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1 电工学

A02 电路

A03 电子技术

A04 模拟电子技术

A05 数字电子技术

A06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A07 电子线路(Ⅰ)/(Ⅱ)

A08 电磁场与电磁波

学科基础课A

B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

A09 信号与系统

A10 数字信号处理

A11 随机信号分析

A12 控制工程基础(自动控制)

A1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A14 计算机组成

A15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B01 通信电子线路

B02 通信原理

B03 通信系统

B04 通信网技术

B05 交换技术

B06 接入网技术

B07 移动通信

B08 微波电路

B09 微波器件

B10 射频电路

B11 信息论与编码

B12 网络信息安全

B13 电视原理

B14 数字图像处理

B15 电磁兼容

B16 电子系统设计

B17 数字通信

B18 雷达原理

B19 天线技术

B20 数字语音处理

B21 应用电磁学

B22 电磁场数值计算

B23 软件无线电技术

B24 可靠性技术

B25 多媒体通信

C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

C01 固体物理

C02 半导体物理

C03 微电子学概论

C04 微电子器件

C05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C06 集成电路设计方法

C07 数字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C08 模拟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C09 射频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C10 微电子封装技术

C11 集成电路测试方法

C12 徽电子可靠性

C13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C14 微机电系统（M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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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

D01 光纤光学

D02 光纤通信

D03 光导波技术

D04 光纤传感

D05 光电显示技术

D06 应用光学

D07 物理光学

D08 激光原理

D09 电动力学

D10 信息光学

D11 光电检测

D12 光信息处理

D13 光电图像处理

D14 红外技术

D15 光电子技术

D16 激光器件

D17 光存储技术

D18 光电系统设计

E 其他

E01 计算机网络

E0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E03 数据结构与算法

E04 MATLAB/Simulink计算与仿真

E05 虚拟仪器（LabVIEW）

E06 DSP原理与应用

E07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E08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E09 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E10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E11 FPGA/CPLD电子系统设计

E12 综合实践与实训

E13 其他

E14 电路仿真与CAD

E15 集成电路仿真与CAD

E16 电子元器件仿真与CAD

E17 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VHDL)

C15 基于硬件描述语言 (VHDL、

        VerilogHDL) 的数字系统设计

C16 微处理器体系结构与设计

C17 数字系统高层次综合

C18 微电子专业实验

C19 半导体材料（微纳电子材料）

C20 微电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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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学、电路

A01 电工学

电工学（双语版） 
作者：郑雪梅／书号：9787302307532／定价：45.00元

本科双语教材。全部内容采用英语编写，章首导读采用中英双语，

是对每章内容总领性的概括；每节均有小节回顾，总结该节内容；每章

附有相应的英文习题。书中涉及的专业词汇在附录中有

中文对照。

使用学校：西南科技大学、空军工程大学、山东科

技大学等。

电工学（电工技术）（修订版） 
作者：元增民／书号：9787302428732／定价：39.50元

由电路、磁路与电机、电器两大部分组成。内容丰

富、方法荟萃、循序渐进、概念清晰、说理透彻、应用性

强，可供高等院校电工技术课程教学、注册电气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培训使用。

使用学校：长沙学院等。

A02 电路

北京市精品课程“电路分析原理”配套教材。 配合双

语教学，标题和一些必要的名词、术语、概念、原理均辅

以英文书写，各章练习题以中英双语书写；习题三星分

级，辅以自学自测。

       使用学校：北京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

电路分析原理
作者：胡薇薇 / 书号：9787302372943  /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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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家精品课程“电路原理”配套教材，内容符

合“电路理论基础”和“电路分析基础”的教学基本要求。

书末附有大部分习题和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太原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大连医科大

学等。

电路原理(第2版) 
作者：江缉光、刘秀成 / 书号：9787302142621 / 定价：58.00元

清华大学国家精品课程“电路原理”教学参考书，涵

盖了电路原理课程的主要内容。每章均结合重点作了内容小

结，给出了相应的例题及详细的解答，并指出了应注意的问

题。章后附有大量习题，内容丰富。书末附有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

电路原理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 
作者：朱桂萍等 / 书号：9787302279983 / 定价：39.00元

电路原理试题选编（第三版）
作者：刘秀成等 / 书号：9787302383772  / 定价：39.00元

清华大学国家精品课程“电路原理”配套教材，内容

符合“电路理论基础”和“电路分析基础”的教学基本要

求。书末附有大部分习题和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气象学院、镇江

大学等。

电路理论与实践
作者：吴大中、赵远东、盛毅等 / 书号：9787302307747  / 定价：39.00元

清华大学国家精品课程“电路原理”教学参考书，汇

集了近些年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电路原理试题，

在每章开始加入了导读内容，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书后

附有2011—2013年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电路原理

试题。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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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路

本书分上下两册，系统地介绍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分析方法。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电路问题的能力出发，

通过对电路理论课程中重难点及解题方法的详细论述，基

本内容的叙述和学习方法的指导有机融合，例题丰富，十

分便于自学。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等。

本书分上下两册，系统地介绍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

分析方法。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电路问题的能力出发，

通过对电路理论课程中重难点及解题方法的详细论述，基

本内容的叙述和学习方法的指导有机融合，例题丰富，十

分便于自学。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等。

电路原理（上册）（第2版）
作者：汪建 王欢 / 书号：9787302421986  / 定价：49.00元

电路原理（下册）（第2版）
作者：汪建 / 书号：9787302431909  / 定价：49.00元

本书以模拟电子技术课程中介绍的直流电源知识为基

础，结合TI公司的电源管理芯片和WEBENCH仿真工具，

对DC-DC变换电路的原理和应用进行入门性质的讲解。

包括实际的项目实例，也涉及开关稳压器电路的布局布线

问题。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

DC-DC变换电路原理及应用入门
作者：任艳频 / 书号：9787302410782 / 定价：25.00元

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突出了电路的基本分析方

法与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采用了新的结构式描述方式，结合

大量应用实例，做到易读、易懂、易学、易记。针对重难点内

容，提供了丰富的例题，便于教学与自学。

使用学校：沈阳工学院等。

电路基础
作者：唐朝仁、李姿、詹艳艳 / 书号：9787302399131 / 定价：4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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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基础课A

6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国家精品课配套教材。本书围绕电路分析方法，全

面介绍电路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配有

丰富的例题、思考与练习题、习题，书后附有部分习题答

案。选用MATLAB软件作为电路分析的辅助工具，书中配

有各种电路分析程序。

使用学校：华东理工大学、福建江夏学院、中南大学等。

电路分析基础
作者：陈洪亮等 / 书号：9787302187059 / 定价：45.00元

本书是《电路分析基础》的配套教学指导书。全书分为

10章，次序安排与教材一致。每章均包括教学要求、重点和

难点、典型例题和习题选解。本书可作为电类相关专业电路

课程的教学参考书，或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前辅导书。

使用学校：复旦大学等。

电路分析基础教学指导书
作者：陈洪亮、田社平、吴雪 / 书号：9787302218715 / 定价：49.00元

电路理论基础（第3版）
作者：邢丽冬、潘双来 / 书号：9787302403432  / 定价：59.00元

电路学习指导与习题精解 (第3版)
作者：邢丽冬、潘双来 / 书号：9787302433934 / 定价：59.00元

本书内容满足后续开设“信号与线性系统”、“自动

控制原理”等课程的电类专业的课程设置。 附录介绍电路

计算机辅助分析与仿真。每章附有习题，书末有部分习题

答案。 本书适合高等学校电类专业使用，也可供科技人员

参考。

使用学校：盐城工学院等。

江苏省精品教材。根据教学基本要求以及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要求，全面归纳了电路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概

