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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MATLAB程序设计技术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 

4.2  流程控制 

4.3  用户参数交互输入 

4.4  程序设计技术 

4.5  MATLAB程序调试技术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 

一、脚本文件和函数文件 
 将MATLAB命令窗口中一行一行输入的命令汇集在一

个文件中，这样一来要输入这一组命令时，只需输入
这一文件名。这种文件称为MATLAB的脚本文件，其
文件扩展名为.m  。 

 另一类非常重要的M文件是MATLAB函数文件，它由
五部分构成 

函数定义行 

H1行 

函数帮助文本 

函数体 

注释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脚本文件(stat1.m): 

% 求阵列x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 

[m,n]=size(x); 

if m==1 

   m=n; 

end 

s1=sum(x); s2=sum(x.^2); 

mean1=s1/m; 

stdev=sqrt(s2/m-mean1.^2); 

举 

例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函数文件(stat2.m)： 

function [mean1,stdev]=stat2(x) %函数定义行 

% 求阵列x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H1 行 

% 调用格式为   | 

%       [mean,stdev]=stat2(x)               | 函数帮助文本   

[m,n]=size(x);  %以下为函数体,其中可包含注释 

if m==1 

   m=n; 

end 

s1=sum(x); s2=sum(x.^2); 

mean1=s1/m; 

stdev=sqrt(s2/m-mean1.^2); 

关键字 
函数名(与文件名一致) 

局部变量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二、函数工作空间 

           对以上的脚本文件stat1.m和函数文件stat2.m, 分
别执行后, 发现执行stat1.m时, 产生了所有由stat1.m

产生的变量, 而执行stat2.m则只产生函数返回的结
果变量, 其它由函数文件产生的变量只存在于特定
的函数工作空间中。 

          这样，利用MATLAB函数设计程序时，只需考
虑由函数返回的结果变量，方便设计人员；但同时
也给调试程序带来了不便，幸好MATLAB给程序
设计提供了专用的调试器。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在每个函数工作空间中，可能有三类变量： 

输入／输出变量，与上一级函数或主程序交
换数据； 

在函数内临时产生的变量（称局部变量）； 

由调用函数、主程序或其它函数定义的全局
变量。 

全局变量应用global定义，例如： 

          global  alpha，beta，x，y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在MATLAB函数的使用中，引用的输入/输出变量 

数可少于定义的变量数。此时在函数设计中，必
须进行相应的处理。 

nargin: 给出输入变量个数； 

nargout：给出输出变量个数； 

function  c = testarg1(a, b) 

if (nargin == 1) 

c = a.^2; 

elseif  nargin == 2 

c = a*b; 

end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三、子函数 

            在一个函数文件中，可包含多个函

数，其中第一个函数名应与文件名同名
，其余函数统称为这一函数的子函数，
它们只能在这一函数内部才能使用。  例
如： 

 



4.1  MATLAB程序设计初步（续） 

function [avg,med] = mmval(u)         %主函数 
% Find mean and median with internal  functions. 
n = length(u); 
avg = mean(u,n); 
med = median(u,n); 
 
function a = mean(v,n)                %子函数 
% Calculate average. 
a = sum(v)/n; 
 
function m = median(v,n)            %子函数 
% Calculate median. 
w = sort(v); 
if rem(n,2) == 1 
m = w((n+1)/2); 
else 
m = (w(n/2)+w(n/2+1))/2; 
end 
 

子函数只能被
mmval调用 



4.2流程控制 

流程控制语句可改变程序执行的流程，MATLAB有四 

类流程控制语句： 

 

 if，else，elseif，end                      条件转移语句； 

 switch，case，otherwise，end      情况切换语句； 

 for，end  指定次重复的循环语句； 

while，end                    不定次重复的循环语句。 

 

这些语句给MATLAB程序设计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
给设计带来了灵活性。 



4.2流程控制（续） 

一、条件语句 

常用的格式为： 

    if  a<0 

        disp(‘a为负数’) 

        elseif a>0 

             disp(‘a为正数’) 

        else  

             disp(‘a为零’) 

     end 

 

可根据a的不同取值,  进行不同的处理。 

      If语句还可以嵌套使用。 



4.2流程控制（续） 

二、情况切换语句 
switch语句可根据表达式的不同取值执行不同的语句，这

相当于多条if语句的嵌套使用。例如： 

 switch  var1 

  case  -1 

      disp(‘Var1 is negative one.’) 

  case 0 

      disp(‘Var1 is zero.’) 

  case 1 

      disp(‘Var1 is positive one.’) 

  otherwise 

      disp(‘Var1 is other value.’) 

 end 



4.2流程控制（续） 

在case语句中可出现多个值, 例如 

switch var2 

case {-2,-1} 

   disp('Var2 is negative one or two.') 

case 0 

   disp('Var2 is zero.') 

case{1,2,3} 

   disp('Var2 is positive one, two or three.') 

otherwise 

   disp('Var2 is other value.') 

end 

 



4.2流程控制（续） 

Switch语句还可以出现字符串,  例如: 

