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第2章

MATLAB 数据分析工具箱简介

MATLAB[1]（矩阵实验室）是 MATrix LABoratory 的缩写，是一款由美国 MathWorks 公
司出品的工程与科学计算软件。它提供一种用于算法开发、数据可视化、数据分析以及数值
计算的科学计算语言和交互式环境。它具有下列优势：
MATLAB 程序语言易学，其代码编辑、调试交互式环境比较人性化，易于初学者上手；

具有较高的开放性，MATLAB 不仅提供功能丰富的内置函数供用户调用，也允许用

户编写自定义函数来扩充功能；
MATLAB 是学术界和业界最常用的算法设计平台，具有丰富的网络资源，很多用户

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发最新的算法或函数工具箱共享在互联网上。
MATLAB 是一个体系庞大的应用软件，主要包括核心的 MATLAB 基础工具箱和各专业
领域的其他工具箱。MATLAB 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领域具有特别优势，本书针对数据分
析和挖掘相关的内容采用原理加实战的方式来对 MATLAB 相关函数进行介绍。本章主要对
MATLAB 软件的安装、一些数据分析和挖掘相关的工具箱及常用函数的使用进行简单介绍。
在后续的章节中，首先介绍数据挖掘分析的相关原理，然后针对每个原理选取 MATLAB 相
关函数进行实战演示，使读者不仅能对数据挖掘相关原理比较清晰，同时可以使用本书提供
的 MATLAB 相关实例来切实地感受相关数据挖掘原理的精髓。

2.1

MATLAB 的安装
本书使用的 MATLAB 版本为 MATLAB R2014a。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可选择安装 64 位

或 32 位的版本。推荐安装 64 位版本，64 位版本可使其运行内存不再受操作系统内存上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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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安装时直接运行根目录下的 bin/win32/setup.exe 文件即可。MathWorks 公司在 MATLAB
的官方网站：https://cn.mathworks.com/programs/trials/trial_request.html?prodcode=ML&s_iid=main_
trial_ML_cta1 提供试用版的下载。
在安装过程中可选择在线安装或离线安装两种方式。选择在线安装需要提供用户名和密
码；离线安装方式需要提供安装序列号以及许可文件。
安装好 MATLAB 后，单击安装目录中 bin 目录下的 matlab.exe 启动 MATLAB，打开如
图 2-1 所示的界面。

图 2-1

2.2

MATLAB R2014a 的初始界面

MATLAB 使用入门

2.2.1

MATLAB R2014a 操作界面

MATLAB 的界面布局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和习惯进行调整。通过调整工具栏中的 Layout
选项：选择 Layer → Default 选项，这时会出现如图 2-1 的界面；接着，选择 Layer → Command
History → Docked 选项，展示 Command History 界面，通过点击界面拖拽的方式，把常用的工作
环境界面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界面如图 2-2 所示。MATLAB R2014a 的工作环境由六部分组成，
包括菜单栏、工具栏、当前文件夹窗口（Current Folder）
、工作空间窗口（Workspace）
、历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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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常用操作

1. doc
功能：打开 MATLAB 帮助浏览器。
在命令窗口输入 doc，按 Enter 键执行，或者在 MATLAB 右上角单击

按钮，都可打

开帮助浏览器。帮助浏览器是 MATLAB 自带的帮助系统，是学习 MATLAB 的一个非常有用
的工具。例如要了解 plot() 函数，可以在帮助浏览器的搜索栏中查找 plot，如图 2-3 所示，即
可获得 plot() 函数的使用帮助。