念、基本要求、重点、难点、各种分析和计算方法，以及

这些概念和方法在解题中的应用。

使用学校：上海师范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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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电子技术

电路基础
作者：李京清等 / 书号：9787302208150  / 定价：25.00元

本书内容简洁、强调基础、突出重点，着重能力培

养，精选例题和习题。全书共6章：电路的基本概念和理

论，电路的一般分析方法，网络定理，动态电路，正弦交流

电，耦合电感和理想变压器。适合40~60学时的本科教学。

使用学校：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山东协和学院、丽水

学院等。

A03 电子技术

电子电路实训与课程设计       

作者：姚素芬 / 书号：9787302333234  / 定价：36.00元

本科实训教材。以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为撰写思路，着重于对学生实践创新能

力的培养。案例来源于编者的教学改革实践，具有较好的

实际应用价值和参考意义。

使用学校：天津商业大学、宁波工程学院等。

省级精品课程“电子技术基础”配套教材，突出系统

性、实践性、创新性及探索性，实验内容分成基础实验、提

高实验及创新实验，满足不同教学要求及教学对象的需要；

每个实验及课程设计单元均附有大量的习题和思考题。

使用学校：山东大学、宿迁学院等。

电子技术实验——课程设计与仿真 
作者：姚福安、徐向华 / 书号：9787302340591 / 定价：49.00元

充分考虑各院校新教学计划学时数及现代电子技术的

发展趋势而编写的，模电数电合一的少学时版本。每章后

附有一定量的习题以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的知识。

使用学校：沈阳大学、昆明理工大学、重庆工商大

学等。

电子技术基础
作者：李雪飞 / 书号：9787302363897  /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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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基础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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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基础习题与解答
作者：李雪飞 / 书号：9787302363903  / 定价：25.00元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教程(第2版)
作者：陈新龙、胡国庆 / 书号：9787302300960  / 定价：49.00元

本书通俗易懂、强调应用。内容分为电工基础和电

子技术两篇。各章配有大量的例题、习题、思考题，以及

计算机仿真。配套资源丰富，包括主教材、实验书、辅导

书、公开教学网站、数字教学平台等，可供不同层次教学

选择。

使用学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沈阳大学、湖南文理

学院等。

《电子技术基础》的配套教材，第一部分介绍主教材

各章内容要点，介绍各章中的主要知识点、分析和计算的

方法、结论等，第二部分是全部课后习题详解，在每题中

都首先介绍拟定该题的意图，然后给出详细解答过程。

使用学校：沈阳大学等。

电工电子学
作者：江蜀华 高德欣 等 / 书号：9787302412960 / 定价：44.50元

内容包括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两部分。本书的特色是

注重物理与电工电子学的链接； 注重数学工具与电工知

识的链接； 注重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的链接。全书采用

授课式语言进行讲述，便于读者自学。

使用学校：青岛科技大学等。

根据近年来电子技术的发展和丰富的教学实践，针对

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学习的特点编写而成

的。总结多年的教学实践，为满足学时较少情况下的需

求，力图在内容体系、编写体例、叙述风格等方面有别

于其它教材，做到语言简练，容易自学。

使用学校：长江大学、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天津大学等。

模拟电子技术基本教程
作者：华成英  / 书号：9787302120919  /  定价：39.00元

A04 模拟电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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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

模拟电子技术基本教程
作者：华成英  / 书号：9787302120919  /  定价：39.00元

根据近年来电子技术的发展和丰富的教学实践，针对模

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学习的特点，编写而成的，

特别适合于学时较少的情况；本书配有光盘，主要内容包括

Multisim V7使用手册和本书大部分例题的仿真。

使用学校：深圳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模拟电子线路的基本内容，体

系结构新颖，知识过渡平滑，符合认知规律。书中每章以讨

论的问题开始，以小结结束，章末均配备了丰富的习题（包

括仿真习题），附录提供了大部分习题的参考答案，利于读

者自学。

使用学校：兰州大学、河池学院、南宁学院等。

模拟电子技术基本教程习题解答
作者：华成英、叶朝晖 / 书号：9787302138921  / 定价：15.00元

模拟电子线路
作者：杨凌、阎石、高晖 / 书号：9787302403203  / 定价：49.00元

模拟电子线路学习指导与习题详解 
作者：杨凌、李守亮、魏佳璇 / 书号：9787302409878 / 定价：45.00元

各章分教学要求、基本概念和内容要点、典型习题详

解三大部分内容，共提供了288例（其中包括27例仿真）

习题及其详细解答，题源丰富，覆盖面宽，可以帮助读者

加深对课程基本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另给出了十套综合测

试题及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武汉大学等。

模拟电子技术       

作者：劳五一、劳 佳 / 书号：9787302392330  / 定价：59.00元

全书采用“自顶向下”的层次结构，注重设计思想，

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尤其是与Multisim软件相结合，通

过仿真辅助分析和设计验证，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实例。

附录还对线性电路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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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第2版） 
作者：王骥、肖明明、杜爽等/书号：9787302446712/定价：59.80元

本书系统论述了模拟电路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全

书各章均提供了丰富的习题，这些习题多改编自高校研究

生入学考试题，针对性极强； 全书配有精心制作的教学课

件，便于教师参考使用。

使用学校：顺德职业技术学院等。

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优化内容，在选材上强化基础，

精选内容，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书新版

修订过程中，增加了特色章节——常用模拟电路的设计。

使用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常州大学、常州工学院等。

模拟电路及其应用（第2版） 
作者：储开斌、何宝祥、徐权 / 书号：9787302307655  / 定价：33.00元

依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突出了集成运算放大及

模拟集成电路的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采用了新的体例

结构和结构式描述方式，力求做到易读易懂、易学易记。

针对重难点内容，提供了丰富的例题，便于教学与自学。

使用学校：抚顺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沈阳理工大学等。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作者：唐朝仁 / 书号：9787302337140  / 定价：35.00元

针对高等院校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和应用型电子工程技

术人才培养，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基于CDIO的项

目化教学模式，每个项目都分为设计指标、必备知识、任

务实施、扩充知识4个部分。

使用学校：重庆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等。

模拟电子技术
作者：李凤鸣 / 书号：9787302371632  / 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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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本书主要介绍BJT和FET两种半导体器件，以及放大、反馈、滤波、振

荡、电源五大模块。 重点突出，逻辑性强，分析计算力求定量，电路分析

透彻周到，联接孤岛融会贯通，抓住要害有的放矢。力求

更好适合应用型本科学习的需求。

使用学校：湖南农业大学、青岛工学院、广州商学

院等。

本书全面介绍了常用模拟电路和模拟集成电路的

结构、性能特点及应用，并利用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TI）提供的模拟集成电路进行了实验和应

用研究，详细描述了实验内容、设计方法、实验过程和

结果。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模拟电子技术简明教程
作者：元增民 / 书号：9787302373407  / 定价：35.00元

模拟电子技术理论与实践
作者：叶朝辉 / 书号：9787302441298  / 定价：49.00元

数字电子技术基本教程
作者：闫石 / 书号：9787302152019  / 定价：29.00元

按照《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

写，内容简明扼要，重点讲授了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以及分析和设计数字电路的一般方法。特

别适合于学时较少的情况。

使用学校：广东海洋大学、沈阳工业大学、福

建工程学院等。

A05 数字电子技术

本书依据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采用了新的体例结

构和结构式描述方式，力求做到易读易懂、易学易记。

针对重难点内容提供了丰富的例题，便于教学与自学；

为了强化应用能力的培养，各章还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实

例。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作者：唐朝仁、李姿、王纪 / 书号：9787302366386  /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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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第一版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常用半导体器件

的工作原理和开关特性，同时对其他章节的内容也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增加了大量的习题和参考答案，在每章的结

