”>“创建”。“数据透视表布局”对话框将智能地从提供的原始数据中猜测列标题，并将其插入可

用的字段 选择框中。这里，您可以将所需信息拖放到列字段、行字段或页字段 中以进行相应组织，然后按
“确定”查看结果。

要修改显示的新信息或更改现有信息的布局，请右键单击数据透视表中的任意位置以显示弹出菜单，然后
选择“编辑布局”。
有关数据透视表的更深入说明，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8 章 - 数据透视表 。

透视图
为了快速直观地表示数据透视表中包含的数据，可以生成数据透视图。
在功能上，透视图与常规图表基本相同，除了两个关键区域。首先，随着数据透视表中的数据被更改，数

据透视图将自动调整更新。第二个区别是包含字段按钮 ；图形元素，允许您从数据透视图本身过滤数据透视
表的内容，如果您的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包含在不同的工作表上，这个功能可以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有关 Pivot 图表和图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3 章 - 创建图表 以及 Calc 指南 第 8 章 - 数据

透视表 。

打印
从 Calc打印与从其他 LibreOffice 组件打印非常相似（请参考本书第 10 章打印、导出和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 ）。但是，在 Calc 中打印有一些细节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打印准备方面。

打印区域（范围）
打印区域（范围）有多种用途，包括仅打印数据的特定部分或在每页上打印选定的行或列。有关使用打印

区域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6 章 - 打印、导出和发送电子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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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打印区域（范围）
要定义新的打印区域或修改现有的打印区域：

1)

选择要包含在打印范围内的单元格区域。

2)

点击菜单格式 > 打印区域 > 定义。分页线显示在屏幕上。

3)

要检查打印区域（范围），请点击菜单文件 > 打印预览，或单击打印预览图标。LibreOffice 将
显示打印范围内的单元格。

添加到打印区域（范围）
定义打印区域后，您可以通过创建另一个打印区域来向其添加更多单元格。这允许在不打印整个工作表的
同时打印同一工作表的多个不同区域。

1)

定义打印区域后，选择一个额外的单元格区域以添加到打印区域。

2)

点击菜单格式 > 打印区域 > 添加，将额外的单元格添加到打印区域。分页线将不会再显示在屏幕
上。

3)

要检查打印区域（范围），请点击菜单文件 > 打印预览，或单击打印预览图标。LibreOffice 将
打印区域显示为单独的页面。

注意
即使两个区域在同一个工作表中，后添加的打印区域也会作为新页面打印在另外一张纸上。

删除打印区域
例如，如果稍后要打印整个工作表，则可能需要移除定义的打印区域。
要删除所有已定义的打印区域，请点击菜单格式 > 打印区域 > 删除。删除打印区域后，屏幕上将显示默
认分页提示虚线。

编辑打印区域（范围）。
您可以随时直接编辑打印区域，例如删除或调整部分打印区域。点击菜单格式 > 打印区域 > 编辑，打开
编辑打印区域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定义打印区域。

打印选项
要选择打印电子表格时使用的页面顺序、详细信息和缩放的打印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点击菜单格式 > 页面打开页面样式对话框（图-133）。

2)

选择“工作表”选项卡，然后从各个选项中进行选择。

3)

单击确定按钮。

有关打印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6 章 - 打印、导出和发送电子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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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页面样式对话框

重复打印行或列
如果在多张纸上打印同一工作表，您可以设置在每张纸上重复打印某些行或列。例如，如果需要在所有纸
张上打印工作表的前两行以及 A 列，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点击菜单格式 > 打印区域 > 编辑，打开编辑打印区域对话框（图-134）。

2)

在需要重复的行 中输入行标识符。例如，要重复第 1 行和第 2 行，请输入$ 1：$ 2。这会自动将
需要重复的行 从 - 无 - 改为 - 用户定义 - 。

3)

在需要重复的列 中输入列标识符。例如，要重复列 A，请输入$A。在需要重复的列 列表中， 无 - 会更改为 - 用户定义 - 。

4)

单击确定按钮。

有关编辑打印范围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6 章 - 打印、导出和发送电子邮件 。

图-134：编辑打印区域对话框

分页符
虽然定义打印区域功能可能非常强大，但有时会需要手动调整 Calc 打印输出或使用分页符 。分页符有
助于确保根据页面大小和页面方向正确打印数据。您可以在活动单元格的左侧插入水平分页符，或在上侧插入
垂直分页符。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6 章 - 打印、导出和发送电子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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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分页符
要插入分页符：

1)

移动到开始分页的单元格处。

2)

点击菜单工作表 > 插入分页符。

3)

选择“水平分页符”以在所选单元格上方创建分页符。
选择“垂直分页符”以在所选单元格的左侧创建分页符。

删除分页符
要删除分页符：

1)

选中要删除的分页符旁边的单元格。

2)

点击菜单工作表 > 删除分页符。

3)

