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MATLAB 编程环境 

在数学计算中有三大数学软件，分别是 MATLAB、Mathematica 和 Maple，其中

MATLAB 是应用 广泛的科学计算软件之一，这主要归功于 MATLAB 具有可以很好地进

行矩阵运算、绘制函数和控制数据、实现算法、创建用户界面、连接其他编程语言的程序

等优点。MATLAB 主要应用于工程计算、控制设计、信号处理与通信、图像处理、信号检

测、金融建模设计与分析等领域，是目前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计算机工具。

MATLAB 集数值与符号运算、数据可视化与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编程和仿真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具有功能强大、易于学习、应用范围广泛等特点，掌握了这一工具将使日常的学习

和工作事半功倍。本章主要介绍 MATLAB 的特点、安装、编程环境以及一些常用的通用

命令等。 

1.1  MATLAB 概述 

MATLAB 是一种高效的语言，其发展速度之快、应用范围之广、功能之强大，已为业

内人士所惊叹。因此本节先对 MATLAB 的发展历程、系统结构及特点、学科工具箱等内

容进行整体介绍，使初学者快速了解 MATLAB 的概况。 

1.1.1  MATLAB 发展历程 

MATLAB 是 MATrix LABoratory（矩阵实验室）的缩写。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时任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的克里夫·莫勒尔（Cleve Moler）教授为了减轻学生

编程负担，用 Fortran 语言为学生编写了线性系统软件包（Linpack）和特征值计算软件包

（Eispack），这便是 初版本的 MATLAB。 
1984 年，杰克·李特（Jack Little）、克里夫·莫勒尔和斯蒂夫･班格尔特（Steve      

Bangert）合作成立了 Mathworks 公司，正式把 MATLAB 推向市场，并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的“IEEE 决策与控制会议”上推出了利用 C 语言编写的面向 MS-DOS 系统的 MATLAB 1.0。
MATLAB 以商品形式出现后的短短几年里，就以其良好的开放性和运行的可靠性，使原先

控制领域里的封闭式软件包纷纷被淘汰。20 世纪 90 年代，MATLAB 已经成为国际控制界

公认的标准计算软件。1993 年推出了基于 PC 平台的以 Windows 为操作系统平台的

MATLAB 4.0；1996 年推出了 MATLAB 5.0，增加了更多数据结构，使其成为更方便的编

程语言；2000 年 10 月推出了全新的 MATLAB 6.0 正式版（R12），在核心数值算法、界

面设计、外部接口、应用桌面等方面有了极大改进；2004 年 7 月推出了 MATLAB 7.0（R14），
在编程环境、代码效率、数据可视化、文件 I/O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从 2006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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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每年推出两个版本，上半年推出的用 a 标识，下半年推出的用 b 标识，如 2006
年上半年推出的版本为 MATLAB 7.2（R2006a），下半年推出的版本为 MATLAB 7.3

（R2006b）。2012 年 3 月发布了 新版 MATLAB 7.14（R2012a）。 
MATLAB 具有功能强、学习容易、效率高等特点，已成为线性代数、数值分析计算、

数学建模、 优化设计、统计数据处理、生物医学工程、财务分析、金融计算、自动控制、

数字信号处理、通信系统仿真等课程的基本教学工具，是目前世界上 流行的仿真计算软

件之一。掌握了这一重要工具，可为今后的学习、科学研究、行业开发打下较好的基础。 

1.1.2  MATLAB 主要功能 

MATLAB 的功能非常强大，其主要功能如下。 
 数值计算、符号计算、工程计算等各种计算功能。 
 绘制二维图形和三维图形等数据可视化功能。 
 创建函数文件、数据管理等编程的开发环境。 
 使用线性代数、统计、优化、插值、拟合等方法的数据处理能力。 
 利用工具箱处理各应用领域内特定类型问题的扩展功能。 
 基于 Simulink 工具的系统建模、仿真和分析功能。 
 构建自定义图形用户界面的应用软件开发功能。 
 将 MATLAB 的算法与外部应用程序和语言（如 C、Fortran、Java 和 Microsoft Excel）
的集成功能。 

1.1.3  MATLAB 特点 

MATLAB 的基本数据单位是矩阵，它的指令表达式与数学、工程中常用的形式十分相

似。MATLAB 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是因为它具有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

MATLAB 的特点如下。 

1．直译式的编程语言 

MATLAB 语言是以矩阵计算为基础的程序设计语言，简单易学，用户不用花太多的时

间即可掌握其编程技巧。其指令格式与习惯用的数学表达式非常相近，语法规则也与一般

的结构化高级编程语言类似，包括控制语句、函数、数据结构、输入输出等内容和面向对

象编程特点。对于要解决的问题，用户可以在命令窗口中使输入语句与执行命令同步，也

可以先编写好一个较大的应用程序（M 文件），然后一起运行。 

2．短小高效的代码 

由于 MATLAB 已将数学问题的具体算法编成了函数，因此用户只要熟悉算法的特点、

使用场合、函数的调用格式和参数意义等，通过调用函数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MATLAB
语句功能强大，一条语句往往相当于其他高级语言中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语句，为编程者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MATLAB 语句书写简单，表达式的书写如同在稿纸中演算一样，与人

们的手工运算相一致，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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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大的科学计算与数据处理能力 

