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

以「订单管理」应用为例

介绍如何设置计算公式并自动显示计算结果！

02

自己计算并一一填入计算结果真的很麻烦…

能否帮我自动计算出部分或者总体的合计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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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计算前

订单管理

 至今为止的计算方式为：手动计算数值后填入

→ 花费大量计算的时间

→ 可能会出现计算错误

手动逐一输入小计・合计金额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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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自动计算后

订单管理

 添加自动计算所需要的计算字段

→ 通过提前设置的计算公式来帮我自动计算！

→ 有效防止计算错误！

自动计算出小计・合计金额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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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字段的设置方法

在才望云中，可以根据提前设置好的计算公式、使用「计算」字段自动计算出结果。

既节省了手动计算所花费的时间，又能提高效率。

【完成效果】

 1. 配置数值字段

计算时，会使用到可以输入数字的「数值」字段和能够显示计算结果的「计算」字段。

1 配置数值字段

页面左侧的字段一览表中选择 2 个「数值」字段配置在右侧表单中。

配置「数值字段」

① ①

「单价」×「数量」＝「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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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字段名称和字段代码

打开数值字段的设置界面，设置「字段名称」「字段代码」。

把第一个数值字段修改为「单价」、第二个修改为「数量」后，点击「保存」。

※「字段代码」是用来识别字段的字符串。在设置计算公式时使用。

 2. 配置计算字段

1 配置计算字段

在页面左侧的字段一览表中选择「计算」字段后拖放至右侧表单中。

在设置计算字段时，不要忘记字段代码也要设置哦！

配置「计算」字段

①

修改为「单价」 修改为「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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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设置计算公式

让我们一起来试试通过设置计算公式，自动计算小计值并显示出计算结果吧！

1 更改字段名称

打开计算字段的设置界面，在字段名称中输入「小计」。

2 设置计算公式

设置小计的「计算公式」。此处的计算公式为「单价」与「数量」的乘积，所以输入「单价*数量」。

※在才望云的计算公式中，使用计算字段的字段代码。

※计算公式中可使用半角的“+”“-”“*”“/”等运算符。

3 更改字段代码并保存

将「字段代码」更改为「小计」后，点击「保存」。

在计算公式中输入「单价*数量」

字段代码更改为「小计」

点击「保存」

在字段名称中输入「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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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设置完成！

4. 公开或更新应用

点击页面右上方的「更新应用」，将设置结果反映到正式使用环境中。

计算公式中不可引用的字段如下：

·标签 ·选择组

·多行文本框 ·关联记录列表

·文本编辑框 ·空白栏

·附件 ·边框

·链接 ·组合

·选择用户 ·记录编号

·选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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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ry 来试用自动计算吧！
让我们来确认一下输入单价和数量后，计算结果是否会自动显示在「小计」中吧！

输入数字

自动计算出「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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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的自动计算

与表格功能相结合，还可以计算表格内字段的合计金额。

此处用「合计金额」来表示小计的合计，让我们一起来设置吧。

【完成效果】

1. 配置计算字段

① 配置「计算」字段

页面左侧的字段一览表中选择「计算」字段拖放至右侧表单中。

①
配置「计算」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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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设置计算字段

1 更改字段名称

打开计算字段的设置页面，在字段名称中输入「合计金额」。

2 设置计算公式

用「SUM 函数」计算表格内的合计值。

在计算公式中输入「SUM(小计)」，计算「小计」字段的合计金额。

※SUM()要用半角大写输入。

※()中输入想要计算的字段代码。

3 变更字段代码并保存

字段代码变更为「合计金额」后，点击「保存」。

在计算公式中「SUM(小计)」

②

在字段代码中输入「合计金额」

点击「保存」

③

字段名称中输入「合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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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表格中合计金额的计算字段就设置完成啦！

| Let’s Try 来试用自动计算吧！
让我们来确认一下表格内小计的合计结果是否会显示在合计金额字段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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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应用示例