根据需要选择“水平分页符”或“垂直分页符”。

注意
同一页面上可以存在多个手动“水平分页符”或“垂直分页符”。如果要删除它们，则必须一一
删除每个分页符（不能一次全部删除）。

页眉和页脚
页眉和页脚是预定义的文本片段，在打印电子表格时会打印在页面的顶部或底部。设置和定义页眉/页脚

的方法是相同的。有关设置和定义页眉和页脚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6 章 - 打印、导出和发送电

子邮件 。

页眉和页脚也可以应用页面样式。您可以为电子表格文档定义多个页面样式，并将不同的页面样式应用给

电子表格文档中的不同工作表。关于页面样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Calc 指南 第 4 章 - 使用样式和模板 。

设置页眉或页脚
要设置页眉或页脚：

1)

选中要设置页眉或页脚的工作表。

2)

点击菜单格式 > 页面打开页面样式对话框（图-135）。

3)

在“页面样式”对话框中，选择“页眉”或“页脚”选项卡。

4)

勾选“显示页眉”或“显示页脚”。

5)

如果要在所有打印页面上显示相同的页眉或页脚，请勾选“左右页面的内容相同”选项。

6)

设置页眉或页脚的边距、间距和高度。您还可以勾选“自动调整高度”复选框以自动调整页眉或页
脚的高度。

7)

要更改页眉或页脚的外观，请单击“更多”以打开边框和背景对话框。

8)

要设置页眉或页脚中显示的内容（例如页码、日期等），请单击“编辑”以打开页面样式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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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页面样式对话框中的页眉选项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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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章

Impress 入门指南
LibreOffice 中的演示文稿

Impress 是什么？
Impress 是 LibreOffice 的文稿演示（幻灯片放映）组件。您可以创建包含许多不同元素的幻灯片，包括
文字、项目符号和编号列表、表格、图表以及各种图形对象，如剪贴画、绘图和照片。Impress 还包括拼写检
查、同义词库、文字样式和背景样式。

本章内容包括说明、屏幕截图和提示，以指导您在设计演示文稿的同时熟悉 Impress 操作。本章部分内

容比较深入，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考 Impress 指南 。如果您具备创建幻灯片的经验，我们建议您使用

Impress 指南 作为参考。

要将 Impress 用于简单的幻灯片放映，需要了解幻灯片包含哪些元素。包含文字的幻灯片使用样式来确
定该文字的外观。在 Impress 中创建绘图与 LibreOffice 的 Draw 组件类似。因此，我们建议您同时参考本书

第 3 章 - 使用样式和模板 以及第 7 章 - 绘图入门 。您可能还需要参考 Draw 指南 ，以了解有关如何使用绘
图工具的更多详细信息。

启动 Impress
当您第一次启动 Impress 时，将打开 Impress 窗口，并显示模板选择对话框。

图-136：模板选择对话框
通过取消勾选对话框中的“应用程序启动时显示此对话框 ”复选框，或通过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Impress > 通用选项并取消勾选开始时显示模板选择界面，可以关闭 Impress 启动时的模板选择界面。
有关模板的更多详细信息，请阅读本书的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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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 主窗口
Impress 主窗口（图-137）有三个部分：幻灯片窗格 、工作区 和侧边栏 。此外，在创建演示文稿期间

可以显示或隐藏多个工具栏。

提示
您可以通过单击各栏目右上角的 X 来关闭幻灯片窗格 或侧边栏 ，或者点击菜单视图 > 幻灯片
窗格或视图 > 侧边栏取消勾选复选框来关闭。要重新打开“幻灯片窗格”或“侧边栏”，请点击
菜单“视图”，然后再次勾选“幻灯片窗格”或“侧边栏”。
您还可以通过单击垂直分隔线中间的隐藏/显示标记来最大化显示工作区 （图-137中）。使用
“隐藏/显示”标记隐藏但不关闭“幻灯片窗格”或“侧边栏”。要恢复显示“幻灯片窗格”或
“侧边栏”，请再次单击其隐藏/显示标记。

工作区
工作区 （通常位于主窗口的中心）可以在菜单视图 > 普通中打开。它有五个选项卡：普通，大纲视图，
备注，母版讲义和幻灯片排序器。（译注：Debian/Gnome/LibreOffice6.1.4.2 中只有四项 - 没有母版讲义
这一项，在菜单“视图”中有母版讲义这一项；6.0.7.3 版本则五项全有）这五个选项卡称为视图标签栏。自
LibreOffice 5.1 以来，默认情况下不显示视图标签栏；可以点击菜单“视图”>“视图标签栏”来显示它们。
“视图标签栏”下方的工作区随所选视图而变化。工作区视图在本章“错误：引用源未找到”（第错误：
引用源未找到页）小节中介绍。

图-137：Impress 主窗口； 能看到隐藏/显示标记标记和上面的视图标签栏

幻灯片窗格
除非您更改幻灯片放映顺序，否则幻灯片窗格 将按照显示顺序来排列幻灯片的缩略图。单击此窗格中的

幻灯片将其选中并显示在工作区 中。当幻灯片位于工作区中时，您可以对其进行编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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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幻灯片窗格”中同时对一个或多个幻灯片执行一些其他操作：