尾增加了小结，使本书的内容更加完善，结构更加合理。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 
作者：李雪飞 / 书号：9787302442745  / 定价：49.50元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数制与码制、逻辑代数基础、门电

路、VHDL语言基础、组合逻辑电路、触发器和可编程器

件、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与设计、存储器、脉冲波形的产

生和整形。 本书在学习数字电路的同时学习VHDL语言描

述方法。可作为电气工程、自动化、电子信息类、仪器仪

表类等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行业的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使用。

使用学校：首都师范大学、辽宁科技大学等。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
作者：陈文楷 范秀娟 / 书号：9787302371687  / 定价：49.00元

A06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本书系统论述了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的理论、方法与

实践技术。全书基于Verilog HDL与Vivado开发环境，为便

于教师和广大读者学习与动手实践，本书配套提供了教学

课件、教学视频及程序代码等教学资源。

搭建你的数字积木——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Verilog HDL&Vivado版）
作者：汤勇明、张圣清、陆佳华 / 书号：9787302466628  / 定价：49.00元

数字设计基础与应用（第2版）
作者：邓元庆 / 书号：9787302214069  / 定价：33.00元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书

共7章，分别是数字逻辑基础，组合逻辑电路分析与设计，时

序逻辑基础，同步时序电路分析与设计，数字系统设计，电

子设计自动化，数/模、模/数转换与脉冲产生电路。各章配

有大量例题、习题和自测题，书末附有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解放军理工大学、山东大学、汕头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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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电子技术、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电子线路（Ⅰ）/（Ⅱ）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作者：范文兵、李浩亮等 / 书号：9787302340911   定价：44.50元

内容包括逻辑代数基础、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存储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基于

PLD的数字系统设计、数/模和模/数转换和数字系统典型应

用等。强调现代数字系统设计技术，提高综合设计能力。

使用学校：郑州大学、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太原

师范学院等。

全书分为各章基础实验指导书、数字电子技术综合性

实验、习题解答、Multisim10.0使用简介、Quartus II的

数字系统设计流程几个部分。基础实验和综合性实验是在

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精选出来的。

使用学校：武汉大学等。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习题解答及实验指导 
作者：范文兵、李浩亮等 / 书号：9787302341796   定价：25.00元

国家精品课配套教材。适应现代电子技术的飞速发

展，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更新，引入了电流

模电路、模拟可编程器件、电子设计自动化等内容，并引

入了逻辑门电路和模数、数模转换电路。

使用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电子线路基础
作者：王成华、王友仁、胡志忠 / 书号：9787302183181 / 定价：79.00元

A07  电子线路(Ⅰ)/(Ⅱ)

本书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实验任务及要求难易结合，从单元电路的调

试到系统测试，从基本技能训练到综合技能培养，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实

验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实验内容突出高频基础实验，尝试

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实现相同的功能。

使用学校：湖南信息学院等。

高频电子线路实验指导书
作者：杨光义、金伟正 / 书号：9787302449218  / 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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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电磁场与电磁波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2版）       

作者：张洪欣、沈远茂、韩宇南 / 书号：9787302429487 / 定价：39.80元

电磁场与电磁波教学、学习与考研指导       

作者：张洪欣、沈远茂、张鑫 / 书号：9787302363880 / 定价：45.00元

本书以基本电磁现象和电磁规律为基础，系统分析和阐述电磁场与电

磁波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其基本应用，注重展现电磁工程

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本书可以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

工程、电子科学技术等专业的教材。

使用学校：北京邮电大学、中国计量学院、贵州师范

大学等。

本书是张洪欣等编写的《电磁场与电磁波》的配套教

学辅导用书。本书共收录了500余道习题，选题典型，与教

学和考研要求紧密结合。在解题过程中注意凝练思路，突

出物理概念和数学手段的结合，强调分析方法，便于学生

学习和巩固知识。

使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峨眉分校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教学指导——习题解答与实验（第2版）
作者：邹澎、马力、周晓萍 / 书号：9787302415794  / 定价：35.00元

本书包括“习题解答”和“电磁场与电磁波实验”两部分。第二版补充

了一些电磁场与电磁波理论应用的案例，使学生们了解电

磁场与电磁波理论在一些前沿学科及生产、生活、科学研

究、军事领域中的应用。

使用学校：郑州大学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2版）
作者：邹澎、周晓萍、马力 / 书号：9787302413752  / 定价：49.50元

本书保持了基础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对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力求

讲深讲透。妥善处理好与前期课程和后续课程的衔接，减

少重复内容，突出本课程中的教学重点。帮助学生学会分

析、解决一些实际的工程电磁场与电磁波问题。

使用学校：大连海事大学、福州大学、郑州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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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线路（Ⅰ）/（Ⅱ）

本书取材新颖，笔法灵活，逻辑性强。从矢量分析和场

论入手，简捷清晰地建立电磁模型，然后全面地阐述电磁场

和电磁波的基础理论。内容可以灵活取舍、组合。本书配有

大量插图，版面整洁漂亮，符号非常标准。

使用学校：广东警官学院、重庆邮电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二版） （影印版）
作者：David K.Cheng著 / 书号：9787302152125  定价：69.00元

本书从矢量分析入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建立电磁模型，然后全面系

统地阐述电磁场和电磁波的基本理论，具体内容如下： 静电场、静电问题

的求解、稳恒电流、静磁场、时变电磁场和麦克斯韦方程、

平面电磁波、传输线理论及应用、波导和谐振腔、天线和辐

射系统。

使用学校：重庆邮电大学、厦门理工学院、深圳大学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第2版）（翻译版）
作者：David K. Cheng、何业军、桂良启 / 书号：9787302302674  / 定价：64.00元

针对电磁场与电磁波理论性强、逻辑严谨、概念抽象的特点，着重

讲解电磁现象的基本概念、定性分析过程和定量分析方法，沿着“矢量分

析—静态场（静电场、恒定电场、恒定磁场）—时变电磁

场—导波系统—电磁波辐射”的知识结构组织教材内容。

使用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
作者：林继成 等 / 书号：9787302397472  / 定价：34.50元

每章包括学习要求、内容提要、重点难点分析、典型例题与习题解答

5个部分。编者力求知识点的梳理归纳，使读者对书中的基

本概念与公式理解更为准确透彻。而例题讲解这部分内容

的设置，可提高读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用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

电磁场与电磁波学习指导与习题详解
作者：郭业才 等 / 书号：9787302397489  / 定价：29.00元

清华书香－目录版式cxy－新2017.indd   15 17-7-20   下午3:52



学科基础课A

16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信号与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分析方法。本书不仅介绍相关理论，更注重突出每一个知

识点的讲解。内容精练，重点突出，每章都包含了精选的

例题解析及习题。

使用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

A09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
作者：张艳萍 等 / 书号：9787302437727 / 定价：34.50元

信号与系统
作者：伍时和 汪源 丁学用 等 / 书号：9787302440727 / 定价：39.00元

本书是面向实践型教学，培养现代工程师的要求撰写

的。书中提供了实例总结、例题解答与计算，习题包括多

项选择题和思考计算题，以帮助学生理解和体会概念。本

书可作为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专业教材。

信号与系统
作者：许淑芳 / 书号：9787302450979  / 定价：49.00元

本书深入系统地阐述信号与系统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大量的例

题着重于强化概念、分析思路。每章开篇的引言和结尾的结语形成本课程

的整体知识框架,穿插于内容中的问题思考、深入分析、提

示、诀窍等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增加可

读性。

信号与系统学习及解题指导       

作者：许淑芳 / 书号：9787302444237  / 定价：69.00元

本书是“信号与系统”的学习辅导教材，也是研究生入学考试课程

“信号与系统”的复习参考用书。本书与现行的“信号与

系统”教材的内容体系大体相当，但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所

增强，以满足对这门课程的深入学习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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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

