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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写文章、写报告、写论文，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几乎离不开 Word。然而 Word

的排版却又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同样，一个排版精致的 Word 文件不仅仅会

让写作者感到舒适，还会使阅读者感到清晰明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粗浅地谈

一谈 Word 排版的艺术。 

 

//放在前面的注释：功能区在哪里？它就在 Word窗口的最上方,双击任意一

个选项卡（如 ）即可展开，见图 0。 

 

 

图 0  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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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好一篇文章 

文章的排版，首先要从文章的主题内容——文字和段落开始。 

 

（一）字体排版的艺术 

对于大多数文章来说，文字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所以说，字体排版的艺术尤

为重要。一般来说，报告和论文的正文部分可以采用宋体、小四号字体，标题部

分可以采用华文中宋字体。 

 

1、字体显示多样化 

Word 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调整的字体样式供用户选用，例如我们最常见的

字号、字体、加粗、下划线等等。一些基本的操作在功能区中可以直接访问（如

图 1-1）。 

 
图 1-1  功能区中字体的快捷操作 

此外，选中一段文字并把鼠标放在上方可以快速修改字体属性（如图 1-2），

并且在菜单中的选项“字体(F)”可以打开字体对话框（也可以点功能区中字体

右下方的 打开），进行高级操作。 

 

图 1-2  快速修改字体属性 

在字体对话框中，我们可以对我们文档中的字体进行更高级的操作。对于既

有中文又有英文的文档，在左上角可以对不同的文字设置不同的字体。还可以让

文章中的字体区分出上下标，画删除线（如： ）。 

 

一个小功能——清除粘贴文本的格式：位于功能区的 （清除所有格式）可

以迅速删除选定文字的格式，还原回默认格式，这一方法可以迅速处理掉从网络

上 Ctrl+C、Ctrl+V 下来的文字的格式，帮你解决格式烦恼（从格式上看不出来

自 Internet） 。[这也可以通过“选择性粘贴”中“只保留文本”来实现。]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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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字体对话框 

2、让字体跟随文档保存 

你有没有遇到过：精心挑选了一个很好看的字体并用到了自己的文档中，拿

到车别人的电脑上时却发现字体却消失了。怎么解决这一糟心的问题呢？你需要

把字体保存到你的文档里。 

字体保存到 Word 的方法：在 Word中点击“文件”→“选项”→“保存”选

项卡→“共享该文件时保留保真度：”中勾选“将字体嵌入文件(E)”（如图 1-4）。 

 

图 1-4  将字体嵌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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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是将字体全部嵌入文档还是仅嵌入文档中使用的字符（勾选后面的复选

框），这取决于要不要再次编辑你的文档。如果还需编辑的话就不要勾选这个复

选框。 

3、给常用字体设置快捷键 

我们平常在使用 Word 时，都会使用一些自己喜欢的字体。So，你可以将一

些自己常用的字体设置个快捷键，要使用时，直接选中文本，然后按快捷键就可

以快速更换字体。 

设置字体快捷键：进入“文件”→“选项”→“自定义功能区”→“自定义”，

在“类别”中拉到最底端，选择“字体”，在右边选择一个你自己常用的字体，

选好后，将光标定位到“请按新快捷键”，然后按你想要设定的组合件，最后点

击“指定”就设置完成了（如图 1-5）。 

 

图 1-5  给常用字体设置快捷键 

当然，如果你不想使用了，也可以删除，删除字体快捷键和添加的方法相同，

找到之前设置好的快捷键，将其删除即可。 

 

（二）段落布局的艺术 

如果说文字的排版是如何让一个字变得美观易读，那么段落布局就是如何让

一段字变得清晰有条理。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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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距合理、缩进讲究 

关于行距和缩进等段落参数的修改，可以选中一段文字后右键点击“段落

(P)”，或者点功能区中段落右下方的 打开“段落”对话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缩进”和“间距”。 