 

switch lower(method) 

case{'linear','bilinear'} 

   disp('Method is linear.') 

case{'cubic'} 

   disp('Method is cubic.') 

case{'nearest'} 

   disp('Method is nearest.') 

otherwise 

   disp('Unknown method.') 

end 



三、指定次重复循环语句 

for语句用于完成指定次的重复循环语句，这是大家所熟 

知的形式。 

例如计算20!： 

 r=1; 

      for  k=1:20 

    r=r*k; 

   end 

 disp(r) 

计算结果为: 

2.4329e+018 
 

4.2流程控制（续） 



4.2流程控制（续） 

for语句还可以利用数组(即阵列)任
意指定循环变量的值, 例如 

 varx=[-5 2 8 1 7]; 

        for x=varx 

          disp(x.^2-5*x); 

        end 

计算结果为:   

    50 

    -6 

    24 

    -4 

    14 
 



4.2流程控制（续） 

For循环可以嵌套使用.  例如采用二重循环可方便地进行数
据的排序: 

x=fix(100*rand(1,10)); disp(x) 

n=length(x); 

for i=1:n 

   for j=n:-1:i+1 

      if x(j)>x(j-1) 

         y=x(j);x(j)=x(j-1);x(j-1)=y; 

      end 

   end 

end 

disp(x) 

计算结果为: 

   61    79    92    73    17    40    93    91    41    89 

   93    92    91    89    79    73    61    41    40    17 

注意, 在MATLAB中, 可
利用sort函数对数据进
行排序:  sort(x) 



For循环中可采用break语句来终止循环,如上例中可
利用break提高执行效率: 

x=fix(100*rand(1,10)); disp(x) 

n=length(x);  

for i=1:n 

   flag=-1; 

   for j=n:-1:i+1 

      if x(j)>x(j-1) 

         y=x(j);x(j)=x(j-1);x(j-1)=y;flag=0; 

      end 

   end 

   if flag,break,end 

end 

disp(x),disp(['循环次数为',num2str(i)]) 

循环次数为7 



4.2流程控制（续） 

四、不定次重复循环语句 
while语句可执行不定次重复的循环，它与for循环不同，在

每次徇环前要判别其循环条件，当条件为真时或非零值
时，重复循环；否则结束循环。因此，在while循环中，
可通过改变循环变量来改变循环次数；但在for循环中，
虽然也可以改变其循环变量，但其循环次数不受其影响 

例如： 

r=1; k=1; 

while r<1e50 

   r=r*k; k=k+1; 

end 

k=k-1; r=r./k; k=k-1;  

disp([' The ',num2str(k),'! is ',num2str(r)]) 

The  41!  Is  3.345253e＋049 



4.2流程控制（续） 

var=[1 2 3 4 5 6 -1 7 8 0]; 

a=[]; k=1; 

while var(k) 

   if var(k)==-1, break, end 

   a=[a var(k).^2]; k=k+1; 

end 

disp(a) 
 

1     4     9    16    25    36 

注意:  break还可用于for循环! 



4.3  用户参数交互输入 

用户输入参数的方法有三种: 

利用input函数输入； 

利用menu函数制作交互输入的菜单； 

利用keyboard命令进入键盘主控状态，直接
修改或输入变量。 

 

前两种方法用得比较多。 

       



4.3  用户参数交互输入 

 

      一、input 

例如：     

f=input ('frequency  is')        %可带提示字串 

m=input('methods\n1---linear\n2---bilinear\n3---others\n') 

methods 

1--- linear 

2 --- bilinear 

3--- others 



4.3  用户参数交互输入（续） 

二、menu 
s=menu('color selection','red','green','blue','yellow','black') 

switch s 

case 1, scolor='red'; 

case 2, scolor='green'; 

case 3, scolor='blue'; 

case 4, scolor='yellow'; 

case 5, scolor='black'; 

otherwise disp('Error!') 

end 

scolor 

 



4.4  程序设计技术 

          MATLAB语言与其它语言一样，程序设计

的好坏，直接影响程序的执行效率。本节将介
绍以下两种程序设计技术，以帮助大家提高程
序执行速度。 

循环的向量化； 

阵列预分配。 



4.4  程序设计技术（续） 

一、循环的向量化 
实际应用中，有些循环可直接转换成向量，这时可大大提高程 

序的执行效率。因此编程时，尽量采用向量或矩阵操作，而应 

避免循环。 

为测试程序执行的快慢，可采用tic和toc函数。 

例如： tic 

i=0; 

for t=0:.01:1000 

   i=i+1;y(i)=sin(t); 

end 

toc 

tic 

t=0:.01:1000; 

y=sin(t); 

toc 

执行时间分别为 
 
      7.58 
  
      0.01 
 



4.4  程序设计技术（续） 

二、阵列预分配 

           虽说在MATLAB下无须给结果阵列预定义尺寸

，它会随着存储数据的增多，自动增加其尺寸，但
这要付出增加执行时间的代价，有时甚至是惨重的
代价。 

例如，求下列离散系统在正弦输入下的输出： 

          y(k)=0.75y(k-1)-0.125y(k-2)+2u(k) 

