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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金 波
(长江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摘 要：用Matlab计算动态电路，可得到解析解和波形图。一阶电路先计算3要素，后合成解析结果；

RLC串联和并联的二阶电路采用自编的通用函数计算，自编函数采用了Matlab求解微分方程的符号运

算方法；一般的二阶电路和高阶电路采用拉氏变换列写电路方程，再用拉氏反变换得到解析结果。通过

实例分析，展现了Matlab在动态电路分析方面的优越性。不仅使动态电路的计算变得简单，而且可得

到解析的、可视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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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Matlab in Dynamic Circuit Analysis

JlN Bo

(College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23，China)

Abstract：Analytical solution and waveform can be got by using Matlab to calculate the dynamical circuit．Three ele—

ments should be calculated in first-order circuit，which can synthesise analytical solution．Second·order series RLC and

parallel RLC both can be calculated by the general function，which uses the Matlab to calculat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Generally，second—order and high—order circuits use Laplace transformation to formulate circuit equation，and get analyti—

cal solution by using Laplace inverse transform．The result shows the superiority of Matlab in dynamic circuit analysis．It

can not only simplify the dynamic circuit calculation，but also get analytical and visualiz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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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一阶电路分析

为了适应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在电路理论课

和电路实验课程中加入了计算机辅助电路分析的内

容¨。。。在众多的电路辅助分析软件中，Matlab软件

由于具有很强的数值运算、符号运算和绘图功能，以及

丰富的库函数、工具箱和仿真模块，得到了广泛应

用【3⋯。特别是Matlab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析领域自已

编写函数，形成自己的工具箱。本文以动态电路的分

析为例，介绍Matlab在动态电路分析方面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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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一阶电路采用3要素法，具体步骤为：①初值

Y(0+)。用换路定律或初态等效电路确定；②终值

y(∞)。将换路后的电路并令电容开路求得；③时间常

数r=R，。C或丁=L／R，。。复杂RC电路可以用戴维南

定理化简，求出戴维南电阻尺，。；④全响应

Y(t)=Y(∞)+[Y(0+)一Y(∞)]e。打

例1 图1所示电路中，t=0时，将开关S断开

(断开前电路处于稳定状态)，求响应“。(t)。

解：电容的电压M。(0+)=u。(0一)=0，稳态时，电

容元件相当于开路，如图2(a)所示，故有：

“c(∞)=“l一4u1=一3ul

用节点法求u．：

6+兰芝土一≥一2Ⅱ。：0
J )

用伏安关系法令输入电流为l A，求得电压U，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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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例1的电路

为等效电阻，如图2(b)所示，

·地。+卷，u。=慧u
时间常数

7=RoC

6

(8)稳态

2Q ，

A

(b)求等效电阻

图2例1的等效电路

用Matlab编程如下：

％计算图2

format short g

disp(‘初始值’)，ucO=0，C=2，10“(-6)；

ul=solve(‘6+(24一u1)／5一ul／5—2·ul=0’)；

disp(‘终值’)，ucf=double(ul一4·u1) ％求终值

X=solve(‘U／4．5+2+ul=1’。‘ul=2．5／(2+2．5)_

U’)；％求等效电阻

R=X．U；disp(‘时间常数’)，T=trumeric(R}C)，T一1 str=

num2str(1／T)；

disp(‘电压响应’)，

tic=strcat(num2str(ticf)，‘+’，num2str(ucO—ucf)，‘·

exp(一’，T一1str，‘十t)’)

t=linspace(0，5}T，400)；

Y=eval([UC])；

plot(t，Y，‘linewidth’，2)，grid，xlabel(‘time(S)’)，

ylabel(‘电压UC(V)’)

运行程序后，命令窗口显示结果为

>>初始值

uc0=0

终值

ucf=一13．5

时间常数

T=1．5e一006

电压响应

tic=一13．5+13．5·exp(一666666．6667}t)