 
图 1-6  “段落”对话框 

有关缩进：缩进分为三种——左侧缩进、右侧缩进和特殊缩进。 这两

个按钮分别可以减少和增加缩进。我们使用的更多的是特殊缩进。特殊缩进分为

以下两种。首行缩进的形式即为段前空 n 个字的位置的形式（如图 1-7 上）；悬

挂缩进的形式即为第一行突出 n个字符的形式（如图 1-7下）。 

 
图 1-7上  首行缩进实例（2字符） 

 

图 1-7下  悬挂缩进实例（2字符） 

应当注意的是，不应使用 4个空格来控制每一自然段开头空两个字，而应合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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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使用首行缩进来使得格式控制得更加精准和统一。（Office也在规避这一问

题，如当在一段文字前加空格会自动转变为首航缩进。） 

有关间距：间距有两种——短距和行距。短距是指几个自然段的文字彼此之

间的间距；行距是指段中每行的间距。对于报告和论文的正文部分，若采用宋体、

小四号字体，行距应以 18或 20为宜。 

 

一个小功能——排序：排序的功能不仅存在于 Excel中，也存在于 Word中。

如果你有一大批数字要降序排列或者有一堆英文单词要以字典序排列，这不失为

一种高效的办法。这个功能位于功能区“开始”→“段落”中的 （排序）。具

体实例见图 1-8。 

 
图 1-8  排序功能 

2、项目符号的合理使用 

在 Word的排版中，添加好看的项目符号能为排版增色不少。 

添加项目符号：①点击“开始”选项卡→“段落”中的“项目符号（ ）”，

就可以添加一个项目符号，默认为圆点（ ）。  ②点击“项目符号”的下拉选

项 ，可以选择一些常用或者最近使用过的项目符号。  ③在下拉选项中，选

择“定义新项目符号”→“符号”。在符号中，“字体”选择 Wingdings、Wingdings2、

Wingdings3，有更多的项目符号可以选择。（如图 1-9）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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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定义新项目符号 

设置项目符号的颜色字体：先选中要添加项目符号的内容→“项目符号”下

拉选项 中选择“定义新项目符号”→“字体”，“字体颜色”可以选择你喜欢

的颜色，“字号”选择合适的大小，确认后，就可以看到 Word中应用过这种项目

符号颜色字体都改变了。 

我们也可以插入电脑中的图片作为项目符号。其他操作大体与上面相同，只

需点击图 1-8 左图中的“图片”，再选择你喜欢的图片就可以了。应注意的是，

图片作为项目符号，是无法更改大小颜色的，所以如果更改大小，则先把项目符

号设置成内置的项目符号如小圆点等，然后再插入图片的项目符号。 

设置对齐方式：设置仍然是在“定义新项目符号”中，有左对齐，右对齐和

居中三个选项。这里的对齐方式是指与上面没有项目符号内容对齐。 

调整缩进量：①调整整体缩进量：选择内容后右键→“调整列表缩进”→“项

目符号位置”改为 2，则项目符号及后面的内容都会向右缩进。  ②调整项目符

号后文本的缩进量：选择内容后右键→“调整列表缩进”→“文本缩进”改为 2，

此时项目符号位置不变，项目符号后的文本会向右缩进。（如图 1-10） 

[注：向左缩进只需把缩进量改为负数即可。] 

 
图 1-10  调整缩进量 

如果要取消全部的项目符号，则

全选项目符号后的内容，点击“开始”

选项卡→“段落”中的 即可。 

 

有关编号（1. 2. 3. …），我个人

更推荐手动输入，这样不会因为自动

编号与之前的编号连续而导致的编号

混乱。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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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结构清晰 

 

 

（一）多级标题的使用 

如果你的文档有很多的、不同级别的标题的话，何不考虑使用多级标题来使

得编辑他们更为轻松呢？他位于功能区“开始”→“样式”中（如图 2-1）。这不

仅免去了反复设置格式的烦恼，而且在生成目录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大帮助。 

 
图 2-1  多级标题 

（二）用导航视图管理你的文章 

正如上面所说，如果你在文章中使用了多级标题，你就可以在导航视图中快

速、高效地管理你的文章了。 

打开导航视图：功能区中点击“视图”，在“显示”中勾选“导航视图”（如

图 2-2）。 

 