图 2-3

MATLAB R2014a 帮助浏览器

使用帮助中主要包括 7 部分内容：语法（Syntax）部分给出了 plot 函数的各种调用方法；
函数说明（Description）部分，针对每种语法进行详细描述，描述函数的主要功能以及输入
数据的格式等；例子部分给出 plot 函数常用的例子，用户可以直接运行示例程序得到结果，
得到对该函数的一个直观的印象；输入参数部分，给出输入参数的详细解释，包括输入参数
的取值范围等；输出参数部分给出输出参数的详细描述，类似输入参数；更多（More About）
给出了和该函数相关的信息；其他（See Also）则提供了与该函数相关的其他函数的链接。
使用 MATLAB 的帮助系统是一种快速学习和掌握 MATLAB 的有效方法。下面以绘制
一个给定的时序 y 的时序图为例进行说明。MATLAB 中最基本的绘图命令是 plot，我们在帮
助系统中查找 plot，查看其基本语法，找到和自己需求相关的语法，这里使用 plot(y) 语法即
可。接下来查看其语法的详细解释，由于这里的 y 是一个时序向量，直接调用即可。然后编
写脚本代码、运行程序，即可得到所要的时序图。当然在查看完语法的详细解释后还可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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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示例程序，直接复制其代码片段到命令窗口执行并查看结果。这样就不会单单对 plot()
函数停留在简单理解的水平上了。最后，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整所作的时序图，比如设置标
题、x 轴、y 轴等信息，还可以在其他里面查询到相关的函数。
2. help
功能：提供 MATLAB 函数和 M 文件的在线帮助。
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help plot，按 Enter 键执行，得到 MATLAB 中自带函数 plot() 的帮助
信息如下。
>> help plot
plot - 2-D line plot
This MATLAB function creates a 2-D line plot of the data in Y versus the
…such that one of its dimensions equals the vector length.
plot(X,Y)
…
plot(axes_handle,___)
h = plot(___)
Reference page for plot
See also gca, hold, legend, LineSpec, title, xlabel, xlim, ylabel, ylim
Other functions named plot
simulink/plot, curvef it/plot, f inance/plot, f ixedpoint/plot, mpc/plot,
rf/plot, wavelet/plot, simscape/simscape.logging.plot

help 命令首先给出 plot() 函数的简单功能，接着给出其详细描述、具体使用语法、相关
的函数以及其他工具箱中同样称为 plot() 的函数。help 命令可以直接给出某个函数的简单用
法，方便用户快速针对某个函数的使用有一个简单、大体的了解。
3. clc
功能：清除命令窗中所有的显示内容。
4. clear
功能：清除 MATLAB 工作空间中的内存变量。
一般利用 clc 命令与 clear 命令，清除内存变量和命令窗口中的所有显示内容。
5. save 和 load
功能：save 将 MATLAB 工作空间中的所有变量保存到为 .mat 的二进制格式文件中；
load 从磁盘文件中重新调入变量内容到工作空间。
6. xlsread、xlswrite、csvread、csvwrite
功能：xlsread、csvread 读取 Excel 或者 CSV 文件到当前的工作空间；xlswrite、csv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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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前工作空间的数据写到 Excel 或者 CSV 文件中。
7. database、exec、fetch
功能：database 连接数据库，根据参数的不同其所连接的数据库也不同；exec 执行给定
的 sql 语句；fetch 获取 sql 执行的结果。MATLAB 连接 MySQL 并查询数据的示例代码，如
代码清单 2-1 所示。
代码清单 2-1

MATLAB 连接 MySQL 并查询数据示例程序

%% MySQL 数据库导入数据示例程序
clear;
% 初始化参数
sqlquery = 'select u.user,u.password,u.host from user u';
% 查询脚本
dbname='mysql';
% 数据库名称
username='admin';
password='admin';
host = 'localhost';
dpath='D:\Program Files\MySQL\Connector J 5.1.25\mysql-connector-java-5.1.25-bin.
jar';
% MySQL 驱动路径
dataf ile = '../tmp/user.xls';
% 数据保存路径
%% 连接数据库并查询
javaaddpath(dpath);
% 把 MySQL 驱动加入系统路径
conn = database(dbname,username,password,'Vendor','MySQL',...
'Server',host);
% 连接数据库
curs = exec(conn,sqlquery);
% 执行查询
setdbprefs('DataReturnFormat','cellarray');
% 设置数据格式
curs = fetch(curs);
% 获取数据
%% 保存数据
data = curs.data;
xlswrite(dataf ile,data);

% 获取数据
% 数据写入 Excel

* 代码详见：示例程序 /code/database_example.m

8. fopen、fscanf、fprintf
功能：fopen 打开一个文件，设置参数可以设置打开的权限，比如读、写等；fscanf 读取
文本文件的数据；fprintf 写入数据到文本文件中。
9. imread、imwrite、print
功能：imread 读取图片数据；imwrite 把图片数据写入文件；print 把画出来的图片保存
到文件。比如，现在需要针对一个文件夹中所有的图片进行截取并计算其一阶矩，那么可以
使用 dir() 函数得到所有图片的索引，即可进行批量处理（参考第 9 章基于水色图像的水质评
价）。其 MATLAB 代码，如代码清单 2-2 所示。
代码清单 2-2
%% 图片批量截取
clear;

