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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MATLAB图形系统 

3.1  图形绘制 

3.2  图形标注 

3.4  复杂图形绘制 

3.5  坐标轴控制 

3.6  颜色控制 

3.7  高级绘图函数 

3.8  图形函数 



3．1  图形绘制 

一、绘制图形 

plot函数可绘制出给定数据
的函数。 

例如: 绘制出正弦函数曲线 

      t=0:.01:1; 

      y=sin(2*pi*5*t); 

      plot(t,y), grid on 

控制曲线的颜色和类型,  

例如 

      plot(t,y,'r--'),  gri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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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图形绘制 

可采用的符号有:(见教材P125) 
 

 
符号 线型 符号 颜色 

- 实线 c 青色 

-- 虚线 r 红色 

: 点线 g 绿色 

-. 点划线 b 蓝色 

y 黄色 w 白色 

m 洋红色 k 黑色 

 



3．1  图形绘制 

可采用的符号有:(见教材P125) 
 

 
+ 加号 ^ 向上尖三角 

o 圆圈 v 向下尖三角 

* 星号 < 向左尖三角 

. 黑点 > 向右尖三角 

x 叉号 pentagram 五角星 

square 正方形 hexagram 六角星 

  diamond 菱形 

 



3．2  图形标注 

二、标注图形 

 

 对图形加上标题、X Y轴标号、可 

分别采用title、xlabel、ylabel函数 

例如 

              title(‘正弦曲线’)   

              xlabel('t') 

              ylabel('y') 

       

在标注字符串时, 可利用一些特殊 

字符: 

 



3．2  图形标注(续) 

字符序列     字符    字符序列     字符     

\alpha             α      \phi      φ    

\beta             β       \psi      ψ   

\gamma   γ     \omega          ω    

\delta             δ         \Gamma        Γ  

\epsilon   ε         \Delta            Δ    

\zeta             ζ         \Theta            Θ    

\eta                η          \Lambda       Λ    

\theta             θ          \Pi                 Π    

\lambda  λ          \Sigma          Σ    

\mu               μ          \Phi                Φ 

见教材P136 



3．2  图形标注(续) 

字符序列     字符     字符序列       字符     

\pi             π         \Psi                   Ψ    

\rho              ρ         \Omega            Ω    

\sigma            σ          \forall                         

\div                            \exists          

\ldots               ...        \sim                   ~ 

\leq                            \geq                    

\infty                          \leftrightarrow   

\leftarrow              \rightarrow       

\uparrow               \downarrow        

\pm                      \propto               

\partial                 \circ                    

见教材P136 



3．2  图形标注(续) 

字符串中可使用中文汉字。 还可以改变字符的字体： 

\rm     正体 

\bf     黑体 

\it     斜体 

\sl     倾斜体 

\fontname{fontname}  指定使用的字体 

\fontsize{fontsize}  指定使用的字体尺寸 

上下标采用： 

^{string}    上标 

_{string}    下标 

见教材P137 



3．2  图形标注(续) 

title('\bf正弦曲线'),  xlabel('\itt'),  ylabel('\ity') 



3．2  图形标注(续) 

title(‘\it x^2 y_{12}^2’),xlabel(‘\itt’),ylabel(‘\ity_2’) 

 



3．2  图形标注(续) 

同一个图中绘制多条曲线. 

例如同时绘制出正弦、余 

弦曲线： 

t=0:.01:1; 

x=sin(2*pi*3*t); 

y=cos(2*pi*3*t); 

plot(t,x,t,y,'r') 

grid on 

 



3．2  图形标注(续) 

又例如:  (legend为标注插图 

说明函数) 

x=-2:.1:2; y1=x.^2; y2=x.^3; 

figure(1) 

plot(x,y1,'r-',x,y2,'k--'), grid on 

legend('\ity=x^2','\ity=x^3') 

title('\ity=x^2\rm和\ity=x^3\rm 

曲线') 

xlabel('\itx'), ylabel('\ity') 

 



3．4  复杂图形绘制 
可将图形窗口分割成多个窗格, 每 

个窗格中绘制出一个图形。例如 

x=0:pi/50:2*pi; 

k=[1 26 51 76 101]; 

x(k)=[]; %删除正切和余切的奇异点 

figure(1) 

subplot(2,2,1) 

plot(x,sin(x)), grid on   %正弦曲线 

subplot(2,2,2) 

plot(x,cos(x)), grid on   %余弦曲线 

subplot(2,2,3) 

plot(x,tan(x)), grid on   %正切曲线 

subplot(2,2,4) 

plot(x,cot(x)), grid on   %余切曲线 

 



3．4  复杂图形绘制(续) 

利用text函数，采用其它字符标注： 

x=0:pi/50:2*pi; 

y1=sin(x); y2=cos(x); 

figure(1) 

plot(x,y1,‘k-’,x,y2,‘k-’), grid on； 

text(pi,0,'\leftarrow sin(\alpha)') 

text(pi/4-0.05,0,'cos(\alpha) \rightarrow‘) 

title('sin(\alpha)和cos(\alpha)') 

xlabel('\alpha'), 

ylabel('sin(\alpha)和cos(\alpha)') 