MATLAB 是包含大量计算算法的集合，拥有上千个数学函数和工程计算函数，可以直

接调用而不需另行编程，可非常方便地实现用户所需的各种计算功能。该软件具有强大的

矩阵计算功能，拥有众多的工具箱，几乎能解决大部分学科中的数学问题。 

4．先进的绘图和数据可视化功能 

MATLAB 具有丰富的图形处理功能和方便的数据可视化功能，以将向量和矩阵用图形

表现出来，并且可以对图形进行标注和打印，可用于科学计算和工程绘图。MATLAB 能够

按照数据产生高质量的二维数据图形和三维数据图形，并可绘制各类函数的多维图形，还

可以对图形设置颜色、光照、纹理、透明性等，以增强图形的表现效果。 

5．可扩展性能 

MATLAB 包括两部分内容：基本部分和各种可选的工具箱。基本部分构成了 MATLAB
的核心内容，也是使用和构造工具箱的基础；工具箱扩展了 MATLAB 的功能。除内部函

数外，所有 MATLAB 基本文件和工具箱文件都是可读可改的源文件，用户可通过对源文

件进行修改或加入自己编写的文件，构造自己的专用工具箱，以方便解决自己领域内常见

的计算问题。 

6．友好的工作平台和编程环境 

MATLAB 中的工具包大多采用图形用户界面，其界面越来越精致，更加接近 Windows
的标准界面，人机交互性更强，操作更简单。简单的编程环境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调试系统，

程序不必经过编译就可以直接运行，而且能够及时地报告出现的错误并进行出错原因分析。 

7．MATLAB具有强大的面向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 

MATLAB 是一个包含大量计算算法的集合。MATLAB 的函数集包括从 简单 基本

的函数到诸如矩阵，特征向量、快速傅立叶变换的复杂函数。它能解决矩阵运算和线性方

程组的求解、微分方程及偏微分方程的组的求解、符号运算、傅立叶变换和数据的统计分

析、工程中的优化问题、稀疏矩阵运算、复数的各种运算、三角函数和其他初等数学运算、

多维数组操作以及建模动态仿真等问题。在通常情况下，可以用它来代替底层编程语言，

如 C 语言和 C++语言。 

8．以复数矩阵为基本单元 

在 MATLAB 中，以复数矩阵为基本编程单元，使矩阵操作变得轻而易举。 
MATLAB 中矩阵操作如同其他高级语言中的变量操作一样方便，而且矩阵无须采用，

可随时改变矩阵的尺寸。 

1.2  MATLAB 的组成部分 

MATLAB 非常强大的功能与其组成部分是密不可分的，本节介绍 MATLAB 的主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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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和 MATLAB 的重要组件，通过两者的配合，MATLAB 才能更好地从事科学计算。 

1.2.1  MATLAB 主要组成部分 

MATLAB 系统由 MATLAB 开发环境、MATLAB 数学函数库、MATLAB 语言、

MATLAB 图形处理系统和 MATLAB 应用程序接口（API）5 大部分构成。下面对这 5 部

分分别进行介绍。 
 MATLAB 开发环境是一套方便用户使用的 MATLAB 函数和文件工具集，其中的

许多工具是图形化的用户接口。它是一个集成的用户工作空间，允许用户输入输

出数据，并提供了 M 文件的集成编译和调试环境，包括 MATLAB 桌面、命令窗

口、M 文件编译调试器、工作空间浏览器和在线帮助文档。 
 MATLAB 数学函数库是数学算法的一个巨大集合，包括初等数学的基本算法，高

等数学、线性代数学科的复杂算法等。用户直接调用其函数就可进行运算，它是

MATLAB 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MATLAB 语言是一种交互性的数学脚本语言，支持逻辑、数值、文本、函数柄、

细胞数组和结构数组等数据类型，是一种高级的基于矩阵/数组的语言，具有程序

流控制、函数、数据结构、输入输出和面向对象编程等特色。 
 MATLAB 图形处理系统是指 MATLAB 系统提供的强大的数据可视化功能，包括

二维、三维图形函数，图像处理和动画效果等。它还提供了包括线型、色彩、标

记、坐标等修饰方法，使绘制的图形更加美观、精确。 
 MATLAB 应用程序接口（API）是 MATLAB 语言与 C 语言、Fortran 等其他高级

编程语言进行交互的函数库。该库的函数通过调用动态链接库（DLL）实现与

MATLAB 文件的数据交换，其主要功能包括在 MATLAB 中调用 C 语言和 Fortran
程序，在 MATLAB 与其他应用程序间建立客户/服务器关系。 

1.2.2  MATLAB 重要部件 

MATLAB 系统提供了两个重要部件：Simulink 和 Toolboxes，在系统和用户编程中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 
Simulink 是 MATLAB 附带的软件，是对非线性动态系统进行仿真的交互式系统。在

Simulink 交互式系统中，可利用直观的方框图构建动态系统，然后采用动态仿真的方法得

到结果。 
针对各个应用领域中的问题，MATLAB 提供了许多实用函数，称为工具箱函数。

MATLAB 之所以能得到广泛应用，源于 MATLAB 众多的工具箱函数给各个领域应用人员

带来的便利。MATLAB 通过附加的工具箱（Toolbox）进行功能扩展，每一类工具箱都是

实现特定功能的函数集合。MATLAB 工具箱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数学、统计与优化。 
 控制系统设计和分析。 
 信号处理和通信。 
 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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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金融。 
 计算生物。 
 并行计算 
 测试与测量。 
 数据库访问与报告。 
 代码生成和验证。 