图 2-2  打开导航窗格 

一般来说，四级标题及以上会显示在导航窗格中。此外，你可以任意拖动标

题把他放在你想放的任何位置，标题下对应的内容也会随之移动（比剪切+粘贴

快了许多）。 

 

图 2-3  导航窗格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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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栏、分页、分节？傻傻分不清楚 

分栏可以将我们文档设置成很多栏，并且可以设置不同尺寸的栏。分隔符就

是将我们的不同章节加以区分。在我们排版中常常会用得到。分页、分节在功能

区“布局”选项卡下“页面设置”模块中的“分隔符”按钮（ ）进行设

置，分栏在分栏按钮进行设置。（如图 2-4） 

 
图 2-4  分栏按钮（左）、分隔符（右） 

分栏：把一张纸分成几栏，操作很简单：点击上面提到的分栏按钮，选择你

要分的栏数即可。此外，Word 还提供了更强大的分栏功能，点击“更多栏(C)”

即可打开“栏”对话框，在这里可以进行更多操作（详细见图 2-5） 

 

图 2-5  分栏操作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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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在一部分内容后面另起一页。通常在每章开头需要另起一页。具体操

作为：光标放在分隔内容末尾，点击 ，在分页符中的分页符按钮（如图

2-6），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CTRL+ENTER。 

 
图 2-6  分页符按钮 

分节：把前后两部分内容隔开，让后面内容进行某些编辑时不受前面内容影

响，每一部分叫做一个小节。鼠标光标放在分隔内容末尾，点击 ，在分

节符下单击连续按钮可以在同一页分成两节；点击下一页按钮则可以在分节的同

时再另起一页。 

在不同的小节中，我们可以设置不同的页码，不同的纸张大小、在同一页面

中设置不同的页面样式等等。下面我们主要说一说如何在不同小节设置不同的页

眉和页脚。 

双击页面底端进入页脚的编辑，点击“插入”→“页码”→“当前位置”可

以插入一种你喜欢的页码。点击“设置页码格式(F)”可以打开“页码格式”对

话框，这这里你可以设置页码样式；“页码编号”选定“起始页码”则可以实现

在不同节设置不同的页码。（如图 2-7）当分节符出现时，你可以在页眉和页脚的

编辑过程中看到当前所属的小节（如图 2-8 上）的在页眉和页脚工具中也可以设

置是否与前一节链接（点击 ），并且可以设置首页的页脚和分奇偶页设

置页眉和页脚（如图 2-8下）。 

 

图 2-7  页码格式 

 

 

 

 

 

 

 
图 2-8  页眉和页脚工具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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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Word页眉自动出现一根直线，请问怎么处理？  

答：将页眉的格式改为“清除格式”（如图 2-11）。 

 
图 2-11  清除格式 

（四）目录的自动生成与更新 

在设置好多级标题，添加好页码之后，我们就可以生成目录了。生成目录：

点击功能区的“引用”→“目录”→“自动目录 1/2”就可以生成一个目录了。

同样，你也可以点击“自定义目录”来自定义你自己的目录样式。（如图 2-9） 

 

图 2-9  目录的添加与设置 

更新目录：点击“引用”中的“更新目录”或右键目录部分点击“更新域”，

之后在对话框中可以选择只更新页码或更新整个目录即可。（如图 2-10） 

 
图 2-10  更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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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插入一些东西 

 

 