 日期・时间的计算

计算字段除了可以计算数值，还可用于计算日期・时间。

「例：换算时间的计算公式（结束–开始）」

 文本字段的合并

还可以合并两个及以上「文本框」字段。

「例：姓名的合并（姓&名）」

①配置一个用来显示合并结果的「单行文本框」字段（姓名）

②打开字段的设置页面，选择「自动计算」选项

③在下面的文本框中输入计算公式「姓&” ”&名」

※计算中使用字段代码。

※字符的合并使用（半角）的「&」。

※要添加任意字符或空格（空白）时使用半角的「” ”」。

结束-开始＝时长

姓&” “&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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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计算使用范例

 费用报销

在费用报销中，活用自动计算不仅可以防止计算出错，还可以统计各类费用。

 销售额管理

在销售管理中，活用自动计算可以计算出销售目标、实际销售额、利率等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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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询管理

在来询管理中，活用自动计算可以计算出接待客户花费的时间。

使用自动计算功能，可以快速显示计算结果，非常便捷哦！

还能与表格相结合，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场景！



15

IF 函数的设置方法

才望云的计算公式中可以使用 IF 函数。（2020 年 1 月更新的功能）

IF 函数是指根据设置的条件公式更改显示值的函数。

比如可以根据合计金额的不同更改折扣百分比；根据分数是否符合条件更改结果等设置。

＊比较对象为数值时，以上运算符可全部使用

＊比较对象为文本时，只可使用「=」, 「!=」, 「<>」运算符

下面以订单管理为例，让我们来试试如何设置根据不同的合计金额，从而更改成交价的计算公式吧！

【完成效果】

「合计金额满 10 万元时显示 15%折扣的价格；不满 10 万元时直接显示合计金额」

IF(合计金额＞＝100000, 合计金额*0.85, 合计金额)

计算公式：IF(条件公式,真时,假时)

条件公式中可以使用的运算符

「=」：字符串或数值的值相等时为真，不相等时返回假

「!=」：使「=」的比较结果反转

「<>」：结果与「!=」相同

「<」：如左边的数值小于右边，则返回真，大于则返回假

「>」：如左边的数值大于右边，则返回真，小于则返回假

「<=」：如左边的数值小于等于右边，则返回真，大于则返回假

「>=」：如左边的数值大于等于右边，则返回真，小于则返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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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配置计算字段

设置 IF 函数时，需要用到能显示计算结果的「计算」字段。

1 配置计算字段

在订单管理的应用设置界面中，添加一个用来显示成交价格的字段（计算字段）。

从页面左侧的字段一览表中拖拽「计算」配置在右侧。

 2. 设置计算公式

让我们一起来试试使用 IF 函数设置计算字段的计算公式吧。

1 更改字段名称

打开计算字段的设置页面，在字段名称中输入「成交价格」。

配置「计算字段」

①

在字段名称中输入「成交价格」



17

2 设置计算公式

输入表示「合计金额满 10 万元时显示 15%折扣的价格；不满 10 万元时直接显示合计金额」的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IF(合计金额>=100000, 合计金额*0.85, 合计金额)

＊在计算公式中，使用要计算字段的字段代码。

＊计算公式中，使用+ - * /（半角）运算符。

＊在 IF 函数的条件公式中要引用复选框或多选时，使用 CONTAINS 函数。

3 保存

「字段代码」更改为「成交价格」后，点击「保存」。

计算公式中输入「IF(合计金额＞＝100000, 合计金额*0.85, 合计金额)」

字段代码更改为「成交价格」

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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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函数设置完成啦！

不只有「计算」字段可以使用 IF 函数，「单行文本框」字段的计算公式也可

以设置 IF 函数！

下面会有「计算评分」的使用示例介绍，一起来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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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ry 来试用 IF 函数吧！
让我们来确认一下合计金额满 10 万元时是否显示为 15%折扣的价格吧！

合计金额不满 10 万日元时：成交价格与合计金额相等

合计金额满 10 万日元时：成交价格以 15%折扣的价格显示

输入数值

以 15%折扣的价格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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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ple IF 函数使用范例

 计算住宿费

「有」早餐的住宿费为 500 元、「无」早餐的住宿费为 300 元。

计算公式：IF(早餐="有", 500, 300)