MATLAB R2012a 自带的学科工具箱类型如表 1.1 所示。 

表 1.1  MATLAB R2012a工具箱类型 

Toolboxes 工具箱名称 Toolboxes 工具箱名称 
Aerospace 航空航天分析工具箱 Image Processing 图像处理工具箱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科学工具箱 Instrument Control 仪器设备控制工具箱

Communication 通信工具箱 Mapping 地图工具箱 

Computer Vision System 计算机视觉工具箱 Model-Based Calibration
基于模型的调校工  
具箱 

Control System 控制系统工具箱 ModelPredictive Control 模型预测控制工具箱

Curve Fitting 曲线拟合工具箱 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工具箱 
Data Acquisition 数据采集工具箱 OPC OPC 工具箱 
Database 数据库工具箱 Optimization 优化工具箱 
Datafeed 财务资料来源工具箱 Parallel Computing 并行计算工具箱 
DSP System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工具箱 Partial Differential 偏微分方程工具箱 
Econometrics 计算经济学工具箱 Phased Array System 相控阵系统工具箱 

Filter Design HDL Coder 
滤波器设计 HDL 编码工

具箱 Robust Control 鲁棒控制工具箱 

Financial 财经工具箱 RF 射频工具箱 
Financial Derivatives 衍生金融产品工具箱 Signal Processing 信号处理工具箱 
Fixed-Income 固定收益产品工具箱 Statistics 统计工具箱 
Fixed-Point 定点工具箱 Symbolic Math 符号运算工具箱 
Fuzzy Logic 模糊逻辑工具箱 System Identification 系统辨识工具箱 
Global Optimization 全局优化工具箱 Vehicle Network 车载网络工具箱 
Image Acquisition 影像撷取工具箱 Wavele 小波工具箱 

 
MATLAB 具有开放性，其内部函数、主包文件和各种工具包文件，都是可读、可修改

的函数，因此用户可通过对源程序进行修改，或加入自己编写的程序来构造新的专用工     
具包。 

1.3  MATLAB 的安装 

下面以 Windows 7 系统安装的 MATLAB 7.0 为例来说明 MATLAB 的安装步骤。以

Windows 7 系统安装的 MATLAB 7.0 为例来说明 MATLAB 的安装步骤。 
（1）开始安装：将 MATLAB 7.0 安装盘放入光驱，打开 MATLAB 7.0 安装盘，开始安

装。初始化后打开 Welcome to the MathWorks Installer 窗口，如图 1.1 所示。选择 Install 选
项，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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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Welcome to the MathWorks Installer 窗口 

（2）用户信息登记和授权注册码输入：在步骤（1）中单击 Next 按钮后，将会打开 License 
Information 窗口，如图 1.2 所示。在 Name 和 Company 这两行中可随便输入，第 3 行则需

要输入注册号。 

 

图 1.2  License Information 窗口 

（3）软件用户协议：如果上一步中输入授权注册码正确，单击 Next 按钮打开 License 
Agreement 窗口，如图 1.3 所示。先选择 Yes 选项，再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操作。 

 

图 1.3  Licensing Agreement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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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装方式选择：MATLAB 提供了两种安装方式，即典型安装（Typical）和自定

义安装（Custom），如图 1.4 所示。先选择 Typical 选项，然后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

操作。 

 

图 1.4  Installation Type 窗口 

（5）软件安装路径选择：打开 Folder Selection 窗口，选择软件的安装目录，系统默认

是安装在 C 盘下的 MATLAB 文件夹下，如图 1.5 所示，再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操作。 

 

图 1.5  Folder Selection 窗口 

（6）确认安装：在 MATLAB 复制文件到硬盘之前，如图 1.6 所示，会打开 Confirmation
窗口给出安装说明。若这些软件安装设置有问题，单击 Back 按钮返回之前的过程，重新

选择、设置安装过程；若确认无误，则单击 Install 按钮确认安装。之后会弹出如图 1.7 所

示的安装进度框。 
（7）阅读产品配置的注意事项：安装完成后会打开如图 1.8 所示的产品配置注意事项

的窗口，用来告诉用户目前安装的产品是否需要额外配置，然后单击 Next 按钮，进入下一

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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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Confirmation 窗口 

 

图 1.7  安装进度框 

 

图 1.8  Product Configuration Notes 窗口 

（8）安装完成：MATLAB 安装程序完成时，会显示如图 1.9 所示的安装完成窗口。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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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Finish 按钮结束安装过程。 
当将 MATLAB 安装到硬盘上以后，一般会在 Windows 桌面上自动生成 MATLAB 程

序图标，如图 1.10 所示，这时只要双击该图标即可启动 MATLAB；或者单击桌面左下角

的“开始”按钮，选择“所有程序”→MATLAB 7.0，即可启动。 

  

                 图 1.9  Setup Complete 窗口                    图 1.10  MATLAB 桌面快捷键 

在 MATLAB 操作桌面中的菜单栏中选择 File→Exit MATLAB；或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命令 quit 或者 exit；或直接单击窗口右上角的“关闭”按钮 ，都可关闭 MATLAB。 

1.4  MATLAB 开发环境 

MATLAB 开发环境是一套方便用户使用的 MATLAB 函数和文件工具集，其中许多工

具是图形化用户接口，主要包括 MATLAB 的软件开发环境和 MATLAB 的搜索路径等。 

1.4.1  MATLAB 软件开发环境 

MATLAB 的软件开发环境是一个集成的用户工作空间，允许用户输入输出数据，并提

供了 M 文件的集成编译和调试环境，包括命令窗口、M 文件编辑调试器、MATLAB 工作

空间。MATLAB 开发环境如图 1.11 所示。 
下面分别介绍 MATLAB 编程环境中包含的元素。 

1．菜单栏 

MATLAB 7.0 的菜单栏主要包括 File、Edit、Debug、Desktop、Help 等菜单项，下面

简要介绍各菜单项的组成及功能。 
 File 菜单项：主要包含新建/打开文件、关闭窗口、导入数据、保存工作空间内的

数据、设置 MATLAB 的搜索路径、软件属性设置、打印及其页面设置、退出

MATLAB 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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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 菜单项：主要用于常见文档的撤销、复制、粘贴、删除、查找等工作，同时

