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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是公认的最优秀的数学模型求解工具，在 CUMCM 中超过 95%的参赛队使用
MATLAB 作为求解工具， 在国家奖队伍中，MATLAB 的使用率几乎 100%。虽然比较知名的
数模软件不只 MATLAB, 但为什么 MATLAB 在数学建模中的使用率如此之高？作为资深的
数模爱好者(从大一到研三每年都参加数模比赛， CUMCM2 次国一， 研究生赛 1 次国一)，
数模哥认为一是因为 MATLAB 的数学函数全，包含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数学知识，二是
MATLAB 足够灵活， 可以按照问题的需要，自主开发程序， 解决问题，尤其最近几年， 国
赛中的题目都很开放， 灵活度很大， 这种情况， MATLAB 的编程灵活的优势越发明显。 

在数学建模中最重要的就是模型的建立和模型的求解， 当然两者相辅相成。有过比赛
经验的数模客们都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如果 MATLAB 编程弱的话， 在比赛中，根本不敢放
开建模， 生怕建立的模型求解不出来。要知道，模型如果求解不出来， 在比赛中是致命的
的，所以要首先避免这种问题。所以如果某个参赛队 MATLAB 弱的话，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
还敢建模吗？ 不敢放开建模， 畏手畏脚， 思路不敢展开， 可想而知， 想取得好成绩就
很难了。 

其实 MATLAB 编程的弱，并不是真的弱， 因为 MATLAB 本身很简单， 不存在壁垒，
最大的问题是在心里上弱， 没有树立正确的 MATLAB 应用理念， 没有经历编程成功的经
历， 当然在比赛中就心里害怕了。这些数模客只所以没有树立对 MATLAB 使用的信心，就
是因为他们在学习 MATLAB 的时候， 就一直机械地、被动地学习知识， 而没有掌握技巧去
搜索知识、运用知识。 要知道，MATLAB 各种知识对个人来说，永远是学不完的， 所以如
果按照这个方式， 也就永远不会用 MATLAB 了。但如果掌握正确的 MATLAB 使用方法， 只
要掌握些小技巧， 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很快地变成 MATLAB 高手了， 高手的区别就只在一
点，就是一直有自己的编程思路， 需要什么知识就是学习什么知识， 然后继续按照自己的
思路编程，虽然在过程中， 要不断学习， 但最高效，也最容易建立强大的对 MATLAB 的使
用信心。 

 
当然数学建模还有自己的特点， 为了让大家能更有效地备战国赛， 接下来将更系统地

梳理如何备战数学建模竞赛中的 MATLAB 编程。 
 

1. 认识 MATLAB 在数学建模的地位 
下图是整个数模过程所需要的知识矩阵，第二列是模型的求解， 包括编程、算法、函

数、技巧。如果说整个技能矩阵的是条蛇， 那么求解正是在 7 寸的位置， 正是连接建模与
其他板块的枢纽。如果此环节弱的话，导致不敢放开思路建模， 那么模型基础就不好， 后
面的论文什么的就都是浮云了。所以模型的求解必须重视， 而 MATLAB 是模型的最有力的
求解的工具， 所以 MATLAB 的编程水平对数模客来说就尤其重要了。 

如何不考虑时间， 只要掌握 MATLAB 编程技巧和理念， 对于建模中的问题， 总会可
以用 MATLAB 可以解决的，但是毕竟是比赛啊，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还要提高速度、效
率。所以为了备战数模比赛， 在模型的求解环节， 除了要掌握基本的 MATLAB 编程技巧， 
还要积累一些常用的算法、函数， 这样比赛的时候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消化算法，也不用
花太多时间去摸索函数用法， 这样速度就提上来了。算法、函数太多， 但数模比赛中常用
到的就那些， 所以最好还是要提前都准备一下， 具体的算法、函数的准备我在下面会介绍，



基础却是 MATLAB 的编程理念。 

 
       
 

2. 正确且高效的 MATLAB 编程理念 
正确且高效的 MATLAB 编程理念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主动编程。我们传统学习编程的

方法是学习变量类型、语法结构、算法以及编程的其他知识， 既费劲又没效果， 因为学习
时候是没有目标的， 也不知道学的知识什么时候能用到，等到能用到的时候，早就忘掉了，
又有重新学习。 而以问题为中心的主动编程，则是先找到问题的解决步骤， 然后在 MATLAB
中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在每步实现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后，如果是需要知识就是查询知识
(互联网时代查询知识还是很容易的)， 然后定位成方法，再根据方法，查询到 MATLAB 中
的对应函数，查看函数的用法后，回到程序继续解决问题， 然后逐步解决问题。在这个过
程中， 知识的获取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也就是说每次学习的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 学
完之后的应用就会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这样即学即用的学习方式是效率最高，也是
最有效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这种主动的编程方式会让学习者体验到学习的成就感的乐趣， 
有成就感，自然就强化对编程的自信了。这种内心的自信和强大在建模中会发挥意想不到的
力量，所为信念的力量。 
 