本书是介绍信号与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教材。采用连续时间信号与

系统和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交叉叙述的体系，以信号与系

统分析为主，结合一些滤波器的基本知识。可作为电气工

程、自动化、机械、力学等学科的本科生教材。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上海大学、山东

科技大学等。

信号与系统分析基础（第2版） 
作者：姜建国 / 书号：9787302126751 / 定价：29.50元

全国双语示范课程教材。采用模拟-离散双域交替的

方式；知识体系完整，系统及逻辑性强, 力求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使用学校：钦州学院、浙江科技学院等。

本书详细介绍了信号与系统及信息传输系统方面的内容，包括信号、

系统与噪声的基本理论和各种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教材。

使用学校：复旦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桂林航天工业

学院等。

信号与系统基础
作者：李刚、常丽萍、李胜 / 书号：9787302385981 / 定价：36.00元

信号和通信系统（第3版）
作者：汪源源、朱谦、包闻亮 / 书号：9787302389514 / 定价：39.00元

本书符合《信号与系统》和《信号分析与处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共分8章，内容丰富，配有大量例题、习题和工程应用背

景实例，书末配有部分习题答案。可作为电气工程、自动

化、计算机、仪器仪表等专业本科生教材。

使用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东南大学成

贤学院、南通大学等。

信号与线性系统（第二版）
作者：邢丽冬、潘双来 / 书号：9787302287438  /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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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线性系统（修订版）
作者：曾兴斌 蒋刚毅 杭国强 / 书号：9787302432562  / 定价：49.00元

根据《信号与线性系统》出版后的教学使用反馈，本次

修订更正了原书中的一些文字、图形方面的错误，对部分

章节的内容和顺序进行了重新编排，并在出版社本书网页

中公布了习题答案、十套全真试题及其答案。本书配有教

辅资源。

使用学校：宁波大学等。

信号处理原理与应用
作者：谢平、林洪彬、刘永红 等/书号：9787302453680/定价：39.00元

全书以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为主线，将“离

散时间信号与系统分析”和“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分析”融

为一体，注重知识结构的对称性和统一性，注重理论与实际

的有机结合。

使用学校：燕山大学、洛阳职业技术学院等。

信号处理与数据分析
作者：邱天爽、郭莹 / 书号：9787302395669  / 定价：59.00元

信号与系统（第2版）
作者：徐守时 / 书号：9787302415619  / 定价：99.00元

本书系统介绍信号处理与数据分析的基础理论与基本应用，旨在使读

者基本掌握信号处理与数据分析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

能够结合各专业领域的具体问题，利用信号处理与数据分

析的技术手段，解决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中 与信号处理相

关的技术问题。

使用学校：大连理工大学等。

本书并行地讲述连续时间和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及其主要应用，

各章都有足够数量的精选例题，兼顾基本练习和解题及

分析技巧，章末配有相当数量的习题。书末附有各章习题

答案，大部分综合性习题还给出了解题思路或基本求解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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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

信号与系统实用教程 （第2版）
作者：陈戈珩 付虹 于德海 / 书号：9787302402350 / 定价：39.00元

介绍了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简明易懂，图文并

茂，例题丰富，突出基本概念、分析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各章均有学习

目标和学习小结，并附有层次分明的基础练习、综合练

习、自测题及部分参考答案，可读性、实用性强。

使用学校：长春工业大学等。

A10 数字信号处理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

法、算法、设计。全书共10章，包括四部分内容。每章附

有MATLAB函数和相关例题。本书条理清楚，论述深入浅

出，有较多的例题和习题，便于自学和提高。

使用学校：山东大学、深圳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
作者：程佩青 / 书号：9787302283133  / 定价：69.00元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

法、算法、设计。本书以条目式方法论述，条理清晰，内

容充实，讨论全面，深入浅出，并有大量的例题和习题，

便于教学，便于自学。

使用学校：武汉大学、南通大学、福州大学等。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经典版
作者：程佩青  / 书号：9787302405719 / 定价：49.50元

数字信号处理教程习题分析与解答（第四版）
作者：程佩青  李振松/ 书号：9787302376422  / 定价：39.00元

本书是《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及《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

四版）简明版》的习题解答。书中包括212道习题的题

解，题解较为全面细致，在每道题的题解前面都有简要的

分析。便于读者自学，并验证学习效果。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广西科技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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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简明版 
作者：程佩青 / 书号：9787302310150  / 定价：45.00元

本书是《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四版）》的简明版，系统地讨论了

数字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基本分析方法、算

法、设计。全书共9章，包括四部分内容。本书条理清楚，

论述深入浅出，有较多的例题，便于自学。

使用学校：湖北大学、宁波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

数字信号分析和处理       

作者：张旭东等 / 书号：9787302359203  / 定价：59.00元

本书系统深入地介绍了数字信号分析和处理的原理和

算 法 。 全 书 由 1 2 章 组 成 ， 各 章 专 设 一 节 介 绍 相 关 的

MATLAB函数和实现例程。可作为电类专业本科生教材，

也可作为非电类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算法与实现（第三版）      

作者：胡广书 / 书号：9787302297574  / 定价：66.00元

系统地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的理论、相应的算法及这些算法的软件与

硬件实现。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中所涉及的绝大部分MATLAB文件，并给出

了使用的具体实例。同时尽量反映该学科在近30年来的新进

展；书中章节安排合理，说理详细，论证清楚，便于自学。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华侨大学等。

本书系统阐述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算法分析和实现，共包括

9章内容，即绪论、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离散时间信号与系

统的频域分析、离散傅里叶变换(DFT)、快速傅里叶变换(FFT)、IIR数字滤

波器的设计、FIR数字滤波器的设计、数字滤波器结构与有限字长效应、

多采样率数字信号处理以及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等。本书还结合实际给出了

MATLAB上机实验内容，并配有上机习题，可以作为课程实验练习和上机

考试的复习题。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

业的教材。

使用学校：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江苏大学、中国计

量学院等。

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及实现（第2版） 
作者：王艳芬、王刚、张晓光等 / 书号：9787302312413 / 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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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信号处理、随机信号分析

数字信号处理原理及实现学习指导 （第2版）
作者：王艳芬、王刚、张晓光等 / 书号：9787302366874  / 定价：35.00元

本书系统阐述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原理、算法分析和实现，共包

括9章内容。本书还结合实际给出了MATLAB上机实验内

容，并配有上机习题，可以作为课程实验练习和上机考试

的复习题。 本书可作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的

教材。

系统地介绍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和设计方法。本

书力求简明扼要，简化数学推导，书中的讨论前后呼应，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是书中应有之义。本书配套提供大量

MATLAB程序供读者上机，提供详细的教案。

使用学校：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

数字信号处理
作者：王大伦 / 书号：9787302330431  / 定价：49.00元

本书较系统地讨论了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算法，
结合MATLAB仿真软件实现了典型的应用实例。本书结合实
例进行论述，本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条理清楚、深入浅
出，还配有多种形式的习题，便于自学和快速应用。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贵阳学院等。

数字信号处理原理与实践(修订版)
作者：刘纪红、孙宇舸、叶柠 等 / 书号：9787302370529 / 定价：39.50元

A11 随机信号分析

随机信号分析与处理（第2版）     

作者：罗鹏飞、张文明 / 书号：9787302279174  / 定价：29.00元

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介绍了随机信号分析、检测与估计理论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本书在
内容编排上按照基本理论、应用实例、实验的形式展开。
书中给出大量的例题和信号处理实例，每章附有研讨题、
习题、计算机作业、实验和课程设计等。

使用学校：北京邮电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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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基础（第2版）     