用于清除命令窗格、历史窗格、工作空间内容。 

 

图 1.11  MATLAB 的开发环境 

 Debug 菜单项：用于程序调试，主要包括调试断点设置、调试步骤的步进。 
 Desktop 菜单项：用于桌面窗口显示控制。 
 Help 菜单项：用于获取 MATLAB 7.0 帮助信息，MATLAB 帮助系统主要包括软

件自带的帮助文件和网络在线帮助文档。 
每个菜单项的具体功能如表 1.2～表 1.8 所示。 

表 1.2  File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New 新建 M 文件、类、图形窗口、变量模型和图形用户界面等 
Open 打开 M 文件、fig 文件、mat 文件、mdl 文件、cdr 文件等 
Close Command Window 关闭命令窗口 
Import Data 从其他文件导入数据，选择该命令，可弹出选择被导入文件的对话框 
Save Workspace As 把工作空间的数据保存到相应的路径文件中 
Set Path 设置工作路径 
Preferences 设置窗口的属性 
Page Setup 设置页面 
Print 设置打印属性 
Print Selection 对选择的文件数据设置打印属性 
Exit Matlab 退出 MATLAB 

表 1.3  Edit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Undo 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Redo 重新执行上一步的操作 
Cut 剪切选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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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Copt 复制选中的对象 
Paste 粘贴剪切板上的内容 
Paste to Workspace 向工作空间中粘贴内容 
Select All 全选 
Delete 删除选定的对象 
Find 查找对象 
Find Files 查找文件 
Clear Command Window 清空命令窗口的对象 
Clear Command History 清空命令的历史记录 
Clear Workspace 清除工作空间的对象 

表 1.4  Debug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Open Files when Debugging 调试时打开 M 文件 
Step 单步调试程序 
Step In 单步调试进入子程序 
Step Out 单步调试从子函数中跳出 
Continue 程序执行到下一个断点 
Clear Breakpoints in All Files 清除所有打开文件中的断点 
Stop if Errors/Warnings 程序报错或警告时停止向下执行 
Exit Debug Mode 退出调试模式 

表 1.5  Parallel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Select Cluster Profile 选择集群配置文件 
Import Cluster Profile 导入集群配置文件 
Manage Cluster Profile 管理集群配置文件 
Monitor Jobs 配置项监控工作 

表 1.6  Desktop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Minimize Command Window 小化命令窗口 
Maximize Command Window 大化命令窗口 
Undock Command Window 全屏显示命令窗口，并设为当前活动窗口 
Move Command Window 移动命令窗口 
Resize Command Window 调整命令窗口大小 
Desktop Layout 窗口布局选项 
Save Layout 保存选定的工作去设置 
Organize Layouts 管理保存的工作区设置 
Command Window 显示命令窗口 
Command History 显示历史命令窗口 
Current Folder 显示当前文件夹窗口 
Workspace 显示工作窗口 
Help 显示帮助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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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Profiler  显示轮廓图窗口 
File Exchange 文件转换 
Editor 编辑器窗口 
Figures 图形窗口 
Web Browser 网络浏览窗口 
Variable Editor 变量编辑器 
Comparison Tool 比较工具 
Toolbars 显示或隐藏工具栏，用户可以自定义工具栏 
Titles 显示或隐藏各个窗口的标题栏 

表 1.7  Window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Close All Documents 关闭所有文档 
Next Tool 下一工具 
Previous Tool 上一工具 
Next Tab 下一标签页 
Previous Tab 上一标签页 
0 Command Window 选定命令窗口为当前活动窗口 
1 Command History 选定历史命令窗口为当前活动窗口 
2 Current Folder 选定当前文件夹浏览器为当前活动窗口 
3 Workspace 选定工作空间浏览器为当前活动窗口 

表 1.8  Help菜单项 

菜 单 名 称 功    能 

Product Help 显示产品帮助信息 
Function Browser 函数速查窗口 
Submit a Mathworks Support Request 请求 Mathworks 技术支持 
Using the Desktop 启动 Desktop 的帮助窗口 
Using the Command Window 启动命令窗口的帮助（动态显示当前活动窗口的名称） 
Web Resources 显示 Internet 上相关的网络资源 
Get Product Trials 获得产品试用 
Check for Updates 检查更新 
Licensing 管理许可 
Demos 调出 MATLAB 提供的例程 
Terms of Use 使用条款文件 
Patents 专利信息 
About Matlab 显示关于 MATLAB 的版本信息等 

2．标题栏 

MATLAB 7.0 主界面的标题栏如图 1.12 所示，包括常见的文档操作，如新建、打开、

剪切、复制、粘贴、撤销、恢复等，用于当前目录的设置。 

3．命令窗口 

命令窗口（Command Window）是进行各种 MATLAB 操作 主要的窗口，如图 1.13 所示。 



第 1 章  MATLAB 编程环境 

 ·13·

 

图 1.12  标题栏 

 

