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找需要的内容  
单击功能区上的任何选项卡可显示其按钮
和命令。

使用上下文选项卡 
某些功能区选项卡仅在您需要它们时才显示。例如，当您插入或选中图片时，将显示“图片工具格式”
选项卡。

管理演示文稿 
单击“文件”选项卡可打开、
保存、打印和管理演示文稿。

使用“格式”窗格
使用这个方便的窗格将格式应用
于图片、视频、剪贴画、形状和
其他对象。

显示比例 
向左或向右滑动此滑块可放大或
缩小幻灯片细节。

查看其他选项
单击此箭头可在对话框中查看其他选项。

显示所需的内容  
在视图间切换或显示或隐藏备注
和批注。

需要更大的空间？
单击此处或按 Ctrl+F1 以隐藏
或显示功能区。

获取帮助 
单击此处或按 F1。

快速入门指南 
Microsoft PowerPoint 2013 与以往版本在外观上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创建了
此指南，目的在于帮助您缩短学习过程。



搜索联机模板和主题
在搜索框中键入关键字以查找 Office.com 上提供的模板
和主题。

使用特色主题
选择一个内置主题来启动下一个演示文稿。无论是宽屏 (16:9) 还是标准屏
幕 (4:3) 的演示文稿，都能使用这些主题。

打开最近的演示文稿
轻松访问最近打开过的
演示文稿。

从头开始
要启动新的演示文稿，请单击
“空白演示文稿”。

选择模板类别
单击搜索框下方的模板类别可查找某些最受欢迎的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查找其他文件
浏览以查找存储在计算机或云中
的演示文稿和其他文件。

主题变体
当您选择某个主题
后，PowerPoint 会向您提供
采用不同调色板和字体系列的
变体。

登录到 Office
从任何位置登录到您的帐户并
访问保存到云中的文件。

快速入门指南 
首次打开 PowerPoint 2013 时，您将看到针对开始使用该程序提供的几个选项 —
使用模板、使用主题、使用最近的文件或使用空白演示文稿。



如何获取
PowerPoint 2013 帮助
如果您以前一直在使用较早版本的 PowerPoint，您可能会问在 PowerPoint 2013 
中到哪里能找到某些命令。 

有很多免费资源可帮助您学习使用 PowerPoint 2013，包括 培训课程、“入门”帮
助主题和视频、基本任务。要查找这些资料，请单击 PowerPoint 窗口右上角中的 
PowerPoint“帮助”按钮（问号）。 

创建自定义功能区选项卡
和组
您可以在功能区上创建自定义选项卡或组，并在其中添加具有所需命令的按钮。右
键单击任何功能区选项卡或组，然后单击“自定义功能区”。

接下来，在“PowerPoint 选项”框中添加命令。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名为“常用”
的选项卡，然后向此选项卡上的自定义组中添加一些最常使用的命令。 

如果您操作有误，您可以使用“重置”按钮回到默认（“出厂”）设置。 

一些较旧的 PowerPoint 命令在功能区中不会显示出来，但仍是可以使用的。在
“PowerPoint 选项”对话框中，单击“自定义功能区”，然后在“从下列位置选择命
令”列表中选择“不在功能区中的命令”。现在您可以查找所需命令并将其添加到自
定义功能区或组中。



您可能要查找的内容 
使用下面的列表查找 PowerPoint 2013 中一些常见的工具和命令。

若要... 单击... 然后在以下位置查找...

打开、保存、打印、共享、发送、导出、转换或保护文件 文件 Backstage 视图（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命令）。

添加幻灯片、应用版式、更改字体、对齐文本或应用快速样式 开始 幻灯片、字体、段落、绘图和编辑组。

插入表格、图片、形状、剪贴画、艺术字、图表、批注、页面和页脚、
视频或音频 

插入 表格、图像、插图、批注、文本和媒体组。

应用主题、更改主题的颜色、更改幻灯片大小、更改幻灯片的背景或添加
水印。

设计 主题、变体或自定义组。

应用或调整切换的计时 切换 切换和计时组。

应用或调整动画的计时 动画 动画、高级动画和计时组。

开始放映幻灯片、设置幻灯片放映、指定要与“演示者”视图一起
使用的监视器

幻灯片放映 开始放映幻灯片、设置和监视器组。

检查拼写、输入审阅批注或比较演示文稿 审阅 校对、批注和比较组。

更改视图、编辑母版视图、显示网格线、参考线和标尺、放大、
在 PowerPoint 窗口间切换、使用宏

视图 演示文稿视图、母版视图、显示、显示比例、窗口和宏组。



访问经常使用的命令 
 

快速访问工具栏位于 PowerPoint 窗口左上角中，要为最常使用的命令添加快捷按
钮，使用快速访问工具栏是个不错的途径。

单击快速访问工具栏旁的下拉箭头可添加或删除快捷菜单中列出的命令。

直观的工具就在您指尖
 

请注意，某些功能区选项卡显示与否取决于
您正在执行的操作。

例如，插入或选中视频后，“视频工具 > 播
放”和“格式”选项卡将自动显示。这些选项卡
显示出来后，您就可以为视频应用格式或设
置播放选项。您任何时候插入或选中图片、
图表、表格、艺术字或任何其他对象，
此类上下文选项卡就会显示出来。