绘制的电压波形如图3所示。

图3例1响应曲线

3 RLC串联或并联的二阶电路分析

RLC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如图4、5所示。根据数

学模型可以用Matlab编写通用函数。

图4 RLC串联电路

图5 RLC并联电路

RLC串联电路选用“。为变量，

d2u，du，

LC≯+RC-di。-¨c=Usdf2
。 3

Uc(0+)=Uo

dnc 厶

出l。；o． C

RLC并联电路选用i。为变量，

d2i， di．

M蒂+GL云+iL=，-d￡2 d‘ 。 ‘

i。(0+)=Io

di。I 乩
一l =一
d￡J。：o． ￡

用Matlab编写的求解RLC串联电路响应的通用

函数为：

RLCSAN(R，L，C，Io，Uo，Us，ts)

其中：R、￡、C是这3个元件的参数值；，0、乩是初始值

i。(o)和uc(0)；u。是输入电源电压；t。是绘图和终止

时间。程序如下：

function Y=RLCSAN(R，L，C，to，Uo，U．，t．)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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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LC串联电路的计算与绘图

％R，L，C的值；to电感电流初始值；Uo电容电压初始值；

％U．外加电压源；t。绘图的终止时间

％

format compact

duO=IO／C；

a=L·C；b=R·C；

dy 5 streat(num2str(a)，‘}D2u+’，num2str(b)，

‘{Du+’，‘U=’，num2str(Us))；

yo=strcat(‘u(0)=’，num2str(U0))；dyo=strcat(‘Du(0)

=’，num2str(duO))；

disp(‘电容电压’)

U=dsolve(dy，yo，dyo)，

disp(‘电感电流’)

i=C·diff(u)

t=linspace(0，ts，300)；

u—n=subs(u)；i_n=subs(i)；

[AX，HI，H2]=plotyy(t，u—n，t，i_n，‘plot’)；

set(get(AX(1)，‘Ylabel’)，‘String’，‘电容电压＼fontsize

{9}＼it＼bfu—C(V)’)

set(get(AX(2)，‘Ylabel’)，‘String’，‘电感电流＼fontsize

{9}＼it＼bfi—L(A)’)

set(H1，‘LineStyle’，‘一’，‘linewidth’，2)

set(H2，‘LineSty|e’，‘一一’，‘line,Ⅳidth’，2)

xlabel(‘time(s)’)，鲥d

用Matlab编写的求解RLC并联电路响应的通用

函数为：

RLCPAN(R，￡，C，Io，Uo，，s，ts)

其中：R、￡、c是这3个元件的参数值，，0；Uo是初始值

i。(0)和“。(0)；I。是输入电流源电流；t。是绘图和终

止时间。程序如下：

function，，=RLCPAN(R，L，C，，0，％，1，t．)

％BLC并联电路的计算与绘图

％R，￡，C的值；，0电感电流初始值；Uo电容电压初始值；

％I．外加电流源；t．绘图的终止时问

％

dyo=U0／L；

a：L奎C；b=L／R；

dy 5 strcat(num2str(a)，‘·D2y+’，num2str(b)，

‘·Dy+’，‘Y=’，num2str(Is))；

y0=streat(‘Y(0)=’，num2str(10))，dyo=stI'eat(‘Dy(0)

=’，num2str(dyo))，

format
compact

disp(‘电感电流’)

iL=dsolve(dy，yo，dyo)，

disp(‘电容电压’)

uc=L}diff(iL)

t气linspaee(0，ts，300)；

u—n=subs(uc)；i n=subs(iL)；

[AX，小，H2]=plotyy(t，u—n，t⋯i n‘plot’)；

se!(get(AX(1)，‘Yiabel’)，‘String’，‘电容电压＼fontsize

{9}＼it＼bfu—C(V)’)

set(get(AX(2)，‘Ylabel’)，‘String’，‘电感电流＼fontsize

{9}＼it＼bfi—L(A)’)

set(Itl，‘LineStyle’，‘一’，‘linewidth’，2)

set(H2，‘LineStyle’，‘一一’，‘linewidth’，2)

xlabel(‘time(s)’)，grid

例2电路如图6所示，开关打开前已处于稳态，t

=0，开关S打开。求“。和i。。

24V lQ

图6例2的电路

解：初始值为i。(0)=12 A，u。(0)=12 V，调用

RLCSAN()的程序如下：

R=1；L=1；C=0．25；

Jo=12；Uo=12；U。=24；T=2·L／R；

figure(1)