图 1.13  Command Window 窗口 

在该窗口中可输入各种 MATLAB 运作的指令、函数和表达式，并可显示除图形外的

所有运算结果，运行错误时还会给出相关的出错提示。它是操作者与 MATLAB 交互的主

窗口，不仅可以内嵌在 MATLAB 的工作界面，而且还可以以独立窗口的形式浮动在界面

上，只需单击该窗口右上角的按钮 ，就可浮动命令窗口；同样，单击浮动命令窗口按钮

，就可将其嵌入到工作界面。 
MATLAB 命令窗口中的 >>为命令提示符，表示 MATLAB 处于准备状态，早期版

本的 MATLAB 提示符为>>。当在该提示符后输入正确的运算式后，只需按 Enter 键，命

令窗口中就会直接显示运算结果。重新输入命令时，用户不用输入整行命令，只需按键盘

上的↑键调出刚才输入的命令即可。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命令时，可以不必每输入一条命令就按 Enter 键执行，可以在输入

几行后一同运行。注意，换行时，只要在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按 Enter 键即可，否则 MATLAB
就会执行上面输入的所有语句。但是当需要执行的命令条数过多或者涉及嵌套语句时，这

种方式就不太方便了，这时需要用到后面讲到的 M 文件编辑窗口。 
【例 1-1】 命令窗口的操作示例。输入变量，在命令窗口输入以下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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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2 3;4 5 6;7 8 9] 
 
MATLAB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a = 
     1     2     3 
     4     5     6 
     7     8     9 

4．当前文件夹浏览器 

当前文件夹浏览器（Current Folder）包含子目录、M 文件、MAT 文件和 MDL 文件等。

对于该界面上的 M 文件，可直接进行复制、编辑和运行。界面上的 MAT 文件可直接被送

入 MATLAB 工作内存，界面上的子目录可进行 Windows 平台的各种标准操作。 

5．工作空间浏览器 

工作空间浏览器（Workspace）是 MATLAB 用于存储各种变量和结果的内存空间。它

与 MATLAB 的命令窗口一样，不仅可以内嵌在 MATLAB 的工作界面，而且还可以以独立

窗口的形式浮动在界面上。该窗口罗列出了 MATLAB 工作空间中所有的变量名、大小、

字节数，并可对变量进行观察、编辑、提取和保存。 

6．历史命令窗口 

历史命令窗口（Command History）可以内嵌在 MATLAB 的右下部，也可以浮动在主

窗口上。该窗口记录已经运行过的指令、函数、表达式，以及运行的日期和时间。该窗中

的所有指令、文字都允许复制、重运行，以及用于产生 M 文件。 

7．捷径键 

捷径键是指主界面窗口左下角的 Start 按钮，它是通往 MATLAB 所包含的各种组件、

模块库、图形用户界面、帮助分类目录、演示算例等的捷径，并可向用户提供自建快捷操

作的环境，如图 1.14 所示。 

 

图 1.14  捷径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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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MATLAB 搜索路径 

MATLAB 的所有文件操作都是在一个被称为“当前文件夹（Current Folder）”的目录

中进行的。MATLAB 7.0 默认的当前文件夹是 D:\programs_files\MATHWORKS_R2009A\bin。
MATLAB 的早期版本称该文件夹为当前目录（Current Directory），新版本有时也习惯这

种叫法。 
在 MATLAB 环境中，如果不特别指明存放数据和文件的目录，那么 MATLAB 总是默

认地将它们存放在当前文件夹中。出于对 MATLAB 可靠运行和用户方便的考虑，在

MATLAB 开始工作时，就应把当前文件夹设置成用户方便的自定义目录。 
【例 1-2】 把当前文件夹设置成自定义目录的方法如下。 
在 MATLAB 操作桌面的右上方或当前文件夹浏览器的左上方有一个当前文件夹设置

区，如图 1.15 所示，包括 Current Directory 和 Browse for folder。用户在 Current Directory
中直接输入待设置的目录名，或借助 Browse for folder 和鼠标选择待设置目录即可。 

 

图 1.15  当前目录窗口 

例如，要在 D:\programs_files\MATHWORKS_R2009A\bin 目录下添加文件夹 mywork，
只要按如图 1.16 所示进行操作即可。 

 

图 1.16  添加当前目录窗口 



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与应用 

 ·16· 

也可以采用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命令的方法设置自定义目录。在命令窗口提示符 >>
后输入如下的命令行即可。 

 
>>mkdir C:\UserFolderName        %在 C盘下创建自定义目录 
>>cd C:\UserFolderName          %把当前文件夹设置为该自定义目录 
 
