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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Excel, this paper designs a general calculation model of real interest rates for 
loans and instalments. The model is very applicable and can easily calculate the real interest rates 
of various types of loans and instalments. In addition, the pretax capital cost of bond financing and 
the gain on bond investments can be calculated. The design of the model is simple. The interface is 
simple and beautiful. The operation is easy. The model can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form according 
to the input data. The multi scheme comparison can be realized easily with the scenario manager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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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基于Excel设计了一个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实际利率的通用计算模型，该模型适用

性很强，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各类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实际利率，此外还可以计算出债券融资

的税前资本成本和债券投资的收益率等。该模型设计方法简单，界面简洁美观，操作简便，

能够根据输入的数据自动调整表格，结合方案管理器工具可以轻松实现多方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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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近几年来，互联网贷款平台和小额贷款公司蓬勃发展，各种新型贷款产品不断涌现。传统商

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竞争，也不断推出各类新的贷款产品。与此同时，具有融资性质的各种分

期付款也让人眼花缭乱。借款者和消费者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各类贷款和分期付款中做出选择，

融资成本，即融资的实际利率，无疑是他们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然而，为吸引客户，贷款和分期付款产品宣传的利率与实际利率常常不符。例如（例1），某

银行推出一种贷款产品，采用等额本息偿还，宣传的利率是1年期3.09%，2-3年期3.27%。如

果贷款100000元，期限3年，每月偿还（100000+100000×3.27%×3）/36=3050元，同样的方法

计算出，期限2年每月偿还4440元，期限1年每月偿还8591元。事实上，该贷款的实际利率远

高于宣传的利率。 

甚至有些贷款和分期付款产品一方面宣传零利率，一方面收取各种手续费、服务费。例如（例

2），某信用卡账单分期，零利率，月服务费率0.6%，分12期，服务费率8折优惠，如果分期总

额10000元，则每月服务费10000×0.6%×0.8=48元，每月需还款10000/12+48=881.33元。 

当然，还有一些分期付款产品根本不提及利率问题。例如（例3），某省脐血库脐带血20年储

存费用，如果一次性付清为18580元；如果分三年付清，需首付4980元，以后三年每年付5300

元，共计20880元；如果分五年付清，需首付3980元，以后五年每年付3720元，共计22580元。 

因此，为了更好地进行融资决策，需要计算各种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实际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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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的计算方法 

贷款种类繁多，其实际利率受到还本和付息方式的影响。一般来说，长期贷款常见的还本付

息方式有等额本息还款法、等额本金还款法、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等方式；

短期贷款常见的付息方式有收款法（贷款到期时付息）、贴现法（贷款发放时付息）和加息

法等。等额本息还款法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近似，而加息法虽然也是每期偿还相同金额的

本息，但其实际利率近似是名义利率的两倍。例1中的等额本息偿还，实际上属于加息法付息，

实际利率是宣传的利率的两倍左右。一般的借款者并非专业人士，很难区分出某个贷款产品

具体的还本付息方式，并进而算出实际利率。 

根据最新的会计准则，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来现金

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或该金融负债摊余成本所使用的利率。通俗地讲，实际利

率就是使现金流入现值等于现金流出现值的折现率,也就是净现值等于零的折现率，即内含报

酬率。 要计算出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实际利率，可以用逐步测试法和插值法，也可以用 Excel 

中的 IRR 函数或者 RATE 函数。IRR 函数适用范围较广，但有时较为繁琐；RATE 函数较简洁，

但主要适用于各期付款额相同的情况。 

IRR 函数和 RATE 函数计算出的是每个付款期的利率。为便于比较，实际利率通常需统一换算

成实际年利率。实际年利率=（1+付款期利率）^每年的付款期数-1。 

为简化计算，这里设计一个适用于各类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计算的通用模型，只需要输

入各期的收付款额等数据，就可以直接得出实际利率。 

3. 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计算模型设计 

本文用Excel2010软件进行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计算模型设计，模型设计效果如图1所示，