作者：杜继宏、王诗宓、窦曰轩 / 书号：9787302379690  / 定价：49.00元 

过程控制技术及其应用
作者：徐湘元 / 书号：9787302372684  / 定价：39.00元

力求贴近实际，满足多学科交叉背景学生的教学需

要，体现宽口径的教学思想。侧重反映基本概念，强调物

理概念，简化理论推导，深入浅出、叙述严密。包含丰富

的例题和习题，收录了一定数量结合工程实际的例题；引

入了利用计算机软件研究控制系统的方法。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举例结合实际工业过程，或用MATLAB软件仿真，既展

示了设计理念与技巧，又具有指导和示范作用。教学资源

丰富，章首内容提示，章尾小结与习题，附录有考试模拟

题，在网上提供了思考题、习题和试题的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黄河科技学院等。

全书按基础知识篇、传感器技术篇和检测技术篇顺序编排，三者篇幅

比例大体为2∶5∶7。本书包含的传感器种类多、检测参量广。书中将经

典技术与当前成熟新技术相结合、理论与实际工程应用相

结合，注重知识纵向联系与横向比较，能较好地满足多专

业类的宽口径素质教学需要。

使用学校：长安大学、河南城建学院、东南大学成贤

学院等。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作者：周杏鹏 / 书号：9787302230441  / 定价：45.00元

A13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A12 控制工程基础(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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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基础(自动控制)、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通过传感器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应用的各种典型实例，

重点阐述了其应用技术。该书汇集了大量的实践应用知

识，将基本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应用技术有机结合，克服

了现有相关书籍实例方面的不足。

使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盐城工学院等。

针对高等院校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和应用型电子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基于CDIO的项目化教学模

式，每个项目都分为设计指标、必备知识、任务实施、扩

充知识4个部分。

使用学校：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东凯文科技职

业学院等。

传感器应用技术及其范例
作者：魏学业、周永华、祝天龙 / 书号：9787302378372  / 定价：32.00元

传感器应用技术
作者：王晓红 / 书号：9787302371694  / 定价：29.00元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作者：朱晓青 / 书号：9787302372974 / 定价：39.00元

融合作者的工程实践和国内外该领域的教学和技术发

展，系统地介绍了有关过程检测与传感器的基本理论、基

本结构以及实际应用的基本方法与基本技术等。

使用学校：宁波大学、湖南工业大学等。

系统地介绍了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领域广泛使用的传感器和检测技

术的各种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

本科生教材，同时也可供从事传感器、检测技术、仪器仪

表研究和应用等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湖南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作者：王俊杰 / 书号：9787302239949  / 定价：9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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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原理（第3版）
作者：蒋本珊 / 书号：9787302328438 / 定价：36.00元

计算机组成原理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第3版）
作者：蒋本珊 / 书号：9787302360995  / 定价：29.00元

系统介绍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原理和内部工作机制。第1、

2章介绍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第3~9章介绍计算机的各子系统

的基本组成原理、设计方法、相互关系及各子系统互相连

接构成整机系统的技术。实用性和先进性相结合。

使用学校：中南大学、温州大学、太原工业学院等。

每章按基本内容摘要、重点难点梳理、典型例题详解和

同步测试习题4个板块组织。加深对“计算机组成原理”知识

的理解，熟练掌握单机系统范围内计算机的组织结构和基

本工作原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用学校：湖南农业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重庆工商

大学等。

A14 计算机组成

计算机组成原理
作者：秦磊华 等  / 书号：9787302240891 / 定价：39.50元

介绍计算机单机系统的组成原理及内部工作机制，内容

包括计算机系统概论、运算方法与运算器设计、存储系

统、指令系统、控制器的工作原理与设计、流水线基本概

念与技术、系统总线技术、I/O设备及其工作原理等。

使用学校：嘉应学院、齐鲁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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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组成、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作者：李珍香  / 书号：9787302272397 / 定价：34.00元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项目教程（第2版）
作者：杨居义  / 书号：9787302306849 / 定价：44.50元

本书依据课程本身的特点来组织教学内容，选取了以8086 CPU为核

心的16位微机来重点介绍其基本知识和基础内容。尽可能地与现实生活

中较贴近的例子联系起来，引入实例驱动教学和启发式教

学，通过比喻或形象的写法来描述。

使用学校：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天津商业大学、

河池学院等。

全书体系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编写，引入“项目”教学和启发式

教学方法，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材做到“教、做、学”的统一

协调。 可以作为大学本科“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计

算机接口技术”课程教材。

使用学校：四川大学锦江学院、湖南科技学院、福建

农林大学等。

微机原理、汇编与接口技术（第二版）
作者：朱定华  / 书号：9787302211433 / 定价：29.00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80x86微型计算机的原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与接

口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汇编语言与汇编

程序、程序设计技术、总线、存储器及其接口、输入与输

出技术、中断技术和常用可编程接口芯片等。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桂林理工大学等。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第2版）
作者：王克义  / 书号：9787302439301 / 定价：49.00元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和典

型接口技术，内容精练，层次清楚，实用性强；在注重讲解

基本概念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反映微型计算机发展中的新知

识、新技术。

使用学校：江西农业大学、沧州师范学院等。

A15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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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原理、汇编与接口技术实验教程（第二版）
作者：朱定华  / 书号：9787302220503 / 定价：19.00元

微机原理及其接口（第2版）
作者：杜荔 / 书号：9787302393474  / 定价：39.00元

微机原理
作者：王克义 / 书号：9787302362098  / 定价：45.00元

本书是实验和课程设计教材。内容有： 8个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实验、

10个微机接口实验和3个微机应用系统课程设计。对上述内容作了详细的

分析，同时还对精选的实验作了较详细的解答。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贵州警官职业学院等。

为适应读者对微机技术学习的需要，本书对微机中的基本概念、工作

原理及关键技术进行了系统讨论。本书层次清晰，概念清

楚，内容简明、深入浅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配

有精心选择的图示、例题和习题，还在本书的最后附有习

题的参考答案，以方便读者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复习。

使用学校：西安航空学院等。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微型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典

型接口技术。本书内容精练，层次清楚，实用性强；在注

重讲解基本概念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反映微型计算机发展

中的新知识、新技术。

使用学校：南华大学、扬州大学、江西科技学院等。

清华书香－目录版式cxy－新2017.indd   26 17-7-20   下午3:52



27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通信电子线路、通信原理

B01 通信电子线路

系统地介绍了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生产领域广泛使用的传感器和检测技
术的各种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
同时也可供从事传感器、检测技术、仪器仪表研究和应用
等方面工作的技术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江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贺州学院等。

本书是在多年教学的基础上，汲取多方面的建议，参
考了国内外相关书籍编写而成，以满足现代无线通信所需
的高频电子线路知识结构和应用能力为教学目标。每章后
有习题和思考题。

通信电子线路
作者：李智群、王志功、冯军/ 书号：9787302236870  / 定价：39.80元

高频电子线路
作者：安颖、崔东艳、赵丽莉、刘健/ 书号：9787302444183  / 定价：35.00元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以现代通信系统
为背景，全面地介绍通信系统的一般模型和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内容简
练，理论联系实际，对基本原理的分析深入浅出，并注重
应用和吸收新的技术成果。配有大量的典型例题和习题，
并附有习题答案。

使用学校：长春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广东警官学院等。

通信原理简明教程（第3版）
作者：南利平、李学华、王亚飞等 / 书号：9787302346685 / 定价：36.00元

B02 通信原理

通信原理简明教程（第3版）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
作者：南利平等  / 书号：9787302382508 / 定价：25.00元

本书是《通信原理简明教程（第3版）》的配套教学
参考书。内容包括学习辅导和习题解答，自测题及参考
答案。从物理概念出发，通过系统的知识梳理和习题分
析，帮助读者巩固理论知识，掌握通信系统的计算和分
析方法。