MATLAB 在工作时需要按照一定的顺序，从各个目录中寻找所需要的文件、变量、函

数和数据，这个顺序称为搜索路径。MATLAB 事先把需要的目录按照优先级设计成搜索路

径上的节点，假如用户在命令提示符 >>后输入符号 X，或程序语句中有一个符号 X，

MATLAB 将按下列次序去搜索和识别。 
（1）在 MATLAB 内存中进行检查搜索，看 X 是否为工作空间浏览器的变量或特殊常

量。如果是，则将其当成变量或特殊常量来处理，不再往下展开搜索；否则，进行下一步

判断。 
（2）检查 X 是否为 MATLAB 的内建函数（Built-in Function）。若是，则调用 X 这个

内建函数；否则，进行下一步判断。 
（3）继续在当前目录中搜索是否有名称为 X.m 或 X.mex 的文件。若有，则将 X 作为

文件调用；否则，进行下一步判断。 
（4）继续在 MATLAB 搜索路径的所有目录中搜索是否有名称为 X.m 或 X.mex 的文件。

若有，则将 X 作为文件调用。 
（5）上述 4 步全部执行完后，如果仍未发现 X 这一符号的出处，则 MATLAB 发出错

误信息。可以利用菜单设置搜索路径：执行 File→Set Path 命令，打开 Set Path（路径设置）

对话框，从中设置搜索路径。 

1.4.3  MATLAB 变量保存 

工作空间浏览器（Workspace）也称为内存浏览器，是用于存储各种变量和结果的内

存空间，也是 MATLAB 执行命令及调用变量数据的主要窗口。 
Workspace 默认放置于 MATLAB 操作桌面的右上侧后台。单击工作界面右上侧框下方

的 Workspace 窗标，可使工作空间浏览器出现在工作界面的前台。只需单击该窗口右上角

的按钮 ，就可出现浮动的工作空间浏览器窗口。Workspace 窗口及工具栏各按钮功能如

图 1.11 所示。 
例如，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如下变量： 
 
>> x = 1:10; 
>> y = [3 4 6 9 13 17 24 25 30 36]; 
 
按 Enter 键后，会在 Workspace 窗口中显示内存变量 x 和 y。选中变量 x 和 y，单击“绘

图类型菜单引出键”按钮，选择 pie 选项，即可显示图形，如图 1.17 所示。 
当退出 MATLAB 时，工作空间浏览器中的变量就会随之清除。若以后想继续使用这

些变量，就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保存操作。下面具体讲解保存变量的方式。 
保存工作空间浏览器中的所有变量的步骤如下。 

（1）从主界面窗口或工作空间浏览器菜单栏中执行 File→Save Workspace As 命令，弹

出 Save to MAT-File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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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Workspace 窗口 

（2）指定保存路径和文件名，MATLAB 会自动提供 mat 扩展名。 
（3）单击“保存”按钮。 
保存工作空间浏览器中的部分变量的步骤如下。 

（1）从共组空间浏览器中选择变量，按 Ctrl 键的同时单击所要保存的多个变量名。 
（2）右击鼠标，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 Save As 命令，弹出 Save to MAT-File 对     

话框。 
（3）指定保存路径和文件名，MATLAB 会自动提供.mat 扩展名。 
（4）单击“保存”按钮。 
在 Workspace 中选择要打开的变量，单击工具栏中的表格图标 ，或者双击该变量，

即可打开数组编辑器窗口。也可在命令窗口中使用 openvar（变量名）打开此变量名的数组

编辑器窗口。此窗口可以内嵌在 Workspace 空间，也可以浮动在主界面窗口上。它可以像

Excel 那样实现数据的复制、剪切、粘贴等操作，也可以进行快速绘图。 

1.5  M 文件的使用 

将 MATLAB 语句按特定的顺序组合在一起就得到 MATLAB 程序，其文件名的后缀为

M，因此称为 M 文件。Ｍ文件有两类：Ｍ脚本文件和Ｍ函数文件。M 文件编辑器窗口用来

编辑脚本 M 文件和函数 M 文件，是 MATLAB 的程序编制窗口。 

1．建立新的脚本M文件编辑器窗口 

单击 MATLAB 界面工具栏上的按钮，或者选择 File→New→Script 命令，可打开空白

的脚本 M 文件编辑器窗口，也可在命令窗口输入 edit 命令，新建脚本 M 文件编辑器窗口。 
 



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与应用 

 ·18· 

在此窗口中可以编写程序，还可将程序进行保存。例如，保存名为 abc，则在命令窗

口中直接输入 abc，按 Enter 键即可。也可通过直接单击窗口工具栏中的按钮 保存并运行

该程序。 

2．建立新的函数M文件编辑器窗口 

在 MATLAB 命令窗口中，执行 File→New→Function 命令，即可打开函数 M 文件编

辑器窗口。 
在此窗口中可以编写函数程序，还可将程序进行保存，文件名是默认设置的函数名。 

3．打开已存在的M文件编辑器窗口 

单击 MATLAB 界面工具栏上的按钮 ，或者执行 File→Open 命令，打开 Open 对话

框，选择文件，单击“打开”按钮，就可打开相应的 M 文件编辑器窗口；或双击当前文件

夹浏览器中的 M 文件，也可直接打开相应的 M 文件编辑器窗口。 

4．M文件运行方式 

M 文件有两种运行方式： 
 在命令窗口直接写文件名，按 Enter 键。 
 在编辑窗口打开菜单 Tools，再单击 Run 按钮。M 文件保存的路径一定要在搜索路

径上，否则 M 文件不能运行。 
在 MATLAB 中进行程序设计往往需要运行的指令较多，如果将这些指令逐行从键盘

上输入非常麻烦，因此，MATLAB 提供了命令文件来解决这一问题。一组相关指令可以一

起填写到同一个 M 文件中，从而在运行时一次运行完成，这非常类似于 Linux 的脚本语        
言。脚本文件通过工具栏的新建按钮（或执行 File→New→M-Fil 命令）进入 MATLAB 的

