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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校园版安装指南

▪ 使用学校邮箱 (****@cumt.edu.cn)创建MathWorks账户
https://ww2.mathworks.cn/mwaccount/register

▪ 下载安装引导包
▪ 校内：

http://yk3.gokuai.com/file/f45gzoaq7lvs9h7rk6dopk1viad20bgq

▪ MathWorks 官网：https://ww2.mathworks.cn/downloads

▪ 安装步骤
▪ 启动安装文件

▪ 在安装程序中，输入你的MathWorks用户名，并根据提示继续

▪ 在选择许可证的步骤，选择列表中已经关联的许可证，标签为

“MATLAB (Individual)” 

▪ 选择你需要下载和安装的产品

▪ 根据提示继续安装，直至安装完成

微信扫描二维码查看学校专属
安装指南和学习资源

mailto:****@cumt.edu.cn
https://ww2.mathworks.cn/mwaccount/register
http://yk3.gokuai.com/file/f45gzoaq7lvs9h7rk6dopk1viad20bgq
https://ww2.mathworks.cn/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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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计算思维如此重要？

+
“不仅对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思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基本技能。”

Dr. Jeannette Wing, Vice President of Microsoft Research 

Former Department Head of CS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Learn to Code? Code to Learn

Ref. Link

数学 图像 编程

无论是分析数据、开发算法还是创建模型，
MATLAB 都是针对你的思维方式和学习内容而设计的

https://www.mathworks.com/discovery/computational-thinking.html?s_tid=srch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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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仿真如此重要？

建模 仿真 部署

在迁移到硬件之前，在 Simulink 中设计和仿真复杂系统，
仿真是连接理论知识与物理世界的桥梁

算法

仿真

模型设计

实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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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航空 汽车 生物科学 生物技术与制药 通信

电子 能源生产 金融服务 工业机械 医疗设备

过程工业 神经科学 轨道交通 半导体 软件与互联网

谁在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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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ATLAB 

MALTAB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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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Simulink 入门
Simulink 是一个用于系统设计、
仿真和测试的图形化环境。

Simulink 

03

应用、功能与行业
人工智能、工业4.0、自主系统、
控制、信号处理与数据科学

应用与功能

04

学习资料与学习路径
在线课程、在线视频、示例与
代码、工具与平台梳理

学习资料

学习路径

讲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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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ATLAB 入门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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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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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ATLAB 实现矩阵运算

A = [1 3 4; 2 0 1];

B = [1 2 3 1; 2 2 2 2; 3 2 1 4];

C =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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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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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视化

sur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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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演示：太阳能电池板功率计算

示例链接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matlab-689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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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演示：太阳能电池板功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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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帮助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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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帮助文档

help

doc

docsearch

search

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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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imulink 入门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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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化环境

▪ 动态系统建模和仿真

▪ 设计、实现和测试：
– 控制系统

– 信号处理系统

– 通信系统

– 其他动态系统

▪ 基于模型设计的平台

什么是 Simulin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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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ink 启动

在 MATLAB 命令行窗口键入 simulink或者点击 Home 栏 Simulink Library 按

钮，可以打开 Simulink 库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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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搭建

模块库

模块

模型

设置仿真时间，仿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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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电子控制器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

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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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

电力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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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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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

信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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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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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

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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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通信

搭建各类动态系统模型

电力电子

控制系统

信号处理

机器人

自动驾驶

计算机视觉计算机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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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演示：弹球的仿真

𝑑𝑣

𝑑𝑡
= −𝑔

𝑑𝑥

𝑑𝑡
= 𝑣

𝑣1 = −0.8 ∗ 𝑣， x = 0

示例链接

https://www.mathworks.com/help/simulink/slref/simulation-of-a-bouncing-b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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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应用与功能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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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令人工智能变得简单

数据标签 有限的数据

专业领域的数据处理 有限的参考研究

部署和扩展到各平台

专业领域相关的算法和工
具

多平台部署数据标注工具 数据增强算法和
仿真生成数据

预训练网络
AI 生态系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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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ATLAB 开发深度学习应用

基于 YOLO v2 目标检测 基于 SegNet 语义分割

基于 CNN 语音识别 基于强化学习训练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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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学习、仿真与实验

理论知识 算法仿真、系统仿真 硬件平台实践

仿真 物理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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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与实物的桥梁

测试 & 

验证
建模 & 

仿真

代码
生成

统一代码生成
核心

C code

C++ code

HDL code

PLC code

CUDA code

基于模型设计（MBD） 自动代码生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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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gleBoard /PandaBoard 