3. 数模客 CUMCM 中的 MATLAB 水平要求 
要想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拿到国奖， MATLAB 是必备的， 应该得到的水平，

可以参考一下标准： 
1） 了解 MATLAB 的基本用法， 包括几个常用的命令， 如何获取帮助， 脚本结构， 

程序的分节与注释， 矩阵的基本操作， 快捷绘图方式； 
2） 熟悉 MATLAB 的程序结构，编程模式， 能自由地创建和引用函数（包括匿名函数）； 
3） 熟悉常见模型的求解算法和套路， 包括连续模型， 规划模型， 数据建模类的模

型； 
4） 能够用 MATLAB 程序将机理建模的过程模拟出来， 就是能够建立和求解没有套路

的数学模型。 
 

要想达到这些要求， 不能马上按照这个标准去按照传统的学习方式一步一步地学习， 
而要结合第第二部分的学习理念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 



 

4. 有计划地快速提高数模客的 MATLAB 实战水平 
那么如何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 快递有效地提高数模客的 MATLAB 实战水平呢？ 既

然是实战， 就要首先了解数模建模中常见的模型和求解算法，如图 2 所示。 
纵观数学建模中的种种问题， 可以将这些问题划分为 5 类， 各类也都有常用的方法， 

只要将这些常用的方法都训练到， 那么在实际比赛中， 再遇到类似的方法， 那么再求解
起来就会顺手多了， 甚至有些程序框架拿过来直接用就可以， 关键平时还要积累这些常用
方法的 MATLAB 程序段， 一定要自己总结， 不能拿来主义。 

数学建模是非常开放的问题， 对于 5 类问题， 只要找 1 个题目， 然后将这类问题的
常用方法都用一遍， 一是拓展建模思路， 二是将所有方法都有 MATLAB 实现一遍， 自然
所得的程序将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自然也就变成自己日后的程序库了。 

再看这 5 类题型， 第二类和第四类， 方法相对单一， 所花的时间不用太多；第一、
三类， 是建模竞赛中的主力题型， 方法有多， 所以需要花的时间也就多点； 第五类提醒， 
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新题型， 没有固定套路路， 也不要期望直接套用经典模型了， 而要认
真分析问题，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去客观地解决问题。这类题型，往往机理建模方法比较
有效， 也及时从事物内部发展的规律入手， 模拟事物的发展过程， 在这过程中建立模型，
并用程序去实现。 数模哥， 认为机理建模和求解才是数学建模和编程的最高求解， 已经
达到心中无模型而胜有模型的境界了。所用的 MATLAB 编程也是最基本的程序编写技巧， 
关键是思想。 

 
 

 

 
结合这 5 类题型和 CUMCM 中 MATLAB 应该得到的水准， 可以参考如下步骤, 各位数模客
可以先参考这一计划自己先准备着， 数模哥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新相应的内容， 总结
部分方法， 以对大家有些方法上的借鉴： 

第一部分： 了解 MATLAB 的基本用法， 包括几个常用的命令， 如何获取帮助， 脚本结构， 程

序的分节与注释， 矩阵的基本操作， 快捷绘图方式；熟悉 MATLAB 的程序结构，编程模式， 能自由地

创建和引用函数（包括匿名函数）。 

第二讲： MATLAB 数学建模快速入门 
第二部分：熟悉常见模型的求解算法和套路， 包括连续模型， 规划模型， 数据建模类的模型。 



第三讲： MATLAB 数据建模方法(上)：常用方法 
第四讲： MATLAB 数据建模方法(下)：机器学习方法 
第五讲： MATLAB 优化模型求解方法(上)：标准模型 
第六讲： MATLAB 优化模型求解方法(下)：全局优化 
第七讲： MATLAB 连续模型求解方法 
第八讲： MATLAB 评价型模型求解方法 

第三部分：能够用 MALTAB 程序将机理建模的过程模拟出来， 就是能够建立和求解没有套路的数

学模型。 

第九讲： MATLAB 机理建模方法 
第四部分： 真题训练， 强化实战经验。 

第十讲： MATLAB CUMCM 真题求解实例一：数据型 
第十一讲： MATLAB CUMCM 真题求解实例二：优化型 
第十二讲： MATLAB CUMCM 真题求解实例二：机理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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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习资源 
互动式 MATLAB 教程可用于帮助新用户入门： 
 MATLAB 入门之旅（120 分钟 – MathWorks需要登录） 
 计算数学（160 分钟） 
 MATLAB高效数学建模方法（40分钟） 
 MATLAB程序设计技巧（60分钟） 

 MATLAB机器学习（5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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