•

在演示文稿中添加新幻灯片。

•

将幻灯片标记为隐藏，然后它将不会在演示文稿中显示出来。

•

如果不再需要某幻灯片，可以从演示文稿中删除该幻灯片。

•

重命名幻灯片。

•

复制幻灯片（复制和粘贴）。

•

通过将幻灯片拖放到所需位置，将幻灯片移动到其他位置。拖放幻灯片时如果在幻灯片窗格中看不到
目标位置，滚动条会自动向上或向下滚动。

比使用幻灯片窗格更有效的方法有很多，执行以下操作也可以：

•

更改所选幻灯片之后的幻灯片的切换效果，或一组幻灯片中每一张幻灯片的切换效果。

•

更改幻灯片设计。

•

同时更改一组幻灯片的幻灯片布局。

侧边栏
侧边栏 中包含七个栏目。要打开某个栏目，请单击栏目图标。同一时间只能打开一个栏目
属性栏目
显示 Impress 中包含的布局。您可以选择所需的布局并按原样使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布局进行
修改。但是，无法保存自定义布局。
幻灯片切换栏目

提供了许多幻灯片过渡效果。默认设置为无 ，幻灯片过渡到下一个幻灯片时没有任何特别效果。但是，
可以设置许多其他过渡选项。您可以指定切换速度（慢速、中速、快速），设置自动还是手动转换，并
设置幻灯片显示的时间长度（仅限自动转换）。（译注：慢速、中速、快速 Debian/Gnome/LibreOffice6.1.4.2 及 6.0.7.3 中无此选项）

动画栏目
可以使用各种动画效果来强调或增强幻灯片中的不同元素。“动画栏目”提供了添加、更改或删除动画
的简便方法。
母版页面栏目
在这里，您可以为演示文稿定义页面（幻灯片）样式。Impress 自带了几种幻灯片母版设计样例。其中
只有 - 默认 - 是空白的，其余的都有背景和样式化文字。

提示
点击菜单格式 > 样式 > 管理样式，或按 F11 键打开样式栏目，您可以在其中修改母版页中使用
的样式以满足您的目的。这个操作随时都可以进行。
样式栏目
这里，您可以编辑和应用绘图样式并创建新样式，但您只能编辑现有的演示样式。编辑样式时，更改将
自动应用于演示文稿中所有使用此样式的元素。如果想让特定幻灯片的样式不被应用，请为此幻灯片创
建新的母版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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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库
打开 Impress 图片库，您可以将其中的图片素材作为拷贝或链接插入到演示文稿中。素材的副本独立于
图片库中的原始素材，因此对素材的更改不会影响素材副本。链接则仍然依赖于原始素材，对材素的更
改将同时影响素材副本。
导航栏目
打开 Impress 导航栏目，您可以在其中快速移动到另一张幻灯片或选择某幻灯片上的对象。建议在演示
文稿中为幻灯片和素材对象指定有意义的名称，以便在使用导航时能轻松识别它们。

工具栏
在创建幻灯片期间有许多工具栏可以使用。可以点击菜单“视图”>“工具栏”并勾选相应的复选框来显示
它们。
您还可以指定在工具栏上显示哪些图标。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1 章 - LibreOffice 简介。

Impress 中的许多工具栏与 Draw 中的工具栏类似。有关可用功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Draw 指南 。

状态栏
状态栏 （图 138）位于 Impress 窗口的底部；在处理演示文稿的过程中，状态栏会显示一些有用的信息。
有关状态栏的字段的内容和用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本书第 1 章 - LibreOffice 简介 和 Impress 指南 第 1 章
- Impress 简介 。

图-138：状态栏

注意
尺寸提示是基于当前环境的度量单位的设置（不要与标尺单位混淆）。当前环境度量单位可以在
工具 > 选项 > LibreOffice Impress > 通用中设定。
状态栏中显示的内容从左到右解释如下：

•

•

信息区域 - 根据选择内容的不同而相应变化。例如：
选择的内容

对应的状态栏显示信息

文字区域

Text Edit: Paragraph x, Row y, Column z

Charts, spreadsheets

Embedded object (OLE) “ObjectName” selected

图形

Bitmap with transparency selected

Cursor position – the position of the cursor or of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selection
measured from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slide, followed by the width and height of the
selection or text box where the cursor is lo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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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aved changes – a flag indicating that the file needs saving. Double-clicking on this flag
opens the file save dialog.

•

Digital signature – a flag indicating whether the document is digitally signed. After the file
has been saved, double-clicking on this flag opens the digital signatures dialog.

•

Slide number – the slide number currently displayed in the Workspace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slides in the presentation.

•

Page (slide) style – the style associated with the slide, handout, or notes page currently in
the Workspace. Double-clicking on the style name opens the slide design dialog.

•

Zoom slider – adjusts the zoom percentage of the Workspace displayed.

•

Zoom percentage – indicates the zoom percentage of the Workspace displayed. Doubleclicking on zoom percentage opens the zoom and layout dialog.

You can hide the Status Bar and its information by going to View on the Menu bar and
deselecting Status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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