BLCSAN(R，L，C，，o．“，U．，5·T)

运行程序后命令窗口显示结果为

>>电容电压

u=24+28／5·15‘(1／2)}exp(·1／2$t)·sin(1／2}

15‘(1／2)·t)一12·exp(一1／2·t)}cos(1／2}15‘(1／2)

·t)

电感电流

i=4／5}15‘(1／2)·exp(-1／2}t)}sin(1／2}15‘(1／2)·

t)+12}exp(一1／2·t)}c∞(1／2·15‘(1／2)·t)

整理可得

“c=24+(21．69sinl．94t一12cos 1．94t)e—o·缸，t≥0

iL=(3．1sinl．94t+12cosl．94t)e。0乳，t≥0

绘制的电压和电流波形如图7所示。

图7例2的响应曲线

4一般二阶电路和高阶电路分析

对于一般的二阶电路和高阶电路的分析，采用拉

氏变换的分析方法‘引。

例3 电图如图8(a)所示，已知：e。(t)=占(t)，

e2(t)=e～占(f)，Hc(0)=1 V，iL(0)=1 A。试求电路

中l‘。(t)的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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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电路

e2(t)

．5s

l

s+l

(b)S域电路

图8例3的电路

解：对电压源求拉普拉斯变换后，画出该电路的S

域电路如图8(b)所示。

网孔方程为

l I

了+了

1

5

用lVlatlab计算此题的全响应、零输入响应和零状

态响应的程序如下：

syms z l U．3

Z=[1／5+1／s一1／5；一1／5 6／5+s／2]；％阻抗矩阵

U。=[1／s+1／s 1／2+1／(5+1)j’；％电压源列向量

，=Z＼U．；U。=一(，(1)一1)／s；％解线性方程组，

求U。(s)

UC=i]aplace(uc)； ％拉普拉斯反变换

disp(’ 全响应’)

pretty(uc)

U。=[I／s I／2]’；％电压源列向量令输入电源为0

，=Z＼U。；U。：一(J(1)一1)／s；％解线性方程组，

求U。(5)

uczi：ilaplace(U。)； ％拉普拉斯反变换

disp(’零输入响应’)

pretty(uezi)

U．=[1／s 1／(s+1)]’；％电压源列向量令初值电源

为0

，=z、U。；U。：一1(1)／s；％解线性方程组，

求U。(s)

IICZ$=ilaplace(U。)；％拉普拉斯反变换

disp(’零状态响应’)

pretty(UCZ$)

I=linspace(0，3，400)；

，，=subs(Ⅱ。)；)，l=subs(uezi)；y2：subs(UI!ZS)；

plot(t，，，，t，，，I，‘：’，l，，，2，‘一一，‘linewidth’，2)，grid，

xlabel(‘time(s)’)，ylabel(‘电压l‘。(V)’)，％axis([0，5

}T，0。3])，

legend(‘全响应’，‘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0)

运行程序后屏幕在命令窗口显示：

>>全响应

13／3 exp(一4 t，一2 exp(一3 t)一1／3 exp(一t)一1

零输入响应

3 exp(一4 f)一2 exp(一3 1)

零状态响应

一1／3 exp(一t)一1+4／3 exp(一4 t)

