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技术 7 年级 ( 上 )                                                                                                                                                                                   

在我们接触的信息中，有大量的数据信息，那么我们是如何收集数据的呢？收

集的数据又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在线数据处理 ：初中生课外阅读调查

主题描述	 ★		★		★		★		★		★		★		★		★		★		★		★		★		★		★		★		★		★

该主题介绍用手机、平板或电脑等设备进行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处理，在电子

表格中录入与编辑数据，用公式和函数对数据进行统计计算，用排序、筛选和分类

汇总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通过在线图表生成统计图表，并进行分享。

本次活动主要完成数据的收集和录入，为后续进行数据处理做准备。

平台	 ★		★		★		★		★		★		★		★		★		★		★		★		★		★		★		★		★		★		★

能上网的电脑、手机、平板、问卷调查网。

软件	 ★		★		★		★		★		★		★		★		★		★		★		★		★		★		★		★		★		★		★

Excel 或WPS 表格。

特点	 ★		★		★		★		★		★		★		★		★		★		★		★		★		★		★		★		★		★		★

1. 通过基于网络环境下的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或者学生对学校同学进行实

际走访调查获得原始数据。学习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运用。

2. 主题从实际生活出发，调查学生课外阅读情况，让学生自己制订调查项目，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同时，由于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习了统计的初步知

识，对于调查统计有一定了解，所以本项目也是学生把多学科知识进行整合的学习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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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主题

首先，我们应该确定调查目的，确定调查主题，本项目“调查学生课外阅读情况”

是一个大主题，通过学生小组讨论，制订出调查内容，明确调查途径和目的。

学习都还可以细化，例如：下表是某小组细化后的成果。

确定主题，收集用用活动1		

活动信息卡

主题：																																																																						小组编号：

活动信息：

编号 调查内容 调查途径 调查目的

1 参与调查者性别 网络问卷调查
便于了解男女同学在选择

课外图书上的区别

2

一周课外阅读用的时间（分为四个

选项：1小时内；1-2小时；2-3

小时；3小时以上）

网络问卷调查 了解课外阅读时间分配

3

你喜欢阅读什么类型的读物（分为

科普类、文学名著、动漫类、玄幻

小说、报刊杂志、励志类图书）

网络问卷调查
了解中学生喜欢的读物类

型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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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时，同学们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制作调查题目后，

实际走访调查，利用网络收集数据等。下面以“问卷星”为例来说明如何通过网络

收集数据。

第一步，登录问卷星网站 http://www.sojump.com，问卷星是一个免费网络问

卷调查网站，登录时你可以用你的 QQ 号登录，也可以注册一个问卷星账号，然后

再登录。

第二步，创建问卷并发布问卷。

登录问卷星网后，按以下步骤 ( 图 1)，创建并发布问卷。

注意事项：编辑问卷时，可以根据你要调查的问题，选择“单选”或“多选”

等题目。

第三步，分享问卷，你可以通过复制问卷链接或通过微信扫一扫把问卷分享给

你的调查对象（图 2）。

单击“创建新问卷” 输入“问卷名称” 用“单选”、“多选”等题编辑制作问题

图1  创建并发布问卷

图2  通过网页链接或微信扫一扫分享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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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录入数据

进入问卷调查网，可以即时查看调查数据。	

注意事项：

1. 同学们在收集调查数据时，一定要先明确调查目的，有针对性地制订好调查

问题，然后开展调查活动。不论是人工调查还是网络问卷调查，都应尽可能使被调

查者积极地参与到你的调查活动中。

2. 在这里的示例操作中，我们只录入了一个问题，即“一周课外阅读时间”的

调查数据。同学们可以把自己的其他问题的数据，用类似的方法录入到新的工作表

中，这样对多种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信息。

至此，数据的获取就完成啦！下一步，我们就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看

从中能发现什么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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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在线调查网站的数据处理功能通常比较弱，所以要做大量数据的进入排