具体设计步骤如下： 

 

 
图1 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计算模型设计结果（各期还（付）款额相同时的模型效果） 

3.1. 数据输入区域设计 

（1）输入文本。合并 B3:C3单元格，输入文本“数据输入区域”。在 B4:B8单元格区域，依

次输入文本“贷款总额（或全额付款额）”、“贷款时支付的手续费、服务费、利息等（或分

期付款首付）”、“还（付）款间隔期（月）”、“还（付）款总期数”、“各期还（付）款

额是否相同”，在 B10单元格输入文本“各期还（付）款额”。 

（2）设置 C8单元格。使 C8单元格只能为“是”或“否”。方法：单击【数据】选项卡下【数

据工具】中【数据有效性】下【数据有效性】命令，弹出【数据有效性】对话框，在其【设

置】选项卡的【有效性条件】中【允许】下拉列表中选择“序列”，在【来源】中输入“是,

否”。这样在 C8单元格中就产生一个下拉箭头，只能选择“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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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第9行中的期数显示。当 C8单元格为“是”即各期还（付）款额相同时，第9行显示

空白（如图1）。当 C8单元格为“否”即各期还（付）款额不同时，可以输入各期不同的金额

（当然也可以输入相同的金额，如图2），因而模型应能够根据“还（付）款总期数”自动调

整表格，以便于使用者填写。例如，图2中所示，当“还（付）款总期数”为“12”，“各期

还（付）款额是否相同”为“否”时，第9行应自动显示出第1期至第12期。 

 

 
图2 各期还（付）款额不同时的模型效果（部分） 

 
设置方法如下：首先在 C9单元格中输入公式：=IF(C8="否",1,"")，然后在 D9单元格中输入

公式：=IF(C9<$C$7,C9+1,"")，并将该公式向右复制。由于还款期数一般不超过50年（每月1

期，共600期），因此这里将公式向右复制至 WD9单元格，这样能够实现最多600期的显示。为

显示成“第*期”的形式，选中 C9:WD9单元格区域，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选择【数

字】选项下【自定义】，在【类型】中输入“"第"0"期"”。 

3.2. 计算过程区域设计 

（1）输入文本。合并 B12:C12单元格，输入文本“计算过程区域”。在 B13，B14，B16，C13

单元格中依次输入“时期”、“现金流量”、“付款期利率”、“第0期”。 

（2）编辑公式。在 C1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4-C5)。在 D1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9，并

将该公式向右复制至 WE13单元格。在 D1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IF(D13<=$C$7,C10,"")，并向

右复制至WE14单元格，该公式能保证在数据输入区域多输入的无用数据，不会影响计算结果。

在 C16单元格中输入公式：=IF(C8="否",IRR(C14:WE14),RATE(C7,-C10,C4-C5))。 

3.3. 结果输出区域设计 

（1）输入文本。合并 E3:G3单元格，输入文本“结果输出区域”。合并 E4:F4单元格，输入

文本“实际（年）利率”。 

（2）设置 G4单元格。在该单元格中输入公式：=(1+C16)^(12/C6)-1，即可计算出实际年利率

数值。按照惯例，可将该单元格设置成百分比并保留两位小数的形式。 

3.4. 其他设置 

（1）常规设置。根据需要设置字体、字号、边框、底纹等，并取消网格线。 

（2）设置边框随期数自动调整。第9、10行和第13、14行的边框应能够根据期数自动调整。

以第9、10行为例，设置方法如下：选中 D9：WD10单元格区域，单击【开始】选项卡下【样式】

中【条件格式】下【新建规则】命令，打开【新建格式规则】对话框，在【选择规则类型】中

选择“使用公式确定要设置格式的单元格”，在【为符合此公式的值设置格式】中输入：

=OR(D$9<>"")，单击右下角【格式】按钮打开【设置单元格格式】对话框，在【边框】中选择

“外边框”，然后确定即可。 

（3）隐藏计算过程区域。为使模型更加简洁，可隐藏计算过程区域。方法：选中第12至16行，

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隐藏】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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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计算模型的应用 