当您在幻灯片中工作并右键单击了幻灯片背
景时，右键单击菜单就会显示出来，其中加
载了各个任务选项。

当您在幻灯片中工作并右键单击了幻灯片背
景时，右键单击菜单就会显示出来，其中加
载了各个任务选项。

如果要添加的命令未显示在列表中，请切换到对应的按钮所在的功能区，然后在其
中右键单击该按钮。在快捷菜单中，单击“添加到快速访问工具栏”。 



更改主题 
 

现在，如果您应用内置主题，但希望更改颜色和字体，您可以从开始屏幕或在
“设计”选项卡上从设计器选择的主题变体中进行选择。

新的默认幻灯片大小
 

世界上的许多电视和视频都采用了宽屏和高清格式，PowerPoint 也是如此。在以
前的版本中，幻灯片高宽比是 4:3。在 PowerPoint 2013 中，默认设置是 16:9，
但您可以在“设计”选项卡上更改此设置。

如果您在较旧版本的 PowerPoint 中使用幻灯片，或者在较老的监视器或投影仪上
进行演示，您可能希望将幻灯片高宽比改回 4:3。要进行此更改，请单击“设计”> 
“幻灯片大小”，然后选择 “4:3”；您也可以设置自定义大小。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主题颜色、字体和效果的组合，您可以在 “幻灯片母版视图” 
中自定义它们。

单击“视图”>“幻灯片母版”，将在“背景”组中显示“颜色、字体”和“效果”选项 。



演示者视图设置
是自动设置
 

如果您在以前版本的 PowerPoint 中使用过“演示者视图”，当时可能会发现设置该
视图比较困难。PowerPoint 2013 修复了此问题，让该视图更易于使用。

您要做的就是连接投影仪和监视器，PowerPoint 会自动为您应用合适的设置。然
而，如果需要，您也可以手动控制（在监视器和投影仪之间切换）。

请注意，“演示者视图”不再需要多个显示器。现在，不必连接任何其他设备，仅从
单台监视器您就可以在演示者视图中进行预演和使用所有工具。

触控设备上的 PowerPoint
 

现在，您可以在运行 Windows 8 的触控设备上与 PowerPoint 2013 交互。您可
以使用典型触控笔势在演示文稿中轻扫、点击、滚动、显示比例、平移。



将演示文稿保存到云中  
 

“云”就像是空中文件存储区。每当您联机时，就可以访问云。 
如果您会定期旅行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且需要访问文件，那么，请考
虑将文件存储在云中。

OneDrive 是一个免费在线云服务，您可以在其中安全地访问文件和与其他人共
享。您只要有一个用于登录到 OneDrive 的免费 Microsoft 帐户即可。

登录到 Office
 

要开始保存、共享文件和将文件存储到云中，请登录到 Microsoft Office。 

在 PowerPoint 或任何 Office 应用程序中，在功能区右上角可找到您的姓名。
登录后，您可以切换帐户、更改个人资料。



如何与未使用 PowerPoint 2013
的人员协作 
与当前还在使用较早版本的 PowerPoint 的人员共享或交换文件时，请记住以
下注意事项。

在 PowerPoint 2013 中... 发生什么情况？ 我该怎么办？

打开使用 PowerPoint 2007 或更
早版本创建的演示文稿。

在 PowerPoint 2013 中，标题栏中显示 [兼容模式] 字
样。这表明该演示文稿当前是以较旧的文件格式保存的，
该格式不能识别较新的功能，例如嵌入视频、新的切换效
果、节等。

如果您希望使用所有可用的 PowerPoint 2013 功能，您需
要将演示文稿转换为最新的文件格式。 

您可以继续在兼容模式中工作。但是，如果您与之共享演示文稿
的所有人都不再使用 PowerPoint 2007 或更早的版本，则最好
将文件转换为最新格式。

要更改文件，请单击“文件”>“信息”>“转换”。

将您的演示文稿保存为 
PowerPoint 2013。

如果同事在 PowerPoint 2007 或更早版本中打开您的 
PowerPoint 2013 演示文稿，系统会显示一个提示并提供
指向用于下载免费兼容包的链接。他们需要使用兼容包才
能打开和使用采用新格式的演示文稿。如果您的演示文稿
中包含新的 PowerPoint 2013 功能或格式，您的同事 
（使用 PowerPoint 2007 或更早版本）将看到关于不受支
持的功能的警告。

在与使用较早版本的 PowerPoint 的同事共享您的 PowerPoint 
2013 演示文稿之前，请运行“兼容性检查器”工具。要检查兼容
性，在 PowerPoint 2013 中，单击“文件”>“信息”>“检查问题”>   
“检查兼容性”。

该工具会告诉您 PowerPoint 2013 中的哪些新功能在较旧的版
本中不受支持。随后您就可以决定是否删除这些功能以避免在较
早版本的 PowerPoint 中出现此类警告。 

将演示文稿保存为 
PowerPoint 2007 或更早版本的
文件。

如果同事在 PowerPoint 2007 或更早版本中打开演示文
稿，文件会正常打开 — 不需要使用兼容包。

如果您的演示文稿中包含新的 PowerPoint 2013 功能或格
式，您的同事将看到关于不受支持的功能的警告，这些格
式或功能无法在文件中显示，或者对象不可编辑。

您不必进行任何操作。

如果您将文件保存为较旧的 PowerPoint 文件格式，“兼容性检
查器”将自动运行，如果有任何不受支持的功能， 
将向您发出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