序、筛选、分洪汇总等处理时可以借助 Excel 电子表格等软件，本阶段的学习与前

一主题对应阶段的学习一致。]

  第一步，了解用活用身计算

当我们获得了数据后，这些数据常常是杂乱无章的，为了从这些数据中发现规

律或提取出新的信息，我们常常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例如，在开展课外读书活动的演讲比赛中要评选“阅读之星”，那么，当评委

对各个选手打分后，我们就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处理，以便评选出“阅读之星”。

  第二步，实际操练，用公式和函用进行

1. 用公式进行计算

公式是以“=”开头的计算式子，如图 1。我们要在 C6 单元格计算人数合计，

那么只需要在 C6 单元格中输入“=C2+C3+C4+C5”并按回车键，就可以在这个单

元格中显示出计算结果。

注意：

（1）在公式中，引用了单元格地址，不要把公式输入成“=55+41+37+70”这种

直接用数据的形式。因为这样的计算式子，当单元格中的数据发生变化时，计算结

果却不能同时更新，而在公式中引用单元格地址时，公式的计算结果会随着单元格

中的数据的变化而更新。

（2）用公式进行计算时，单元格内显示的不是公式本身，而是公式的计算结果。但是，

当我们选中含有公式的单元格时，编辑栏会显示公式本身，这样便于我们查看公式。

用用身统计计算活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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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函数进行计算

有两种方法可以输入函数的方法：

方法一：直接输入函数。

这就要求同学们理解并记住一些常见函数的格式和功能。如求和函数SUM(	),	平

均值函数AVERAGE(	), 最大值函数MAX(	)，最小值函数MIN(	)，计数函数COUNT(	)。

对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使用求和函数进行计算，如图 2所示。

方法二：利用函数向导插入函数。

首先选中需要插入公式的单元格，然后单击“开始”按钮，弹出“插入函数”

对话框，在对话框中选择需要的函数 , 然后再设置函数参数。在“插入函数”对话

框中列举出了 Excel 的所有函数，同学们可以利用“插入函数”了解函数的格式和

功能，如图 3所示。

图1  公式进行计算

图2  用函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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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式的复制

上例中的“所占比例”的计算公式是类似的，对于这种计算，我们可以先做好

第一个数据的计算公式，然后通过复制公式的方法实现快速计算。下面以此为例，

说明公式的复制操作方法。

（1）输入第一个数据计算的公式

根据数学知识可知，“所占比例”的计算公式是“人数”除以“合计”，如图 4

所示，在 D2 单元格输入计算“所占比例”的公式“=C2/$C$6”。注意，这个公式

中，单元格 C6 的地址引用是绝对引用。请同学们思考，为什么这里要用绝对引用，

用相对引用会有什么问题？

③单击插入函数

①选中单元格

图3  插入函数向导

图4  输入第一个数据计算的公式

56



信息技术 7 年级 ( 上 ) 在在用用处理 信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2）复制公式

拖动“填充柄”利用自动填充功能进行公式的复制，如图 5 所示。如果你的文

档中的计算结果不是显示百分比数据，请在复制公式之前把单元格的数据格式设置

成百分比格式。

图5  公式的复制

图6  利用公式与函数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步，灵活应用，解决实际问题

在面对实际生活中的数据计算问题时，我们应该根据实际问题的情况，合理构

造出计算公式或选择恰当的函数来解决实际问题。

如图 6，我们要计算参与“阅读之星”演讲比赛各位选手的各项成绩，就要综

合运用前面的知识。（参考原始数据文件 : 阅读之星演讲比赛成绩 .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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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计算选手 1 的总分、平均分、最高分、最低分和最后得分，然后利用公