（一）在 Word 中如何安置好图片 

与简单的文字排版相比，图文混排更美观，也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容易出现

操作问题。 

1、单个图片的排版 

Word 中图片的排版类型分成 3种，分别是：嵌入型、文字环绕型和浮动型。

（具体见图 3-1，打开方式：“图片工具”→“格式”→“环绕文字”） 

        
图 3-1  图片版型       图 3-2  快速修改 

嵌入型：图片被当成文字，可以直接嵌入到一行文字中。可以把它上下左右

拖动，但是不会影响已有文本的排列顺序。一般来说，把图片复制粘贴到 Word

文档中时，默认为嵌入型。 

文字环绕型：即文字围绕图片环绕。当我们拖动图片时，周围的文字会根据

图片的位置，重新对它进行环绕。根据文字与图片的紧密程度，可分为四周型、

紧密型、穿越型和上下型。 

浮动型：图片脱离了文档，可以任意调节位置。当我们拖动它的时候，周围

的文字排版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或者可以单击图片，点击 ，在弹出的选项中可以选择这几种版型，还可

以选择图片是跟随文字移动还是固定不动。（如图 3-2） 

2、多个图片的排版 

//方法引自百度 

表格排版法 

我们还经常会遇到多张图片的排版。如果使用手动的排版方式，操作起来十

分的麻烦。因为文字与图片之间的布局分布，以及图片的大小调节，非常的繁琐。

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保证它能够实现对齐的效果。 

https://hzhang19.gite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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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多图片排版 

我们可以直接插入一个表格，然后插入图片与文字，调节图片的大小与文字

的布局。然后，我们选中表格，在【设计】选项卡中，去掉所有边框，就可以完

成多图排版。（如图 3-3） 

（二）科技文档——公式的插入与修改 

Word 中提供了科学公式更便捷的插入方法，它位于“插入”→“符号”中的

“公式”（ ）。它提供了许多预制的数学公式可供使用和编辑。此外，我

们还可以编辑自己的公式。点击 →“插入新公式”，之后可以按照功能

区的功能来编辑公式。 

 

图 3-4  公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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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更多的辅助功能 

 

 

（一）字数统计 

快速字数统计：在 Word窗口的左下角，有一个快速查看文章字数的地方（如

图 4-1）。点击可以查看具体的字数统计信息（如图 4-2）。 

 
图 4-1  快速字数统计 

 

图 4-2  字数统计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功能区的“审阅”选项卡→“字数统计”来查看。 

（二）窗口拆分——提高编辑长文档的工作效率 

当我们面对一篇长文档，反反复复的上下翻页会很让人烦恼。你可以使用窗

口拆分：选择功能区重点“视图”选项卡，点击“拆分”。之后，屏幕上会出现

一条拆分线条，可以鼠标选择线条上或者线条下的内容，滚动滚轮就可以实现分

别的查看内容了。同时，拆分线条是可以移动的。（如图 4-3） 

 
图 4-3  窗口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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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新建一个窗口（点击“新建窗口”）通过 Windows 的分屏功能

来实现长文档的快速编辑。 

（三）花里胡哨的功能 

1、给 Word文档添加密码 

加密文档：①点击“文件”选择“信息”，然后点击“保护文档”下拉菜单

中的“用密码进行加密”； 

②此时会弹出“加密文档”，我们在里面输入密码，然后确定再次确认密码

即可。（如图 4-4） 

取消密码：可以重复上述的加密步骤，然后在弹出的“加密文档”对话框中

将密码“留空”，然后“确定”，再保存该文档，密码就会被清除。 

 

图 4-4  加密文档 

2、将 Word导出成 PDF 文件 

导出 PDF：点击“文件”选择“导出”，然后点击“创建 PDF/XPS 文件”，弹

出的对话框点击“发布”即可。（如图 4-5） 

 

图 4-5  导出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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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 PDF文件的好处： 

①PDF文件格式与操作系统平台无关，也就是说，PDF文件不管是在 Windows，

Linux还是在 MacOS 操作系统中都是通用的，不受平台的限制。 

②适用于打印，PDF文件的排版和字体不会随电脑不同而变化，文档具有更

高的稳定性。 

③阅读性能高，阅读舒适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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