使用学校：武汉理工大学、邵阳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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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通信原理(第2版)
作者：李晓峰、周宁、周亮等 / 书号：9787302367253 / 定价：49.00元

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本书主要讨论通信系统的基础理论、技术

与分析方法。本书注重通信系统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思想，并联系工程实

践。全书共11章，内容全面，条理分明，叙述清楚，例题

与图示丰富，便于教学与自学。本书配套教学资源丰富。

使用学校：电子科技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等。

通信原理（第2版）
作者：王福昌、屈代明 / 书号：9787302389330  / 定价：49.00元

通信原理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本书在内容编排

上，充分反映现代通信技术发展方向和水平，突出通信的

系统概念，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简化数学分析，强化物理

概念。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等。

通信原理实验（第2版）
作者：王福昌、潘晓明 / 书号：9787302367260  / 定价：22.00元

本书详细介绍了作者研制的HUST TX系列通信原理教学实验系统的工

作原理以及采用该实验设备的实验目的、实验内容和实验

步骤等。

使用学校：上海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内蒙古师

范大学等。

Matlab/System View 通信原理实验与系统仿真
作者：曹雪虹、杨洁、童莹等 / 书号：9787302379867  / 定价：36.00元

以通信系统原理与实例仿真相结合的形式，详细地介绍了MATLAB 

7.1以及System View 5.0下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设计的方法。大量

MATLAB、System View仿真实例，加深读者对“通信原

理”课程内容的理解。

使用学校：南京工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湖南城市

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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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原理、通信系统、 通信网技术

通信原理(第2版)
作者：张甫翊、徐炳祥、吴成柯 / 书号：9787302440925  / 定价：59.00元

本书深入和系统地讨论现代通信系统中涉及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内容涵盖模拟通信和数字通信，但侧重数字通信。本书内

容丰富，讲述由浅入深、简明透彻，概念清楚，取材恰

当，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便于教学也方便广大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黑龙江科技大学、许昌学院等。

通信原理实验教程——基于NI软件无线电教学平台
作者：杨宇红、袁焱、田砾 / 书号：9787302400615 / 定价：25.00元

描述了采用软件无线电教学平台进行通信实验的内容，内容翔实，

将通信理论和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借鉴了国际领先的实践

教学经验。将软件无线电技术很好地应用于通信原理的实

践教学，在实验室的环境中就能够快速构建完整真实的通

信系统。

使用学校：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本书介绍了微波中继通信系统、短波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移动

通信系统和光纤通信系统。内容包括系统的组成、相关的新技术、系统性能

和设计考虑等。此外,还介绍了基本的网络通信技术——网络协议及其体系结

构、网络机制、常用的网络及其互联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

学校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及相关专业的通信系统课程教

材，也可作为通信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使用学校：新疆财经大学、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等。

通信系统概论
作者：吴诗其 / 书号：9787302106913  / 定价：69.00元

B03 通信系统

B04 通信网技术

通信网协议是交换、传输等通信设备之间交互的规

则集合，它是通信网络系统运行的保障。本书着眼于通信

网运行的基础核心协议，侧重于协议机理的解析和实例分

析，选材上兼具系统性和实用性。

通信网协议
作者：徐名海 / 书号：9787302451259 /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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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在论述现代通信网的基本概念、设计理论基

础、体系结构及组网方法的基础上介绍各种现代通信网技

术，涉及电话网、三大支撑网、智能网、宽带IP城域网及

下一代通信网络的相关理论与技术。

使用学校：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商丘师范学院等。

现代通信网技术（第2版）
作者：刘金虎、樊子锐 / 书号：9787302353034 / 定价：44.50元

本书在介绍物联网通信技术发展背景和技术应用的基

础上，按照项目教学方式，让读者快速掌握ZigBee通信，

WiFi通信，蓝牙通信、RFID及IPv6通信这五类目前物联网

应用最为广泛的短距通信技术与应用。

使用学校：沈阳工学院、重庆大学等。

物联网通信技术（项目教学版）
作者：冯暖 周振超 杨玥 等 / 书号：9787302457121 / 定价：29.00元

本书主要论述现代通信系统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

主要特征、主要设备、系统的组网方式等内容。全书共分

10章，主要介绍了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移动通信系统、数

据通信系统、卫星通信系统、微波通信系统和光纤通信系

统以及不同通信系统的连接关系，并且介绍了通信系统中

接入网、电源和监控等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力求将基本理

论知识和实际的系统融合在一起，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并配有大量的图表便于读者理解。

使用学校：佳木斯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青海大

学等。

现代通信网技术
作者：许辉、王永添、陈多芳 / 书号：9787302095606 / 定价：59.00元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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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统介绍了交换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工作原理，着

重讨论当前通信网各种基本的交换技术，以循序渐进的方

式和比较分析的观点阐述了交换原理、方法和系统结构及

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以一定篇幅介绍下一代网络中

的交换新技术。 全书共分10章，分别介绍交换技术概论、

同步时分交换网络、数字程控电话交换、7号信令系统、窄带综合业务数

字交换、移动交换、智能网业务交换、ATM交换、软交换和光交换技术。

使用学校：南京邮电大学、闽江学院、广西大学等。

交换技术
作者：糜正琨、陈锡生、杨国民 / 书号：9787302127123 / 定价：36.50元

B05 交换技术

省精品课程配套教材。本书以IP接入网为重点，全面介绍了接入网技

术。内容包括接入网的背景与体系结构、宽带有线接入技术、宽带无线接

入技术、用户接入管理系统四部分。本书可作为通信、网络等相关专业的

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的专业课教材。

使用学校：电子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四川大

学等。

接入网技术
作者：雷维礼、马立香 / 书号：9787302135555 / 定价：28.00元

B06 接入网技术

“内容新、知识全、重实用、跨专业”，对1G至4G的各类移动通信

系统的网络结构、关键技术和应用方式进行了全面阐述； 给出了移动通

信网络的规划、设计与优化方法； 也对移动通信和计算机

网络通信的融合方式进行了全面探讨。

使用学校：南昌理工学院、河西学院等。

移动通信原理
作者：陈威兵、刘光灿、张刚林等 / 书号：9787302403210 / 定价：39.00元

B07 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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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原理与技术
作者：王华奎  / 书号：9787302185864 / 定价：129.00元

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移动通信的原理和实际的移动通信系统。力求

兼顾移动通信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系统，内容由浅入深，可

作为信息与通信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

的教材。

使用学校：温州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武警工程学

院等。

本书介绍了移动通信的相关概念、关键技术以及一些典型的移动通信

系统，既包括二代的GSM和CDMA系统，又有过渡阶段的GPRS和CDMA 

1x系统，还包括三代的WCDMA、CDMA 2000和TD SCDMA系统。还就

移动通信的增值业务与应用做了概述，最后介绍了四代系

统LTE的发展。

使用学校：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业学院、德州学

院等。

移动通信技术及应用（第2版）
作者：吴彦文 / 书号：9787302316121 / 定价：45.00元

扩频通信（第2版）
作者：田日才、迟永钢  / 书号：9787302363927 / 定价：45.00元

扩频通信技术及应用
作者：王娟 黄玉琴 徐杰 等  / 书号：9787302430063 / 定价：35.00元

通信工程专业高年级学生或硕士研究生的教材。系统

地阐述了扩频通信的基本理论，力求理论的完整性与工程

的实用性完美结合。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铜陵

学院等。

本书是专门论述扩频通信技术及应用的教材，着重介

绍了扩频系统的同步技术、扩频技术在电子信息行业的其

他应用以及基于MATLAB的仿真软件和FPGA硬件实现扩

频系统关键技术的方法，全书提供了大量应用实例，每章

均附有习题。

使用学校：黑龙江科技大学。

B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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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技术基础一本通——概要、答疑、题解、实验、自测
作者：全绍辉、曹红燕  / 书号：9787302308102 / 定价：33.00元