LEGO MINDSTORMS NXT

Arduino® Nano, Uno, Mega 2560
Raspberry PiTM

Raspberry PiTM2

KINECTTM for Windows®

Digilent® Analog DiscoveryTM

Apple® iOS Devices

Samsung® GALAXY AndroidTM

LEGO® MINDSTORMS® EV3

RTL-SDR Radio

所有支持硬件：
http://mathworks.com/hardware-support

KINECTTM for Windows® V2TurtleBot™

KinectDemoMovies3.avi
http://jp.mathworks.com/hardware-support/home.html?s_tid=hp_mi_hwsupport_0913
http://jp.mathworks.com/hardware-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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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演示：基于树莓派的小球追踪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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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习资料与路径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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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MATLAB 资源

MATLAB 基础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 MATLAB

Getting Started With 

MATLAB 视频
了解科学计算语言 MATLAB 的基本概

念和操作

MATLAB 入门之旅
时长 2 小时的 MATLAB 在线中文交互

式课程

入门 熟练

精通

MATLAB 入门文档教程 帮助文档教程、25个章节

MATLAB 基础知识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了解核心 MATLAB 功能以

进行数据分析、建模和编程

MATLAB 编程技术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改善 MATLAB 代码的稳健

性、灵活性和效率

MATLAB 数学相关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符号数学、线性代数、常微

分方程等计算数学相关课程

MATLAB 示例全集 MATLAB 示例：含代码与注解

MATLAB 绘图图库 多个绘图资源与源代码

MATLAB 实时脚本库 多个 Live Script 资源与源代码

MATLAB 并行计算

视频教程
9个短视频，学习并行计算与 GPU 计

算

更多解决方案主页 MATLAB 相关的应用、功能与行业解

决方案主页

提高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4074-1-1.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matlab-68985.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matlab-68985.html
https://cn.mathworks.com/learn/tutorials/matlab-onramp.html
cn.mathworks.com/help/matlab/getting-started-with-matlab.html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cn.mathworks.com/help/matlab/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matlab/plot-gallery.html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matlab/live-script-gallery.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parallel-and-gpu-computing-tutorials-97719.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parallel-and-gpu-computing-tutorials-97719.html
https://ww2.mathworks.cn/solu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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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Simulink 资源

Simulink 基础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 Simulink

Getting Started With SL

for Signal Processing 视频

10 分钟视频，了解使用 Simulink 开发

信号处理模型

入门 熟练

精通

Simulink 入门文档教程 帮助文档教程、3个章节

Simulink 入门之旅
3小时自学课程，在Simulink 开始页面中可

直接进，或者运行 MATLAB 命令

>>learning.simulink.launchOnramp('simulink')

Simulink 入门系列视频 9个视频、60分钟 Simulink 入门

Simulink 示例全集 Simulink 示例：含模型与注解

更多解决方案主页 Simulink 相关的应用、功能与行业解决

方案主页

提高

Getting Started With SL

for Control 视频

10 分钟视频，了解使用 Simulink 开发

控制系统模型

Stateflow 入门之旅
2小时自学课程，在Simulink 开始页面中可

直接进，或者运行 MATLAB 命令

>>learning.simulink.launchOnramp('stateflow')

Simscape 物理建模 使用 Simscape 构建机、电、液等物理

系统

https://www.ilovematlab.cn/thread-524074-1-1.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for-signal-processing-1586429627003.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for-signal-processing-1586429627003.html
cn.mathworks.com/help/simulink/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html
cn.mathworks.com/help/simulink/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solution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69027.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etting-started-with-simulink-69027.html
https://ww2.mathworks.cn/solutions/physical-modeling/resour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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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AI 资源

机器学习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机器学习

入门 熟练

精通

系列短视频：
应用机器学习

4 个短视频，机器学习应用与快速上手

机器学习入门之旅
时长 2 小时的机器学习在线中文交互式课程

提高

深度学习入门视频1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入门视频2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入门之旅
时长 2 小时的深度学习在线中文交互式课程

强化学习入门视频 1 小时中文视频，快速掌握强化学习

使用 MATLAB 进行机器学习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了解核心 MATLAB 功能以