3．4  复杂图形绘制(续) 

多峰函数曲线（二维） 

 

[x,y]=meshgrid(-3:.15:3); 

z=peaks(x,y); 

x=x(1,:); 

plot(x,z),  grid on 



3．4  复杂图形绘制(续) 

利用mesh函数可绘制出
二维曲面 

 

[x,y]=meshgrid(-3:.15:3); 

z=peaks(x,y); 

mesh(x,y,z) 



3.5  坐标轴控制 Load err.dat 

t=err(:,1);  

e1=err(:,2); e2=err(:,3); 

figure(1) 

subplot(2,2,1), 
plot(t,e1),title('误差1') 

subplot(2,2,3), 
plot(t,e2),title('误差2') 

subplot(2,2,2), plot(t,e1) 

title('坐标轴调整后的误差1') 

axis([0 .3 -4 4]) 

subplot(2,2,4), plot(t,e2) 

title('坐标轴调整后的误差2') 

axis([0 .3 -4 4]) 

 

其中，err数据第一列为采样时刻， 

第二、三列分别为两种方法的测量值 



3．6  颜色控制 

颜色控制: 

 

x=[-pi:pi/20:pi]; 

y=exp(-2*sin(x)); 

figure(1) 

plot(x,y,'r-'), grid on 

xlabel('兰色的x轴标注','Color','b') 

ylabel('兰色的y轴标注','Color','b') 

title('绿色的标题(y=e^{-2sin(x)})','Color','g') 

text(-0.6,3.8,'\leftarrow黑色的曲线标注','Color','k') 



3．6  颜色控制(续) 

灰度调色板: 

cmap=colormap; L=length(cmap); 

x=[1:L]; y=x'*ones(size(x)); 

figure(1) 

subplot(4,1,1) 

bar(x(1:2),y(1:2,:)) 

title('gray颜色板的颜色') 

colormap('gray') 



3．7  高级绘图函数 

        条形图: 

        x = -2.9:0.2:2.9; 

        bar(x,exp(-x.*x),'r') 

title('条形图\ity=e^{-x^2}') 

bar(Y) ，barh(Y) 绘制的条形图呈水平方向 

bar(…width) 可以设定各个条形的宽度，缺省为0.8 

bar(…,’bar_color’) 可以指定条形块的颜色 

bar(x,Y) 

bar(…,’style’)  指定条形的风格 

‘grouped’ 表示分组绘制条形图， 

‘stacked’表示将每组中的值分段以 

不同颜色 

绘制出条 

形图 



3．7  高级绘图函数(续) 
复杂的条形图: 

Y = round(rand(5,3)*10); 

figure(1) 

subplot(2,2,1) 

bar(Y,'group'),title 'Group' 

subplot(2,2,2) 

bar(Y,'stack'),title 'Stack' 

subplot(2,2,3) 

barh(Y,'stack'), title 'Stack' 

subplot(2,2,4) 

bar(Y,1.5),title 'Width = 1.5' 



3．7  高级绘图函数(续) 

饼图: pie（X） 

pie(X,explode) 利用指定分离出的切片 

pie(X,labels)  可以为每个切片添加文本标注 

注意：标注的个数与X中 

的元素个数一致 

x = [1.1 2.8 0.5 2.5 2]; 

explode = [0 1 0 0 0]; 

figure(1) 

colormap hsv 

pie(x,explode) 



3．7  高级绘图函数(续) 

简单的三维曲线: 

 

t = 0:pi/50:8*pi; 

figure(1) 

plot3(sin(t),cos(t),t) 

grid on,axis square 

title('三维曲线') 
 



3．7  高级绘图函数(续) 

复杂的三维曲线: 

 

[x,y]=meshgrid 

    (-3:.125:3); 

z=peaks(x,y); 

figure(1) 

plot3(x,y,z),  

grid on 

title('多峰函数的三维曲线') 

 



3．7  高级绘图函数(续) 

三维空间中的球: sphere  绘制出单位半径的球 

 

 

 

figure(1) 

sphere 

axis equal 

title(‘球’) 



3.8 图形函数 

函数名 功   能 

plot 线性二维图形 

loglog 对数坐标图形 
semilogx 

semilogy 
半对数坐标图形 

polar 绘制极坐标图形 

plotyy 绘制双y轴图形 

figure 建立图形(窗口) 

close 关闭图形窗口 

clf 清除当前图形窗口 

gcf 获得当前图形窗口

的句柄 

refresh 重画当前图形 
 

基本图形和图形操作 

 



作       业 

第3章 

重新产生图3.1--3.5, 3.10, 3.12, 3.16--
3.22, 3.24--3.31 

第3章习题: (P146) 2, 5--9 

交程序：5；7 

 



本讲结束语 

  本章主要介绍MATLAB提供的图形功能,从

基本图形到复杂图形,也介绍了图形特性

的控制,如颜色、坐标轴尺度、标注等，

这些知识对实际应用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