微波技术基础知识整体学习和复习的简易教程。本书涵盖了微波技术

基础的概要、答疑、例题详解、习题解答、实验实践、自

测题等内容。本书教学和教辅相关的所有资料均在微波学

堂网更新和下载，并可实时在线答疑。

使用学校：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本书介绍了微波电路的基本知识，微波滤波器以及微

波天线的原理和设计。附录中给出了实际微波电路的设计

方法，便于工程人员在工程设计中参考。

使用学校：重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微波电路设计
作者：韩庆文、陈世勇、陈建军 / 书号：9787302265153 / 定价：79.00元

B08 微波电路

本书内容共分13章，分别阐述了微波与射频技术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基本电路和分析、设计方法。 该书内容丰富、重点突

出，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叙述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联系实

际、面向应用，既适应教学，也方便自学。

使用学校：苏州职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湖南师范

大学等。

微波与射频技术
作者：彭沛夫、张桂芳 / 书号：9787302307495 / 定价：49.00元

B09 微波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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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射频电路

本书根据新的物联网工程本科专业的发展方向和教学需要，结合射频识

别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应用现状编写而成。本书主要介绍射

频识别技术的基本工作原理、设计技术基础、天线技术、射

频前端、电子标签、读写器、标准体系、中间件及系统集成

技术、应用系统的构建、测试与分析技术。

使用学校：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福建工程学院、吉林

交通大学等。

RFID原理与应用
作者：许毅、陈建军 / 书号：9787302305798 / 定价：35.00元

作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部分内容的更新：

●从工程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类型功率放

大器的特点，给出了大量工程应用实例，深入浅出，通俗易

懂。

●每章都安排了知识点小结、复习思考题和习题，为读

者掌握核心知识点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射频功率放大器（第2版）
作者：(美)Marian K. Kazimierczuk 著 孙玲 程加力 等译 / 书号：9787302425946 / 定价：99.00元

本书重点介绍由香农理论发展而来的信息论的基本理论以及编码的理论

和实现原理。本书前两版印刷26次，销售超15万册，被200多所高校使用。

文字通俗易懂，结合实际系统，丰富例题、图表，减少复杂

推导，配套资源丰富。

使用学校：太原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福州大

学等。

信息论与编码（第3版）
作者：曹雪虹 / 书号：9787302440192   / 定价：39.00元

B11 信息论与编码

BB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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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香农信息论为基础，对信息论基础和编码理论
进行介绍。为了便于教学和加深对概念的理解，每章的最
后还附有小结和习题。此外，本书配有相应的教学课件。
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图形图表阐述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及
实现原理。

使用学校：长春大学等。

本书介绍信息论与编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深入浅出，
举例经典，注重思路； 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专
业教材，也适合作为从事通信、雷达、导航、计算机、控
制、系统工程、生物工程、管理工程等有关的科研和工程
技术人员的入门参考书。

使用学校：湖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南京晓庄学院等。

本书从信息论的基本理论出发，介绍香农信息论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及其在网络信息理论和量子信息理论中的
应用。书中联系实际通信系统，使用较多的例题和图示阐
述重要的基本概念，结合MATLAB代码实例展现信息论的
实用性。 

使用学校：南京邮电大学等。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香农信息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和相关
问题，介绍了信源、信道、信源编码、信道编码的一般原理
和基本方法。内容深入浅出，适合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
材和参考书。本书配有电子教案、出题系统和实验系统。

使用学校：武汉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泉州师范
学院等。

信息论与编码基础教程（第2版）
作者：孙海欣、张猛、张丽英  / 书号：9787302460466  / 定价：29.00元

信息论与编码简明教程
作者：岳殿武  / 书号：9787302388210  / 定价：29.00元

信息论基础与应用
作者：赵生妹  / 书号：9787302465348  / 定价：39.00元

信息论与编码理论
作者：姜楠、王健/书号：9787302233718 /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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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网络信息安全的理论、原理、

技术和应用。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本科或研究生教材，

也可作为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的参考用书。

使用学校：中国地质大学、吉首大学、复旦大学等。

为了便于教学和加深读者对概念的理解及自检，本

书每章后面都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本书尽量用通俗、生

动的语言描述信息理论与信源、信道编码的基本概念，

并通过例题和图表来说明基本概念及原理，因而比较适

合工科相关专业的教学和读者自学。

使用学校：华侨大学等。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彩色电视的基本原理、检测、维修
及视频制作技术。 全书共包括4篇： 电视原理、模拟电
视、数字电视和视频制作，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从模拟彩色
电视到数字彩色电视检测与维修的基础知识，使读者对彩
色电视系统有一个基本、全面的了解。为便于教学，本书
配套编写了实验指导教材。 本书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电子信
息类专业学习彩色电视接收机的电路结构、工作原理的专
业教材，也可以作为电器维修相关专业学习电路系统检修
方法的实践教材。

使用学校：浙江大学、安徽新华学院、岭南师范学
院等。

网络信息安全
作者：安葳鹏 / 书号：9787302221760 / 定价：29.80元

信息论与编码
作者：冯桂、周林 / 书号：9787302424277 / 定价：39.00元

现代电视原理与检测
作者：陈鹏飞 / 书号：9787302363958 / 定价：59.00元

B12 网络信息安全

B13 电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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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信息论与编码、网络信息安全、电视原理、数字图像处理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数字图像处理的基础理论及

基本技术。提供电子教案、作者编制的数字图像处理实验

软件及相应的MATLAB及C语言程序。

使用学校：东南大学、湖南文理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为《图像工程

（第3版）》的上册，主要介绍图像工程的第一层次——图像处理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典型方法、实用技术以及国际上有关研

究的新成果。 本书主要分为4个单元，书中提供了大量例

题、思考题和练习题。

使用学校：中国海洋大学、太原工业学院、常熟理工

学院等。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书为《图像工程

（第3版）》的中册，主要介绍图像工程的第二层次——图

像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典型方法、实用技术以及

国际上有关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主要分为4个单元。书中

还提供了大量例题、思考题和练习题。

使用学校：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宿迁学院等。

数字图像处理基础
作者：阮秋琦 / 书号：9787302196112  / 定价：39.50元

图像工程（上册）——图像处理（第3版）
作者：章毓晋 / 书号：9787302277675  / 定价：39.50元

图像工程（中册）——图像分析（第3版）
作者：章毓晋 / 书号：9787302288299 / 定价：39.50元

B14 数字图像处理

图像工程（下册）——图像理解（第3版）
作者：章毓晋  / 书号：9787302302957 / 定价：49.50元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本书为《图

像工程（第3版）》的下册，主要介绍图像工程的第三层

次——图像理解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典型方法、实用技术以及国际上

有关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主要分为4个单元。书中还提供大量例题、思考

题和练习题。

使用学校：上海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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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本书介绍电磁干扰、电磁兼容的原理、技术和应用。内容全面，既包