我们可编写出脚本文件: 



4.4  程序设计技术（续） 

clear, tic 

T=0.001; 

t=[0:T:8]; u=sin(2*pi*t); 

% y=zeros(size(u)); 

for k=1:fix(8/T)+1; 

   if k==1 

      y(k)=2*u(k); 

   elseif k==2 

      y(k)=2*u(k)+.75*y(k-1); 

   else 

      y(k)=2*u(k)+.75*y(k-1)-.125*y(k-2); 

   end 

end 

time=toc 

figure(1) 

subplot(2,1,1) 

plot(t,u),title('Input u') 

subplot(2,1,2) 

plot(t,y),title('Output y') 
 

 



4.4  程序设计技术（续） 

在没预分配y阵列时,  其执行时间为  time=7.5200 

在对y进行预分配后,其执行时间为  time=1.3700 

执行后的结果曲线为 



4.5  程序调试技术 

MATLAB的调试器（debugger）可帮助你尽快找到编程的错误。 

MATLAB的程序调试主要用来纠正两类错误： 

格式错误（语法错误），这在程序运行时就会直接给出提示 

运行错误，往往是由于算法或程序设计错误，体现在执行结

果不对，执行时出现异常。 

 

Debugger主要用来诊断第二类错误。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在包含函数调用的MATLAB程序运行时，当发生运 

行错误时，不会显示出错信息，而在执行结束或出错 

时，我们只能看到基本工作空间（即主程序执行空间 

）中的变量，各个函数工作空间已关闭，因此无法检 

测各个局部变量。 

为此，应采用调试技术来查找问题。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为查找运行错误，可采用下列简单技术： 

在可能发生错误的M文件中，删去某些语句行
末的分号，显示出一些重要的中间结果，从中
可发现一些问题； 

在M文件的适当位置上加上keyboard命令，使在
执行时在此暂停，从而检查局部工作空间中变
量的内容，从中找到出错的线索，利用return命
令可恢复程序的执行； 

注释掉M函数文件的函数定义行，使函数文件
转变成脚本文件，这样在程序运行出错时，可
查看M文件产生的中间变量； 
注意：局部变量之间应避免冲突！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更常用的办法是： 

使用MATLAB提供的Debugger，Debugger为
我们提供了下列功能： 

设置／清除断点； 

单步执行； 

继续执行； 

查看和修改各个函数空间的内容。 

 

为说明MATLAB的调试技术，我们通过一简单示
例加以说明：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编写估计输入数据向量的无偏方差，函数文件名为
variance.m: 

function y=variance(x) 

mu=sum(x)/length(x); 

tot=sqsum(x,mu); 

y=tot/(length(x)-1); 

它又调用了一个计算输入数据向量均方和的函数sqsum.m 

function tot=sqsum(x,mu) 

tot=0; 

for i=1:length(mu) 

   tot=tot+((x(i)-mu).^2); 

end 

注意，这里有意包含了错误。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当输入为  v=[1 2 3 4 5]; 时，可计算出其方差应为2.5 

现在，试着利用variance函数计算： 

   var1=variance(v) 

  var1= 

         1 

这说明程序有错! 

 

下面分步骤讨论调试，给出调试思路。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第一步: 分段设置断点 

一开始并不能肯定问题所在，我们总是按照执行顺序分段
执行，以期望能够找到出错的程序段。为此在
variance.m中设置断点，并执行程序：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var2=variance(v) 

K>>tot 

     tot = 

           4 

正确结果应为tot=10，说明由sqsum函数计算的均方和有错！ 

K>>dbcont 

继续执行，使程序正常结束。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第二步：清除断点 

第三步：调试嵌套函数 

在sqsum.m中的第4行设置断点，并执行，这时程序暂停于
断点处。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四、单步执行 

点击单步执行，这时左边的黄色箭头用于指示下一条待执
行的指令。执行3步就从sqsum返回到variance，说明只

执行了一次循环，这与设计不符。仔细检查这一循环语
句，发现 

  for  i=1:length(mu) 

实际上应为 

  for i=1:length(x)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五、修改并重新执行 

      找到了问题所在，修改源程序并重新执行，如仍有问
题，继续上述过程进行调试，直到程序执行正确。 

但要注意，对某一特定值，程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并不
是说程序完全正确。 



4.5  程序调试技术（续） 

程序调试技术总结： 

   1. 程序编写出来，并不意味着设计任务的结束； 

      2. 编写程序是容易的，但调试程序是一个复杂而

困难的; 

      3. 调试程序是一个需要多次反复的任务, 应确保

每个支路都能正常工作,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4. 程序调试技术应在不断实践中积累经验。 

 



第二次上机作业   

第4章   

上机前好好复习这章内容，练习P163页的两
段程序，并将终值扩大到5000，体会两者的
速度差异。 

熟悉MATLAB的调试技术。 

第4章习题: (P184)  

 1，3，5，8，9 

交结果：3；5，8（分别求出当I＝54，I＝
105时的结果）；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