M 文件编器窗口，在该窗口可以将自己想要运行的命令按照相应的格式编写，然后直接   
运行。 

所谓脚本文件，即多条 MATLAB 语句写在编辑器中，将其作为以扩展名为 m 的文件

保存在某一目录中，就得到一个脚本文件。下面举例说明脚本文件的生成。 
【例 1-3】 求一个数是否为素数的脚本文件，其 MATLAB 脚本文件的代码如下： 
 
x=input('Please input a number:'); 
if x==1 
    disp('既不是素数也不是合数') 
    isSushu = -1; 
    reurn; 
end 
isSushu = 1; 
for i=2:x-1 
    if mod(x, i)==0 
        isSushu = 0; 
    end 
end 
if isSushu 
    disp([num2str(x) ' is a prime number']) 
else 
    disp([num2str(x) ' is a not prime numbe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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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Please input a number:8 
8 is a not prime number 
 
注：文件名与变量名的命名规则相同，Ｍ文件一般用小写字母。虽然 MATLAB 区分

变量名的大小写，但不区分文件名的大小写。M 命令文件中的语句可以访问 MATLAB 工

作空间中的所有变量与数据，同时 M 命令文件中的所有变量都是全局变量，可以被其他命

令文件与函数文件访问，并且这些全局变量一直保存在内存中，可以用 clear 来清除这些全

局变量。M 脚本文件没有参数传递功能，但Ｍ函数文件有该功能，所以Ｍ函数文件的应用

更为广泛。 
Ｍ函数文件由 5 部分组成。包括函数名、输入变量、输出变量、H1 行、注释。其书写

格式有严格规定，必须以 function 开头，其格式如下： 
 
function  【输出参数列表】=函数名【输入参数列表】 
 
因为Ｍ函数必须给输入参数赋值，所以编写Ｍ函数必须在编辑器窗口中进行，而执行

Ｍ函数要在指令窗口，并给输入参数赋值。Ｍ函数不能像Ｍ脚本文件那样在编辑器窗口通

过执行 Debug→run 命令。Ｍ函数可以被其他Ｍ函数文件或Ｍ脚本文件调用。为了以后调用

方便，文件名 好与函数名相同且起一个好记的易于以后自己理解的名称。下面同样举例

说明函数文件的编写。 
【例 1-4】 编写 M 函数，实现输入一个数判断是否为素数。MATLAB 代码如下： 
 
函数文件： 
function isSushu = sushu( x ) 
%sushu 判断一个数是否是素数 
% sushu(x)  
% 输入： x  输入要判断的数 
% 输出： isSushu 0表示不是素数，1表示是素数，-1表示既不是素数也不是合数 
% 
if x==1 
    disp('既不是素数也不是合数') 
    isSushu = -1; 
    reurn; 
end 
isSushu = 1; 
for i=2:x-1 
    if mod(x, i)==0 
        isSushu = 0; 
    end 
end 
 
则在 MATLAB 中构建如下的脚本文件。 
 
x=input('Please input a number:'); 
if sushu(x) 
    disp([num2str(x) ' is a prime number']) 
else 
     disp([num2str(x) ' is a not prime number']) 
end 
 
运行上述脚本文件，则 MATLAB 的运行结果如下： 
 
Please input a numbe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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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s a prime number 
 
函数文件与脚本文件的主要区别在于：函数文件一般都要带参数，都要有返回结果，

而脚本文件没有参数与返回结果；函数文件的变量是局部变量，运行期间有效，运行完毕

就自动被清除，而命令文件的变量是全局变量，执行完毕后仍被保存在内存中；函数文件

要定义函数名，且保存该函数文件的文件名必须是函数名.m。M 函数文件可以有多个因变

量和多个自变量，当有多个因变量时用[ ]括起来。 

1.6  常 用 命 令 

本节介绍 MATLAB 中有一些常用的管理命令和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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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等。MATLAB 提供了许多命令、

格式和标点符号，可以用来管理变量、函数、文件和窗口，还可以设置运算结果的显示格

式，以及在表达式运算、语句中的不同作用等。下面分类进行说明。 

1．有关命令行环境的一些操作 

（1）简要列出工作空间变量名，调用格式如下。 
 who：列出环境中所有变量的名称。 
 who global：列出全局变量的名称。 
 who-file filename：列出指定文件的变量名称。 
 who…var1 var2：列出多个变量的名称。 

【例 1-5】 显示窗口中变量的信息。MATLAB 代码如下： 
 
a=[1 2 3;4 5 6]; 
who a 
 
MATLAB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Your variables are: 
a   
 
（2）whos 详细列出工作空间变量名，调用格式如下。 

 whos：详细列出环境中所有变量的属性。 
 whos global：详细列出全局变量的属性。 
 whos-file filename：详细列出指定文件的变量属性。 
 whos…var1 var2：详细列出多个变量的属性。 

【例 1-6】 显示窗口中变量的详细信息。MATLAB 代码如下： 
 
a=[1 2 3;4 5 6]; 
whos a 
 
MATLAB 程序运行结果如下： 
 
whos a 
  Name   Size            Bytes Class     Attributes 
  a       2×3               48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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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lear 清除内存中的变量与函数，调用格式如下。 
clear name：清除变量。 

【例 1-7】 清除内存中的变量并检测是否清除。MATLAB 代码如下： 
 
a=[1 2 3;4 5 6]; 
who a 
clear a 
who a 
 
MATLAB 运行结果如下： 
 
Your variables are: 
a   
 
（4）size 查询矩阵的维数，调用格式如下。 

 d=size(X)：返回矩阵 X 的第一维长度。 
 [m,n]=size(X)：返回矩阵 X 的大小。 

【例 1-8】 查询矩阵的维数，MATLAB 代码如下： 
 
a=[1 2 3;4 5 6] 
[m n] = size(a) 
 