式复制，快速计算其他选手的各项成绩。

提示：

选手 1的总分的计算公式是 =SUM（B3:H3）

选手 1的平均分的计算公式是 =AVERAGE（B3:H3）

选手 1的最高分的计算公式是 =MAX（B3:H3）

选手 1的最低分的计算公式是 =MIN（B3:H3）

按比赛规定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值作为该选手的最后得

分，所以选手 1的最后得分的计算公式是“=（I3-K3-L3）/5”。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选手 1的最后得分还有其他计算公式吗？

以上，我们主要是学习了用公式与函数进行数据计算处理的知识，感受到了计

算机进行计算的快捷和方便，希望同学们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

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把这些知识与自己数学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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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我们常常会面临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数据，如何让这些数据为我们所用呢？

本次活动，以调查数据为例，学习数据的排序、筛选和分类汇总等数据处理知识。

（一）排序

排序可以使数据更有规律，便于查询。在实际生活中，排序是经常见到的。如

汽车站的发车时刻表就是通过排序处理的，这便于乘客查询某时刻的车次。下面让

我们以“阅读之星”演讲比赛成绩排名为例，来演示排序的方法。

通过上一活动的学习，我们把每个选手的最后得分计算出来了，现在我们按最

后得分从高到低（降序）进行排名，以便学校对获奖选手颁发奖状 ( 图 1)。

用用处理活动3		

图1  需要排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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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用排序命令排序。

第一步 , 选中数据区域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

第二步，单击“数据－排序”进入排序对话框 ( 图 2), 然后“主要关键字”设置

为“最后得分”，“排序依据”为“数值”，“次序”为“降序”，并按“确定”按钮。

第三步，自动填充名次。

如图 3，分别在前两个单元格中输入名次 1 和 2，然后选中这两个单元格，再

向下拖动填充柄，自动填充其他选手的名次。

图2  按关键字排序

图3  自动填充其他选手的名次

　　选中前
两个单格，
再向下拖动
填充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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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在 N2 单元格输入“=RANK(M2,$M$2:$M$21,0)”，这样就可以计算

出选手 1的名次，然后再利用自动填充功能快速获取其他选手的名次。

注意 ：这里指定排序范围时，引用单元格用的是绝对地址。

用排名函数 RANK() 排名后，原始数据的顺序不会发生变化。

( 二 ) 筛选

筛选是在大量数据中找出满足条件的记录的方法。

问题：我们希望查看七年级男生中，有哪些同学喜欢阅读科普类读物，而且一

周课外阅读时间大于 2小时。

第一步：打开“学生喜欢的课外读物 .xlsx”文件，把活动单元格定位到数据区

域中的任意一个单元格上。

第二步：单击“数据”选项卡中的“筛选”操作选项，这里表格的字段名右侧

会出现下拉箭头，通过这些下拉箭头可以设置筛选条件。在设置“一周课外阅读时

间大于 2 小时”这个筛选条件时，需要使用“数字筛选”( 图 5)。通过筛选后，把

不满足条件的记录隐藏，只显示符合条件的记录，同时在底部状态栏右侧还可以看

到符合条件的记录个数。再次单击“筛选”按钮则取消筛选。

从排序后的数据可以发现，通过排序命令排序后，数据的先后顺序发生了

变化。

方法二：利用排名函数 RANK(	) 排序。

排名函数 RANK(	) 的格式如图 4。

图4  排名函数RANK（）的名次

指定哪一个数据参与排名 升序(0)还是降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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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类汇总

在“学生喜欢的课外读物 .xlsx”调查数据中，我们希望从中获得以下信息 ：

问题一：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一周课外阅读时间的平均值各是多少？

问题二：所有学生中，喜欢和不喜欢阅读科普类图读的学生人数各是多少？

我们可以通过分类汇总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在进行分类汇总之前，我们需要明

确以下三个要素：一是对哪个字段进行分类（分类字段），二是把什么字段的数据

汇总（汇总字段），三是如何汇总（汇总方式）。请认真观察下表，明确解决每一个

问题的方法。

分类汇总三要素

问题 分类字段 汇总项 汇总方式

问题一 年级 一周课外阅读时间 平均值

问题二 科普类 科普类(也可以其它字段) 计数

图5  筛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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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筛选操作

