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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ding developer of mathematical computing software 

for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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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软件被用来设计我们赖以生存的产品

飞机

智能手机

汽车

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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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假肢

自主机器人

可重用运载火箭

清洁能源

这些突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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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Computer Vision System ToolboxSimulink

▪ MATLAB是一种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分
析、可视化和数值计算的编程环境。

▪ Simulink是一个用于系统设计、仿真和
测试的图形化环境。

▪ 为特定领域提供近100种附加产品。

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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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 全球数以百万计的科学家与工程师都在使用 MATLAB 与 Simulink.

排名前十的
所有航空/航天企业2

排名前十的

全部汽车制造商1

3家排名前五的

互联网公司

1OICA: 2016 World Motor Vehicle Production 2PwC: Aerospace and Defense 2017 Year in Review

9万多个
商业、政府与大学

公司/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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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航空与国防 汽车 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与制药 通信

电子 能源 金融服务 工业机械 医疗设备

金属，材料与矿业 神经科学 轨道交通 半导体 软件与互联网

我们的客户 / 主要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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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辅助驾驶系统 ADAS

关系每个人的 安全关键特性

检测障碍，自动进行刹车，调整巡航控制，
并保持在车道上

我们的客户 / 斯巴鲁 Sub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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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飞机

在开发全世界最大的喷气式客机A380中 节约了
三个月的开发时间

我们的客户 / 空客 Ai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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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用运载火箭

个人太空旅行

第一枚进入太空并“软着陆”返回地球
的火箭

我们的客户 / 蓝源 Blue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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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机器人

通过立体摄像机和皮肤上的触觉传感器
来感知周围环境

执行 类人 任务

我们的客户 /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D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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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 / 佐治亚理工 Georgia Tech

机器人假肢

鼓槌由收缩肌肉和人工智能控制

病人能演奏出比一般的人类鼓手 更快，
更复杂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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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于教育

▪ MATLAB和Simulink是世界各地的学生、教育者和研究人员 使用的
灵感和创新工具。

5000多所
高等院校

1900多本基于MATLAB与
Simulink的书籍

每年数以万计的
有熟练技能的毕业生

“每个新入职的人都懂 MATLAB，
因为 他们都在大学学过。学习曲线
因此大大减少.”

Jeff Corn, Chief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Section
U.S. Air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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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2017年赞助了 44项学生赛事 并为
2800支参赛队伍 提供了软件

涉及的领域包括汽车，航天航空，生物技
术，编程与机器人等

教育 / 学生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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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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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提升

▪ 使用重新设计的执行引擎，更快地运行

MATLAB代码

– 所有的MATLAB代码现在都是即时编译的

▪ 更快地执行使用标量运算的循环

▪ 更快的创建对象和设置属性

▪ 改进脚本性能

▪ 用更少的内存更快地渲染带有大量标记的图片

▪ 升级 Java SE 8

–

▪ MATLAB 启动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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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a 之前编辑和执行 MATLAB代码的方式

▪ 纯文本编辑

▪ 命令行空间输出

▪ 所绘图片输出至多个
窗口

▪ 公式、图片、和超链
接只在“发布”之后
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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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单一的交互环境中探索和分析问题

– 感知代码上下文并提供编程指南

– 上下或者左右显示结果

– 使用自动的MATLAB代码生成交互式编辑图片

– 调试函数和脚本

– 使用交互式控件来修改脚本中的值

▪ 将您的代码转换成有格式的、可执行的文档来表述您的过程

– 可插入各种文本格式、图片和超链接

– 交互式编辑图片

– 可直接保存为 PDF, HTML, 或 LaTeX 格式

– 在 输出的 PDF 文件中具有高分辨率图片。

实时编辑器
改变您使用 MATLAB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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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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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公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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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图片

在文本里直接编辑
图片…

…然后把编辑过程自动
生成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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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文感知编码

建议代码自动完成

内嵌预览

自动完成括号

自动搭配函数名称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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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编辑器更新

▪ 在实时编辑器中创建带有帮助文档的函数
– 使用帮助文档浏览器来查看文档

▪ 调试函数及脚本
– 运行到此行

– 设置断点

– 进入函数

▪ 使用可交互式控件控制实时编辑器中变量的值
– 滑条和下拉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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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具箱

▪ 代码生成
– GPU Coder

– Vision HDL Toolbox

▪ 控制
– Robotics System Toolbox

▪ 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
–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 Toolbox

▪ 信号处理
– Audio System Toolbox

– Sensor Tracking and Fusion Toolbox

– 5G Toolbox

▪ 数学、统计及最优化
– Text Analytics Toolbox

– Predictive Maintenance Toolbox

▪ 计算金融学
– Risk Management Toolbox

▪ 确认与验证
– Simulink Test

– Simulink Check

– Simulink Coverage

– Simulink Requirements

▪ 物理建模
– Simscape Fluids

▪ 无线通信
– WLAN System Toolbox

– Antenna Toolbox

– Phased Array System Toolbox

– LTE System Toolbox

– LTE HDL Toolbox



26© 2018 The MathWorks, Inc.

如何学习 MAT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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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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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用户社区

▪ MATLAB Answers

– https://ww2.mathworks.cn/matlabcentral/answers/

▪ File Exchange

– https://ww2.mathworks.cn/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

▪ MATLAB 中文论坛
– http://www.ilovematlab.cn/

https://ww2.mathworks.cn/matlabcentral/answers/
https://ww2.mathworks.cn/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
http://www.ilovematla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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