图片批量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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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参数
picdir = '../data/images/' ;
picsave = '../tmp/';
logf ile = '../tmp/log.txt' ;
momentf ile ='../tmp/moment.xls';

%
%
%
%

%% 日志文件初始化
f ileID = fopen(logf ile,'a+');
loginfo =[datestr(now) ' ' ' 日志初始化完成 '];
fprintf(f ileID,'%s\r\n',loginfo);

% 以追加的方式添加日志信息
% 日志信息
% 写入日志信息

图片所在的文件夹
截取图片保存文件夹
日志文件所在的路径
图片阶矩存储路径

%% 批量获取图片名
inputfolder=dir(picdir);
inputfolder=struct2cell(inputfolder);
inputfolder=inputfolder';
isdirs=cell2mat(inputfolder(:,4));
num= sum(isdirs==0);
% 图片的数量
images=inputfolder(:,1);
images=images(isdirs==0);
% 图片名
% 日志记录
loginfo =[datestr(now) '
' ' 图片所在的文件夹为：' picdir ...
', 一共有 ' num2str(num) ' 个图片 '];
fprintf(f ileID,'%s\r\n',loginfo);
%% 图片的批量截取和保存
rows = size(images,1);
moment = zeros(rows,3);
% 初始化一阶矩变量
for i= 1:rows
% 日志记录
loginfo =[datestr(now) '
' ' 正在处理第 ' num2str(i) ...
' 个图片，文件名为 ' images{i,1} ];
fprintf(f ileID,'%s\r\n',loginfo);
imdata_i = imread([picdir images{i,1}]); % 读取图片文件
[width,length,z]=size(imdata_i);
subimage= imdata_i(f ix(width/2)-50:f ix(width/2)+50,...
f ix(length/2)-50:f ix(length/2)+50,:); % 图片截取
imwrite(subimage,[picsave images{i,1}]); % 保存图片
% 计算截取图片后一阶矩
subimage=im2double(subimage);
% 数据转换
f irstmoment= mean(mean(subimage));
% 一阶矩
for j=1:3
moment(i,j)=f irstmoment(1,1,j);
end
end
%% 保存数据 关闭日志文件
xlswrite(momentf ile,moment);
% 把阶矩数据写入 Excel 文件
% 日志记录
loginfo =[datestr(now) '
' ' 阶矩数据已写入文件 ' ];
fprintf(f ileID,'%s\r\n',loginfo);
fclose(f ileID);

% 关闭日志文件

* 代码详见：示例程序 /code/batch_pic_proces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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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lot
功能：画图，可以设置参数进行定制的图像绘制。比如，使用代码清单 2-3 可以实现读
取 Excel 的时间序列数据，然后进行定制作图。
代码清单 2-3
%% 定制作图
clear;
% 初始化参数
tsf ile = '../data/time_series.xls';
tspic = '../tmp/time_series.png' ;

定制作图

% 时间序列所在路径；
% 时间序列图保存路径；

%% 读取时间序列
[num,txt] = xlsread(tsf ile);
%% 定制作图
h=f igure ;
set(h,'Visible','off');
plot(num(:,1),num(:,2),'-ok');
xlabel(txt{1,1});
ylabel(txt{1,2});
title(' 时间序列图 ');

% 直接保存，不需弹框
% 使用 -o 连接，颜色为黑色

%% 保存图片
print(h,'-dpng',tspic);
* 代码详见：示例程序 /code/cust_plot.m

2.3

MATLAB 数据分析工具箱
MATLAB 工具箱主要包含的类别有数学类、统计与优化类、信号处理与通信类、控制

系统设计与分析类、图像处理类、测试与测量类、计算金融类、计算生物类、并行计算类、
数据库访问与报告类、MATLAB 代码生成类、MATLAB 应用发布类。每个类别内含有一个
或多个工具箱。比如数学、统计与优化类别就包含有曲线拟合工具箱、优化工具箱、神经网
络工具箱、统计工具箱等。MATLAB 应用发布类别主要包含 MATLAB 和其他语言的混合编
译、编程，包括 C、C#、Java 等。
本书主要介绍数据分析以及与挖掘实战相关的内容，所以仅就 MATLAB 中与数据分析
及挖掘相关的工具箱进行介绍，包含统计工具箱、优化工具箱、曲线拟合工具箱、神经网络
工具箱等，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工