＊「早餐」设置为下拉菜单字段或者单选按钮字段，用来判断是否选择了「有」。

在指定下拉菜单或单选按钮为条件时，请用 ""（双引号）括起字段名称。

 计算得分

IF 函数可进行 nest（嵌套）。

考试的分数为 100 分则显示满分，达到 80 分则显示及格，都不满足时则显示不及格。

计算公式：IF(分数=100,"满分",IF(分数>=80,"及格","不及格"))

＊由于结果为字符串，所以在单行文本框字段中设置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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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 AND、OR、NOT 函数、CONTAINS 函数

 AND、OR、NOT 函数的使用方法

使用 AND、OR、NOT 函数，可使 IF 函数的条件公式更易书写。

 计算得分（AND 函数）

「学科」和「技能」的成绩均为 80 分及以上，显示「合格」；否则显示「重考」。

计算公式：IF(AND(学科>=80, 技能>=80),"合格","重考")

＊指定字符串时需使用""（双引号）。由于结果为字符串，所以在单行文本框字段中输入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较长时，可自动换行显示或通过换行符换行显示。

计算公式：AND(条件公式 1, 条件公式 2, ...)

所有条件公式均为真时返回真。此外返回假。

计算公式：NOT(条件公式 1, 条件公式 2, ...)

条件公式为假时返回真。条件公式为真时返回假。

计算公式：OR(条件公式 1, 条件公式 2, ...)

任意一个条件公式为真时返回真。所有条件公式均为假时返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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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得分（OR 函数）

「学科」或「技能」中任意一项的分数达到 80 分或 80 分以上，显示「合格」；否则显示「重考」。

计算公式：IF(OR(学科>=80,技能>=80),"合格","重考")

＊指定字符串时需使用""（双引号）。由于结果为字符串，所以在单行文本框字段中输入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较长时，可自动换行显示或通过换行符换行显示。

 计算得分（NOT 函数）

「学科」和「技能」的总分「未达到 160 分及以上（NOT）」时，显示「重考」。

计算公式：IF(NOT(学科+技能>=160),"重考","合格")

＊指定字符串时需使用""（双引号）。由于结果为字符串，所以在单行文本框字段中输入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较长时，可自动换行显示或通过换行符换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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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INS 函数

使用 CONTAINS 函数，可在计算公式中使用复选框和多选。

复选框字段中选择了「完成」时显示「已勾选」，未选择时显示「未勾选」。

计算公式：IF(CONTAINS(复选框, "完成"),"已勾选","未勾选")

周几上班字段中选择了周日时显示「周日上班」，未选择时显示「周日不上班」。

计算公式：IF(CONTAINS(周几上班, "周日"), "周日上班", "周日不上班")

住宿选项字段中选择了「有早餐」时，500 元的住宿费将增加 100 元，未选择时住宿费显示为 500 元。

计算公式：500+IF(CONTAINS(住宿选项, "有早餐"), 600, 0)

计算公式：CONTAINS(字段代码, 选项名称)

「字段代码」所指定的字段中，选择了「选项名称」所指定的选项时返回真，否则返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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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其他函数

 ROUND 函数

在计算公式中指定 ROUND 函数，可将数值四舍五入至指定的位数。

还可设置 ROUNDDOWN 函数 ROUNDUP 函数，进行向下舍入和向上舍入。

＊第 1 参数[数值]中指定数值字段的字段代码。

＊第 2 参数[位数]中指定要四舍五入、向下舍入、向上舍入的位数。以上函数均可省略第 2 参数[位数]。省略第 2 参数时，视为指定“0”。

例）对单价＊数量的合计结果进行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计算公式：ROUND(单价*数量, 1)

＊ROUND、ROUNDDOWN、ROUNDUP 函数需要用大写输入。

计算公式：ROUND(数值[, 位数])

对数值进行「四舍五入」。可指定四舍五入的位数。

计算公式：ROUNDUP(数值[, 位数])

对数值进行「向上舍入」。可指定向上舍入的位数。

计算公式：ROUNDDOWN(数值[, 位数])

对数值进行「向下舍入」。可指定向下舍入的位数。

100.23 元四舍五入后保留一位小数

感谢您的阅读！

让我们活用各种函数，更加便捷地使用自动计算吧！

テーブルと組み合わせることで、様々なシーンでも活用でき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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