图6　分类汇总

现在就可以进行分类汇总的操作了：

先解决问题一

第一步：分类。

问题一的分类字段是“年级”，所以

把“年级”字段排序（升序或降序均可），

通过排序把该段中的记录按序集中在一

起，达到了对该字段分类的目的。

第二步：进行汇总。

问题一的汇总项是“一周课外阅读时

间”，汇总方式是“平均值”，单击“数据”

选项卡中的“分类汇总”操作选项，弹出“分

类汇总”对话框，如图 6所示，按问题要

求设置分类汇总中的分类字段、汇总项和

汇总方式，单击“确定”完成分类汇总。

	第三步，查看汇总结果

分类汇总后的结果如图 7 所示，通过单击分类层级 1,2,3 和收缩按钮可以很方

便地查看到汇总结果。要取消分类汇总，请单击图 6中的“全部删除”按钮即可。

再解决问题二（留给同学们做练习）

本次活动是学习了排序、筛选和分类汇总三个数据处理知识，通过这些方法可

以把收集到的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数据变得列有规律，从而可以提取出新的信息。

分类层级

收缩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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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察身身身统计图用，了解统计图用身电用

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列举身边的统计图表的实例，了解统计图

表的作用，填写下表。

活动信息卡

统计图表 应用场景 发现的信息 制作者的意图 真实性

柱形图

扇形图

拆线图

( 二 ) 电电统计图

1. 查看问卷调查在线网站中的统计图表

在线制作统计图表比较方便，在“问卷星”网站中，进入“统计 / 分析”界面

后，可以针对每一个调查项目选择统计图表类型，网页上会即时显示对应的统计图

表。（图 1）

用用身图形化用达活动4		

64



信息技术 7 年级 ( 上 ) 在在用用处理 信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下面我们用以下表格数据如何在“图表秀”在线图表生成网站中生成统计图为

例，说明在线图表的制作方法。

序号 喜欢课外读物类开型 人数

1 科普类 90

2 文学名著 118

3 动漫类 83

4 玄幻小说 92

5 报刊杂志 83

6 励志类图书 86

2. 利用在线图表生成网站制作统计图表

“图表秀”(http://	http://www.tubiaoxiu.com) 就是一个制作在线图表的网站，

你可以用你的 QQ 号码直接登录这个这网站。如图 2 所示，登录图表秀网站后，你

可以在“我的图册”中“新建图册”

图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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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第一步：添加图表

单击图 2的“新建图册”后，再单击图 3中的“添加图表”。

图4

第二步：选择图表类型 ( 图 4)，这里选择“传统图表”中的“柱形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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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7

图6

第三步：编辑图表

编辑图表包括编辑图表数据和图表属性的编辑，如图 5、6、7。

首先输入图表数据

必须更改标题

还要改y轴上的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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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用享你身图用

至此在你的图册中就创建好了一份统计图表，你可以把你的统计图表进行分享

或导出成为图片，供在其他地方使用，如图 8所示。

( 四 ) 用用用用提取新身身

本次活动学习了制作统计图表的方法，制作统计图表的目的是为了更直观地展

示数据，因此我们要根据各个统计图表的特点，结合实际问题的需要制作对应的统

计图表。

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调查数据制作的统计图表，用语言概括出从这些图表中发

现的新信息，便于下次活动中在成果汇报中使用。

例如，从上面的学生喜欢各类读物的人数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喜欢文学名

著的同学最多，喜欢其他读物的人数差距不大，还发现喜欢玄幻小说的人数也比较

多，但玄幻小说在休闲时阅读就可以了，建议同学们多选择科普、文学等作品进行

深度阅读。

分享你的图表 导出图表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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