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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让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高瞻远瞩 !

MATLAB

软件简介



MathWorks公司

MATLAB®是MathWorks公司于1982年推
出的一套高性能的数值计算和可视化软件
(采用EISPACK和LINPACK), 它集数值分
析、矩阵运算、信号处理和图形显示于一
体, 构成了一个方便的, 界面友好的用户
环境。 在这个环境下, 对所要求解的问题,

用户只需简单地列出数学表达式, 其结果
便以数值或图形方式显示出来。



MATLAB－－矩阵实验室

 MATLAB 的 含 义 是 矩 阵 实 验 室 (Matrix

Laboratory), 其基本元素是无需定义维数的
矩阵。现已得到了扩展，可使用多维阵列、
字符串阵列、结构阵列及更加复杂的单元
阵列。



MATLAB  版本

MATLAB的版本已由面向微型计算机的4.2

到目前的7.0.4(FORTRAN-C语言)，其功
能已有极大的增强。

MATLAB的应用领域也得到了极大地拓宽，
几乎涵盖了所有科学研究领域。



MATLAB基本组成

8个主要部分

 MATLAB 开发环境

 MATLAB数学函数库

 编程与数据类型

 文件I/O

 图形处理

 三维可视化

 创建图形用户界面

 MATLAB应用程序接口(API)

工作空间中的变量

输入/输出数据

开发、管理、调试M文件

估算M文件的执行效率

处于general的目录

 elmat     基本矩阵和矩阵操作
 elfun      基本数学函数
 specfun   特殊数学函数
 matfun     矩阵函数，即数值线性代数
 datafun    数据分析和傅立叶变换
 polyfun    内插和多项式
 funfun      泛函和常微分方程求解
 sparfun     稀疏矩阵

提供许多数据类型

提供运算所需的操作符

MATLAB编程技术提供一组读写文件的命令
graph2d    二维图形
graph3d    三维图形
specgraph  专业图形
graphics     图形处理
uitools       图形用户界面工具

绘制二维曲面、三维曲线

对图形旋转、缩放

窗口设定、修改属性等

可移植FORTRAN、C语言



MATLAB两个重要部件

 Simulink（动态仿真工具）

可利用方框图构造系统，并进行交互式的
动态仿真。

 Toolboxes（工具箱函数）

适用于各个应用领域，它包含几十个工具
箱函数（见下页）



MATLAB工具箱函数

 Control System

 Communications

 Financial

 Frequency Domain

 System Identification

 Fuzzy Logic

 Higher-Order Spectral  

Analysis

 Image Processing

 LMI Control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Analysis and  Synthesis

Neural Network

Optimizatio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QFT Control Design

Robust Control

Signal Processing

Spline

Statistics

Symbolic Math

System Identification

Wavelet



MATLAB 7.X 重大改进

 增强了编程代码的有效性

 增强了绘图功能及其可视化效果

 系统能力更强，功能更完善

总之，2005年推出的MATLAB 7.X，在编程、

代码效率、图形、计算、数据获取和运算等方面

进行了改进，具有一些新的特点。



MATLAB的特点

以矩阵为基础，矩阵无须先定义，后采
用，而且可随时更改其大小尺寸，从而
使矩阵操作变得轻而易举。

 MATLAB的书写简单，如同在稿纸中书
写数学式子一样。

 MATLAB语句功能强大，一条MATLAB

语句往往相当于其它语言的几十甚至几
百条语句。如fft（…)可直接计算FFT。



MATLAB的特点（续）

丰富的图形功能，许多函数可直接以图

形方式给出结果，如step，lsim等。

工具箱函数提供了方便的设计功能。

 MATLAB的易扩展性是其最重要的特性

之一，也是MATLAB得到广泛应用的原

因之一。



本课程主要内容

第 1 章 MATLAB系统概述

第 2 章 MATLAB基本操作

第 3 章 MATLAB图形系统

第 4 章 MATLAB程序设计

第 5 章 MATLAB基本应用领域

第 6 章 数据阵列类型与结构

第 7 章 字符串处理



第一章 MATLAB系统概述

 1.3 MATLAB搜索路径

 1.4 MATLAB工作空间

 1.5 MATLAB集成环境

 1.6 MATLAB通用命令



1.3 MATLAB搜索路径

MATLAB系统中存在一个搜索路径，这在每次启动MATLAB时自动加载。当
然新的目录可添加到搜索路径上。

当用户输入标识符（如mean）时，MATLAB按下列顺序处理：
 检查mean是否为变量；
 检查mean是否为内部函数；
 当前目录下是否存在mean.m文件;
 在MATLAB搜索路径上是否存在mean.m文件。

Path，addpath(rmpath)a/b   可显示出当前的MATLAB搜索路径
which mean  可确定mean的类型，如是M文件，则可定位这一文件
What a/b  可显示出搜索路径上的文件名
type mean 可显示出这一文件的内容
edit mean  对mean.m进行编辑