绘制的电容电压波形如图9所示。

图9例3的响应曲线

通过此题的计算，可见用l～tatlab解题可以解决大

量复杂的计算问题。编程十分容易，因为Matlab语言

更接近科学计算的语言。

5 结 语

Matlab丰富的数值计算、符号计算和绘图功能为

动态电路的分析带来了方便。将理论课所学习的方法

在计算机上加以实现，避免了繁琐的手工计算。使学

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掌握电路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

方法上，从而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学习的积极性。将

Matlab引入到电路课程的教学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电路课程的教学中收到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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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电路的一个特征是当电路的结构或元件的参数发生变化时,可能使电路改变原来的工作状态,转变到另一个工作状态,这种转变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在工程上称为过渡过程.本文以动态电路理论中一阶动态电路用三要素的方法分析计算、二阶以及二阶以上的动态电路用拉普拉斯变换分析求解为例,详

速了如何分别运用MATLAB语言编程和应用Simulink模块的方法来对电路进行仿真分析和计算.结论表明,应用MATLAB可以使动态电路的分析和计算变得非

常快捷、方便,从而为电路分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

6.期刊论文 刘蕴.LIU Yun 基于MATLAB电路辅助分析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5,27(4)
    近年来,计算机辅助电路分析已成为电路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电路课程中复杂电路的分析求解一直过于繁琐.本文利用MATLAB强大的矩

阵变换与运算功能和可视化的仿真环境Simulink设计模块图的方法,对大规模直流电路进行回路分析以及对动态电路进行仿真分析和计算.结论表明应用

这两种方法可以使复杂电路的仿真分析和计算变得非常快捷方便,从而为电路分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

7.会议论文 刘东梅.韩凤玲 基于MATLAB的非线性电路仿真实验研究 2003
    本文结合非线性动态电路课堂教学,设计了MATLAB/Simulink仿真实验.以范德坡(Van der Pol)电路为例,研究仿真模型建立过程,并对仿真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通过实验,可帮助学生掌握非线性电路的特点,加深对极限环概念的理解,从而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

8.期刊论文 张洪宝.ZHANG Hong-bao MATLAB在动态电路分析中的应用 -鲁东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25(2)
    通过几个具体的电路实例,介绍了MATLAB的电路分析方法在动态电路分析方面的应用.利用MATLAB的dsolve函数来求解电路的微分方程(组);用diff函

数求导数,根据电压(电流)求出电流(电压);利用plot函数绘制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曲线;利用Simulink功能可直接建立电路仿真模型,使解题过程变得简单

、便捷.

9.学位论文 刘东梅 均匀线和非线性动态电路计算机模拟实验系统的研制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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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题目在以往研制电路实验计算机辅助系统的基础上,结合电路实验室的特点,开发研制了均匀线和非线性动态电路计算机模拟实验系统.该系统吸融

了该学科前沿内容,并与原有的硬件实验配合进行,体现了电路实验改革发展的趋势.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是教育领域的革命性进步.其交互性、个别化和

虚拟性等特点符合教育规律,节省教学资源,并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应用于电路实验教学中,具有更明显的优势.该系统中的均匀传输线模拟实验

,利用C语言的绘图功能,使得行波这一抽象概念以动态方式显示于屏幕,生动直观,能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对实验的兴趣.该系统还分析了畸变产生

的原因,演示了信号在传递过程中畸变的现象.该文对非线性电路暂态过程及混沌电路演示系统中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简单介绍,并结合电路理论知识对

相轨迹演示结果进行了分析.系统利用MATLAB逐步演示了蔡氏混沌电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以及从倍周期分歧走向混沌的过程.

10.期刊论文 琚新刚.来清民.赵立平.JV Xingang.LAI Qingmin.ZHAO Liping 基于Simulink的动态电路分析 -河南

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17(4)
    介绍了Simulink应用于动态电路仿真分析的方法,以一个实例详述了图形输入式建模、参数设置、仿真配置、Matlab绘图分析等步骤.指出了联合运

用To File、To Workspace和Scope模块,实现不同参数情况下仿真分析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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