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

使用 MATLAB 进行深度学习

（英文）在线培训课程
自学课程：了解核心 MATLAB 功能以

深度学习技术

机器学习示例全集 机器学习示例：含代码与注解

深度学习示例全集 深度学习示例：含代码与注解

深度学习与硬件部署1 深度神经网络部署到树莓派与 GPU

深度学习与硬件部署2 深度神经网络部署到树莓派与 GPU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chine-learning-with-matlab-149127257500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applied-machine-learning.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applied-machine-learning.html
https://ww2.mathworks.cn/learn/tutorials/machine-learning-onramp.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lesson-1-deep-learning-for-new-users-part-1--1552916990956.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lesson-1-deep-learning-for-new-users-part-2--1552923637600.html
https://ww2.mathworks.cn/learn/tutorials/deep-learning-onramp.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dive-into-reinforcement-learning-getting-started-with-cart-pole-1587991269849.html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ww2.mathworks.cn/help/stats/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help/deeplearning/examples.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deploying-deep-learning-application-to-arm-target-1554210083345.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step-by-step-deploying-deep-learning-application-to-arm-target-part-2--1554303756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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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MBD 资源

入门

基于模型设计是什么？ 了解基于模型的设计：从概念到代码

MATLAB Coder 是什么？
3分钟短片，教你将 MATLAB 代码自动

生成 C 代码

Simulink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Simulink 模型自动

生成通用 C 代码

Embedded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MATLAB 代码、

Simulink 代码自动生成嵌入式 C 代码

HDL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MATLAB 代码、

Simulink 代码自动生成

VHDL/Verilog 代码

GPU Coder 是什么？
2分钟短片，教你将 MATLAB 自动生

成 GPU CUDA 代码

提高

代码生成教学视频 7个视频短片，掌握 MBD 的核心 ——

自动代码生成技术

MBD 入门视频 中文视频，从建模到代码生成

项目式学习实例 视频短片，玩转树莓派和 Arduino

Coder Sumit 代码生成高级应用

硬件支持列表 MATLAB/Simulink 硬件支持列表

物理模型建模教学视频 12个视频短片，掌握 2D/3D 物理对象

建模方法

HDL 代码生成教学视频 MATLAB 视频图像处理 - 从算法到

FPGA 硬件实现

https://ww2.mathworks.cn/products/simulink.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atlab-coder-overview-61200.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imulink-coder-overview-6121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embedded-coder-overview-61213.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hdl-coder-overview-62492.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gpu-coder-overview-150887482132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student-competition-code-generation-training.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models-at-your-fingerprints-with-simulink-1571678755929.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from-theory-to-practice-case-study-for-project-based-learning-98533.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coder-summit-2018.html
https://ww2.mathworks.cn/hardware-support/home.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series/student-competition-physical-modeling-training-107490.html
https://ww2.mathworks.cn/videos/vision-and-image-processing-with-matlab-from-algorithm-to-implementation-1557769832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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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在线课程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https://matlabacademy.mathworks.com/cn

入门之旅
7门在线自定义进度交互式课程，通过2~3小时的

练习，可以掌握相关应用的基本操作

进阶课程*
面向全校授权版用户开放的大型系列在线进阶

学习课程，所有课程使用英语授课

MATLAB 基础知识 21小时

MATLAB 编程技术 21小时

MATLAB 数据处理和可视化 7小时

使用 MATLAB 进行机器学习 14小时

使用 MATLAB 进行深度学习 14小时

MATLAB 符号数学概述 2小时

用 MATLAB 求解常微分方程 2小时

用 MATLAB 求解非线性方程 2小时

MATLAB 线性代数介绍 2小时

MATLAB 统计方法介绍 2小时

* 全校授权版高校的师生，请登录后查看是否进阶课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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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视频短片

cn.mathworks.com/videos/search.html http://i.youku.com/mathworks

官网视频库
超过 2800 个技术视频资源。热门搜索

“小迈步”、“How to”等系列

优酷课堂
热门技术短片，含中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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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示例与代码

cn.mathworks.com/help/examples.html

MATLAB 自带示例
数千个 MATLAB/Simulink 示
例，含源代码、模型和详解

MATLAB Add-Ons

社区资源分享
上万个 MATLAB/Simulink

社区分享应用

MATLAB > Add-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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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资源

Simulink 资源

AI 资源

MBD 资源

在线课程

视频短片

示例与代码

MATLAB 移动端

MATLAB

桌面版
MATLAB Online

浏览器版
MATLAB Mobile

手机版/Pad版

matlab.mathworks.com
访问校内 MATLAB 下载主页

或
www.mathworks.com/downloads/

MATLAB 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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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价值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Respect

and Invest

Rational 

Workplace

Learning and

Self-Improvement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Why MATLAB?
“不仅是今天适手的学习、科研工具，而且是明天有力的工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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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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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