练习！



1.4 MATLAB工作空间

你在MATLAB环境下输入或调用其后函数而产生的变量都保存在MATLAB
的工作空间中。利用下列三种方法可列出工作空间中的变量：

 命令whos 列出工作空间中的变量名、大小、类型等信息；

 命令who 只列出工作空间中的变量名；

 利用工作空间浏览器浏览。

从工作空间中清除变量：

 clear 清除变量

 clear ＜变量列表＞ 清除指定变量（注：以空格间隔）

练习！



1.4 MATLAB工作空间(续)

MATLAB还为保存整个工作空间或部分变量提供了命令：

 save fname 将整个工作空间保存到fname.mat文件中

 save 将整个工作空间保存到默认的matlab.mat文件中

 save fname a b  只将a,b变量保存到fname.mat文件中

相对应的恢复命令为:

 load

 load fname

注意: save,load命令格式中可使用字符串,使得一次可保存或
读取多个文件.



1.4 MATLAB工作空间(续)

例如:

x1=0:.1:1;  x2=1:.1:2; x3=2:.1:3;

x4=3:.1:4;  x5=4:.1:5; x6=5:.1:6;

file='mfile';   xstr='x';

for i=1:6

save([file int2str(i)], [xstr int2str(i)]);

end

这时得到了6个文件mfile1.mat~mfile6.mat, 分别保存x1~x6。这可
通过load命令检验：

clear,    load  mfile1

load  mfile3

clear

for i=1:6

load([‘mfile’ int2str(i)])     %读取所有6个的以mfile开头的.mat文件

end



1.4 MATLAB工作空间(续)
利用通配符*可读取指定文件中的多个变量:

load multid x y z

load multid x*

load multid x*98

load命令还可以读取.dat文件:

load abc.dat

注意: abc.dat为由其它文件产生的数据文件, 以ASCII形
式表示数据, 每一行应具有相同的数据个数. 读取后得
到变量abc, 其行数为文件的行数, 列数为数据个数. 

练习 产生y=sin(x)和y=cos(x)



1.5 MATLAB集成环境

MATLAB 的集成环境为用户编程和调试提供了
方便。

练习！



1.6 MATLAB通用命令

 管理命令和函数

 管理变量和工作空间

 控制命令窗口

 使用文件和工作环境

 启动和退出MATLAB



1.6 MATLAB通用命令（续）

1

管理命令和函数 

 help 

ver(version) 

path 

addpath 

rmpath 

whatsnew 

what 

which 

type 

doc 

lookfor 

lasterr 

error 

profile 

MATLAB函数和M文件的在线帮助 

显示MathWorks产品的版本信息（MATLAB版本号） 

控制MATLAB的目录搜索路径 

将目录添加到MATLAB的搜索路径上 

从MATLAB的搜索路径上删除目录 

显示出MATLAB和工具箱的README文件 

列出相应目录下的M文件、MAT文件和MEX文件 

函数和文件定位 

列出文件 

在Help浏览窗口中显示帮忙信息 

在Help文本中搜索关键字 

上一条出错信息 

显示出错信息 

测量并显示出M文件执行的效率 
 



1.6 MATLAB通用命令（续）
管理变量和工作空间 

 who,whos 

disp 

clear 

mlock 

munlock 

length 

size 

save 

load 

pack 

列出内存中的变量目录 

显示文本或阵列 

从内存中清除项目 

防止M文件被删除 

允许删除M文件 

求向量或矩阵的长度 

求阵列维大小 

将工作空间变量保存到磁盘 

从磁盘中恢复变量 

释放工作空间内存 

控制命令窗口 

 echo 

format 

more 

执行过程中回显M文件 

控制输出显示格式 

控制命令窗口的分页显示 
 



1.6 MATLAB通用命令（续）

3

使用文件和工作环境 

 diary 

dir 

cd 

mkdir 

copyfile 

delete 

edit 

inmem 

matlabroot 

fullfile 

fileparts 

tempdir 

tempname 

在磁盘文件中保存任务 

显示目录列表 

改变工作目录 

建立目录 

复制文件 

删除文件和图形对象 

编辑M文件 

获取内存中的M文件名 

获取MATLAB安装的根目录名 

构造文件全名 

获取文件名的组成部分 

返回系统临时工作目录名 

产生临时文件的唯一文件名 

启动和退出MATLAB 

 matlabrc 

startup 

quit 

启动MATLAB的M文件 

启动MATLAB的M文件 

终止（退出）MATLAB 
 



1.6 MATLAB通用命令（续）

结合下列指令练习：

ver，help，disp，length，size，dir，cd，等



本讲结束语

 本章通过对MATLAB基础知识的介绍，

使大家对MATLAB给我们提供的便利性、

功能强大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本章内容涵盖了《MATLAB  7.x  程序设

计语言》的第1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