MATLAB 运行结果如下： 
 
a = 
     1     2     3 
     4     5     6 
m = 
     2 
n = 
     3 
 
（5）length 查询矢量的长度，调用格式如下。 
n = length(X)：返回向量 X 的长度为 n。 

【例 1-9】 查询向量的长度，MATLAB 代码如下： 
 
a=[1 2 3 4 5 6] 
n = length(a) 
 
MATLAB 运行结果如下： 
 
a = 
     1     2     3     4     5     6 
n = 
     6 
 
（6）load 从文件中读入变量，在后续的章节中将具体介绍。 
（7）save 工作空间中变量存盘，在后续的章节中将具体介绍。 
（8）pack 整理工作空间的内存。 

2．运算结果的显示 

屏幕上显示的运行结果是“双精度”数据的默认状态，数字输出结果由 5 位数字构成，

但实际上 MATLAB 的数值数据通常以 16 位有效数字的“双精度”进行运算和输出。若要

显示其他有效数字，可使用表 1.9 中的命令进行选择，该表可实现的所有格式设置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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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的当前执行过程中有效。 

表 1.9  数据显示格式的控制命令 

指    令 含    义 举 例 说 明 

format 
format short 

默认显示格式，小数点后 4 位有效；对大于 1000
的实数，用 5 位有效数字的科学记数形式表示 

314.159 被显示为 314.1590 
3 141.59 被显示为 3.141 6e+003

format long 用小数点后的 15 位数字表示 3.141 592 653 589 793 
format short e 用 5 位科学记数表示 3.141 6e+00 
format long e 用 15 位科学记数表示 3.141 592 653 589 79e+00 

format short g 
从 format short 和 format short e 中自动选择 佳

记数方式 3.141 6 

format long g 
从 format long 和 format long e 中自动选择 佳

记数方式 3.141 592 653 589 79 

format rat 用近似有理数表示，显示分式 355/113 
format bank 用（银行）元、角、分表示 3.14 

3．环境字体的设置 

对命令窗口、历史命令窗口等窗口中的字体进行设置的方法：执行 File→Preferences
命令，在弹出的 Preferences 对话框的树形目录中找到 Fonts 项，它对应了 Desktop code font

（桌面代码字体）和 Desktop text font（桌面文本字体）两个选项，用户可以更改相应的属

性进行设置。选择 Fonts 项的子项 Custom，即可在右侧找到相应的命令窗口、历史命令窗

口和编辑器窗口等设置的自定义字体属性。该设置立即生效，并将被永久保留，不因

MATLAB 关闭和开启而改变，除非用户进行重新设置。 

4．标点符号的作用 

在编辑器窗口或命令窗口中编辑程序时，标点符号的地位极其重要，其含义如表 1.10
所示。标点符号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输入。 

表 1.10  MATLAB常用标点符号的功能 

名    称 标 点 符 号 作    用 

空格  用做输入量之间的分隔符，用做数组元素的分隔符 

逗号  , 
用做输入量之间的分隔符，用做数组元素的分隔符，用做要显示计算

结果的命令 

点  . 
在数值表示中，用做小数点；用于运算符号前，构成数组运算符；在

结构数组中，用于结构变量名与元素名的连接 
分号  ； 用做矩阵（数组）的行间分隔符，用做不显示计算结果的命令 

冒号  : 
用于生成一维数值数组（间隔）；用做单下标援引时，表示全部元素

构成的长列；用做多下标援引时，表示该维上的全部元素 
注释号  % 用做注释，是非执行语句 
单引号对  ‘ ’ 用做“字符串”符 
圆括号  （ ） 改变运算次序，在数组援引时使用，输入函数命令时使用 
方括号  [ ] 输入数组时使用，输入函数命令时使用 
花括号  { } 生成单元（细胞）数组时用，图形中被控制特殊字符括号 
续行号  … 用于构成一个“较长”的完整数组或命令，续行 
惊叹号  ! 调用 DOS 操作系统命令 

At 号  @ 
用做匿名函数前导符；放在函数名前，形成函数句柄；放在目录名前，

形成“用户对象”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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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键盘操作和快捷键 

在 MATLAB 命令窗口中，实施命令编辑的常用操作键如表 1.11 所示。 

表 1.11  实施命令行编辑的常用操作键 

键    名 作    用 键    名 作    用 

↑ 前寻式调回已输入过的命令行 Home 使光标移到当前行的首端 
↓ 后寻式调回已输入过的命令行 End 使光标移到当前行的尾端 
← 在当前行中左移光标 Delete 删去光标右边的字符 
→ 在当前行中右移光标 Backspace 删去光标左边的字符 
PageUp 前寻式翻阅当前窗中的内容 PageDown 后寻式翻阅当前窗中的内容

Ctrl+R 添加注释，并且对多行有效 Ctrl+T 取消注释，并且对多行有效

Ctrl+Tab 当前空间之间切换 Esc 清除当前行的全部内容 
F5 运行编辑窗口的程序 F12 设置取消断点 

1.7  本 章 小 结 

在本章中介绍了 MATLAB 的一些基本知识和一些常用的管理命令和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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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以及一些

常用的快捷键等。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了解 MATLAB 中一些基本的知识，对 MATLAB 有个整体的认识。 
 掌握 MATLAB 中一些重要的通用命令及函数的使用方法和使用环境。 
 了解 MATLAB 中一些常用快捷键的使用方法。 

1.8  习    题 

1．简述 MATLAB 的主要功能。 
2．简述 MATLAB 的特点。 
3．简述 MATLAB 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作用。 
4．论述脚本文件和函数文件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