4.1. 基本应用 

基本应用，是指利用该模型可方便地进行各类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的计算。 

如例1中的贷款。贷款金额100000元，贷款时无其他费用，1年期，每月偿还8591元，即还款

间隔期为1月，还款总期数为12期，各期还款额相同，为8591元。因此，只需在 C4:C8单元格

区域和 C10单元格中，依次输入100000、0、1、12、是、8591，即可得到1年期贷款的实际年

利率是5.81%（如图1所示）。同样的道理，可得到2-3年期贷款的实际年利率是6.35%。它们

均明显高于宣传的利率1年期3.09%，2-3年期3.27%。 

例2中的信用卡账单分期。分期总额10000元，每月还款881.33元。在 C4:C8单元格区域和 C10

单元格中，依次输入10000、0、1、12、是、881.33，可得到该分期的实际年利率是10.98%。

如果认为该分期的年利率是0.6%×0.8×12=5.76%，则明显低估了该项融资的成本。 

例3中的分期付款。在 C4:C8单元格区域和 C10单元格中，依次输入18580、4980、12、3、是、

5300，可得到分三年付清的实际年利率是8.24%。同样的，依次输入18580、3980、12、5、是、

3720，得到分五年付清的实际年利率是8.65%。如果消费者能够以小于8.24%的成本融到资金，

或者投资收益小于8.24%，可以选择一次性付清。 

4.2. 其他应用 

4.2.1债券融资税前资本成本的计算 

例4 ABC 公司拟发行30年期的债券，面值1000元，利率10%（按年付息），所得税税率40%，发

行费用率为面值的1%。 

经过分析，在 C4:C8单元格区域依次输入1000、10、12、30、否，每期利息是1000×10%=100

元，所以第1-29期的付款金额输入100，第30期的金额输入1100。该模型能自动算出该债券融

资的税前资本成本是10.11%。 

4.2.2债券投资收益率的计算 

例5 ABC 公司20×1年2月1日以1105元的价格购买一张面额为1000元的债券，其票面利率为8%，

每年2月1日计算并支付一次利息，并于5年后的1月31日到期。该公司持有该债券至到期日，

计算其到期收益率。 

经过分析，在 C4:C8单元格区域依次输入1105、0、12、5、否，第1-4期的付款金额输入80，

第5期的金额输入1080，该模型自动算出该债券投资的收益率是5.54%。 

4.3. 多方案比较 

借助于方案管理器工具，本模型能轻松实现多个方案的对比。下面仍以例1说明操作步骤。 

1.打开方案管理器。单击【数据】选项卡下【数据工具】中【模拟运算】下【方案管理器】命

令，打开【方案管理器】对话框。 

2.添加方案。单击右上角【添加】按钮，弹出【添加方案】对话框，在【方案名】中输入“一

年期”，【可变单元格】中输入$C$7,$C$10，单击【确定】，在打开的【方案变量值】对话框

中依次输入12、8591,然后单击【确定】，返回【方案管理器】对话框。用同样的方法添加方

案二、方案三。 

3.显示比较结果。在【方案管理器】对话框中，单击【摘要】按钮，打开【方案摘要】对话

框，在【结果单元格】中选择$G$4单元格，单击【确定】，Excel 会自动生成一张名为“方案

摘要”的工作表（如图3所示）。为使显示结果易于理解，已事先给相关单元格定义了名字。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36

481



 

 
图3 利用方案管理器进行多方案对比 

5. 总结 

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实际利率，是借款者和消费者决策时需重点考虑的因素。本文基于 Excel

设计了一个贷款和分期付款实际利率的通用计算模型，该模型适用性很强，可以很方便地计

算出各类贷款和分期付款的实际利率，此外还可以计算出债券融资的税前资本成本和债券投

资的收益率等。该模型界面简洁美观，能够根据输入的原始数据自动调整表格，操作简便，

结合方案管理器工具可以轻松实现多方案对比，设计方法也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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