具

箱

MATLAB 数据挖掘的相关工具箱
简

介

统计工具箱

使用统计和机器学习分析及构建数据模型

曲线拟合工具箱

使用回归、插值、平滑拟合曲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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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工

具

箱

简

介

优化工具箱

解决线性、非线性、二次、整数优化的问题

神经网络工具箱

创建、训练、仿真神经网络

统计工具箱可以对数据进行组织、分析和建模，使用和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相关的算法
及工具。用户可以使用回归以及分类分析来进行预测建模、生成随机序列（蒙特卡罗模拟），
同时可以使用统计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前期的探索研究或者进行假设性检验。在分析多维数
据时，统计工具箱提供连续特征选择、主成分分析、正规化和收缩、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
等工具帮助用户筛选出对模型有重要影响的变量。该工具箱同时还提供有监督、无监督的机
器学习算法，包括支持向量机（SVMs）、决策树、K-Means、分层聚类、K 近邻聚类搜索、
高斯混合、隐马尔科夫模型等 [2]。
优化工具箱主要提供用于在满足给定的束缚条件时寻找最优解的相关函数，主要包含线
性规划、混合整数线性规划、二次规划、非线性最优化、非线性最小平方问题的求解函数。
在该工具箱中，用户可以针对连续型、离散型问题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法，使用权衡分析法进
行分析，或者在算法和应用中融合多种优化方法，从而达到较好的效果 [2]。
曲线拟合工具箱提供一个图形用户界面（GUI）和各种函数调用接口供用户实现数据拟
合。使用该工具箱可以进行数据探索性分析、数据预处理、数据过程处理、比较分析候选模
型和异常值过滤。用户可以使用 MATLAB 库函数提供的线性与非线性模型或者用户自定义
的方程式来进行回归分析。该工具箱也支持无参数模型，比如样条变换、插值以及平滑 [2]。
神经网络工具箱提供的函数以及应用可以用于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建模。不仅支持前
馈监督式学习、径向基和动态网络，同时还支持组织映射以及竞争层形式的非监督式学习。
利用该工具箱，用户可以设计、训练、可视化以及仿真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工具箱的应用主
要包括：回归、分类、聚类分析、时间序列预测和动力系统建模，对应于其所包含的四个子
工具箱。在处理海量数据时，还可以考虑使用数据分布式以及分布式计算功能、GPU 功能以
及并行计算工具箱 [2]。

2.4

配套附件使用设置
本书附件资源按照章节组织，在附件的目录中会有 chapter2、chapter3、chapter4 等章节。

在原理篇的章节目录下只包含“示例程序”文件夹，包含三个子目录：code、data 和 tmp。
其中 code 为章节正文中使用的代码；data 为使用的数据文件；tmp 文件夹中存放临时文件或
者示例程序运行的结果文件。
在实战篇，如 chapter6 中则包含“示例程序”“上机实验”“上机实验拓展”“拓展思
考”文件夹。其中的“示例程序”文件夹和原理篇一致；
“上机实验”文件夹则主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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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实验部分的完整代码，其子目录结构和“示例程序”一致；
“上机实验拓展”中包含
“ SAS”“ R”“ SPSS”三个文件夹，主要是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解决上机实验问题；
“拓展思考”
则主要存储拓展思考部分的数据文件。
读者只需把整个章节如 chapter2 复制到本地计算机中，打开其中的示例程序即可运行程
序并得到结果。这里需要注意，在示例程序中使用的一些自定义函数在对应的章节可以找到
相应的 m 文件。同时示例程序中的参数初始化可能需要根据具体设置进行配置，比如，数据
库驱动地址如果和示例程序不同，请自行修改。

2.5

小结
本章主要对 MATLAB 进行简单介绍，包括软件安装、使用入门及相关注意事项，以及

MATLAB 数据分析及挖掘的相关工具箱。由于 MATLAB 包含有多个领域的工具箱，本章只
介绍了与数据分析及数据挖掘相关的工具箱，包括统计工具箱、优化工具箱、曲线拟合工具
箱和神经网络工具箱。工具箱中包含的函数在后续章节中会进行实例分析，通过在 MATLAB
平台上完成实际案例来掌握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原理，培养读者应用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