括经典的基础理论，也包括新的研究成果；既有电磁兼容

问题的理论分析、计算，也有电磁兼容测量、电磁兼容认

证、抗干扰技术和电磁兼容设计等实用技术。

使用学校：郑州大学、东华大学、西安工业大学等。

本书是《电磁兼容原理、技术和应用（第2版）》的教学

指导书，包括“习题解答”和“电磁兼容实验”两部分。

主要介绍教学的基本要求，重点与难点，基础理论、基本

的分析方法、计算方法、解题技巧和实验方法等。

使用学校：郑州大学等。

本书内容全面，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应用技术。内容分为电磁兼

容理论和电磁兼容应用两部分。本书对理论分析和应用技

术讲述具体，实用性很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工程参考资

料，也可以作为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教材和参考书。

电磁兼容原理、技术和应用（第2版）
作者：邹澎、马力、周晓萍 / 书号：9787302362074 / 定价：45.00元

电磁兼容原理、技术和应用教学指导书——习题解答与实验（第2版）
作者：邹澎、马力 / 书号：9787302362531 / 定价：25.00元

电磁兼容工程
作者：Henry W.Ott著 邹澎 等译 / 书号：9787302317760 / 定价：79.00元

B15 电磁兼容

数字图像处理学习指导与题解
作者：陈青  / 书号：9787302447856 / 定价：45.00元

本书是冈萨雷斯经典教材Digital Image Processing本

科教学部分的辅导资料。每章由学习要求、要点总结、习

题解答等部分组成，突出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习题和解答由

中文和英文两大部分构成，可供灵活取舍分别用于中文、全英文和双语教

学。

使用学校：上海理工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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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像处理、电磁兼容、电子系统设计

电磁兼容与PCB设计
作者：邵小桃  / 书号：9787302452461 / 定价：29.00元

本书从电磁兼容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PCB设计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电磁兼容理论与PCB设

计。本书内容简洁，概念清楚，深入浅出，可作为高等院

校电子、电气、通信和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使用学校：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等。

B16 电子系统设计

本书第1章介绍FPGA电子系统的设计方法。第2章介

绍MAX+plus Ⅱ使用方法。第3~7章介绍FPGA硬件描述语

言VHDL的特点、VHDL语言中常用的数据、运算符、顺序

描述语句和并行描述语句、时钟信号描述方法、有限状态

机等基本概念和应用。第8章介绍门电路、组合逻辑电路、

触发器、时序逻辑电路，对其中的各种功能芯片以及基于

VHDL及FPGA的实现方法进行了讲解。第9章介绍FPGA

外围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及其各种应用。第10、11章对

FPGA相关电路系统的设计进行实例介绍。

使用学校：西华大学、青海大学等。

本书包括模拟电子系统设计、数字电子系统设计、

SoC单片机系统设计和综合电子系统设计四部分内容。全

书共11章，每章均安排相应的设计训练题。可作为电子信

息类专业实践类课程的教材以及学习电子系统设计方法的

参考书。

使用学校：浙江科技学院、浙江海洋学院、吉林商学

院等。

FPGA电子系统设计项目实战（VHDL语言）
作者：王振红 / 书号：9787302354666 / 定价：69.00元

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第3版）
作者：贾立新、王涌、陈怡 / 书号：9787302334187 / 定价：4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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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专业B

本书是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领域的经典名著。本书全

面深入地阐述了电子电路、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分析与

设计的相关知识。对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的基本原理进

行了严密的分析与讨论，同时又注重系统的概念。本书采

用自顶向下（top-down）的方法来研究电子学，首先介

绍集成电路的理想特性以便确立设计和分析技术，然后

研究集成电路中的器件和电路的特性及工作原理。全书

共16章。

本书已经被美国几十所大学的电气工程系作为教材。

本书内容简洁明晰，对概念原理的论述非常清楚，分析深

入浅出，CD交互仿真模块的可操作性强，科技摘要新颖

前沿。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2版）
作者：Muhammad H. Rashid 著 王永生等译 / 书号：9787302400592 / 定价：149.00元

应用电磁学基础（第6版）
作者：Fawwaz T. Ulaby Eric Michielssen 著 王永生等译/书号：9787302388722/定价：89.00元

B21 应用电磁学

本书在内容上从基础软件入手，注重实用性，以案例的

形式给出多个电子设计具体实现的方法。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电子系统的综合设计能力，以适应信息时代对相关专业学生

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的要求。

使用学校：浙江万里学院等。

基于案例的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
作者：于天河、薛楠 / 书号：9787302457138 / 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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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统设计、应用电磁学、电磁场数值计算、软件无线电技术

B17 数字通信

B18 雷达原理

B19 天线技术

B20 数字语音处理

B24 可靠性技术

B25 多媒体通信

以下课程，我社目前没有合适的教材。有基础、有意愿编写相关教

材的老师，请和我们联系，期待您的参与。

介绍认知软件无线电的基本概念与核心思想、性能评估方法、应用实

例、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展望。系统地介绍软件无线电平台

Sora及YunSDR的软硬件架构以及编程方法，并提供了一

系列实验或课程设计课题及其参考设计、部分实验结果。

认知软件无线电系统——原理与实验（第2版）
作者：赵友平、谭焜、姚远/书号：9787302424499/定价：35.00元

B23 软件无线电技术

详细介绍时域有限差分方法、编程技巧和应用的著

作。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时域有限差分基本理论、关键

技术、编程技巧以及工程应用。该书配有一维、二维和三

维时域有限差分原程序并详细地解释了编程方法和技巧。 

时域有限差分方法及编程技巧
作者：（美）John B. Schneider 著 ，余文华等 译/书号：9787302377719/定价：49.00元

B22 电磁场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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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C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本书介绍固体电子学的基础理论，包括晶体的结构、

晶体的结合、晶格振动、晶体缺陷、能带理论、半导体中

的载流子、PN结、固体表面及界面接触现象、半导体器件

原理、固体的光学性质与光电现象等内容。

使用学校：东华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

本书全面介绍了半导体物理学的基本理论，从物理科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电子技术的角度，全面审视半导体物理的发展过程和进展情况。本

书从科普的视角进行介绍，通俗易懂，并配有教辅资源。

以集成电路设计为核心，全面介绍现代集成电路技

术，本书主要涉及采用硅衬底、CMOS工艺制造的集成电

路芯片技术，同时，简单介绍集成电路发展的趋势。

使用学校：南京工程学院等 。

本书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

新技术的发展。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类本科生

教材，也可作为相关领域研究生及工程师的参考用书。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固体电子学导论（第2版）
作者：沈为民、唐莹、孙一翎 / 书号：9787302439318  / 定价：45.00元

半导体物理基础教程
作者：郭子政 / 书号：9787302459040  / 定价：29.00元

C01 固体物理

C02 半导体物理

C03 微电子学概论

集成电路设计导论（第2版）
作者：罗萍 / 书号：9787302404545  / 定价：49.00元

集成电路设计（第2版）
作者：叶以正、来逢昌 / 书号：9787302447184  /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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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微电子学概论、微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C05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英国知名大学广泛采用的教材，分成三册出版。视野开阔，知识面

宽，涵盖了我国高等院校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课

程大部分教学基本要求；结构合理、叙述详细，非常适于

阅读；例题习题丰富，教学目的层次分明。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师范学

院等。

本书涵盖先进集成电路工艺的发展史，集成电路制造流程、介电薄

膜、金属化、光刻、刻蚀、表面清洁与湿法刻蚀、掺杂、

化学机械平坦化，器件参数与工艺相关性，DFM(Design 

for Manufacturing)，集成电路检测与分析、集成电路的

可靠性，生产控制，良率提升，芯片测试与芯片封装等

内容。

讲授现代集成电路制造基础工艺，重点阐述核心及关键制造工艺的基

本原理。接近于一本较为实用的工具书特征，既符合本科

院校的系统化教学需要，又适用于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可操

作性要求，也可用于半导体器件及集成电路芯片晶圆制造

企业的技术培训。

使用学校：济南大学、宁波大学等。

纳米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第2版）
作者：张汝京 等 / 书号：9787302452331  / 定价：89.00元

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半导体器件及其基本应用（第3版）

作者：王宏宝、于红云 译 / 书号：9787302178958  / 定价：69.00元

英国知名大学广泛采用的教材，分成三册出版。视野

开阔，知识面宽，涵盖了我国高等院校模拟电子技术和数

字电子技术课程大部分教学基本要求；结构合理、叙述详

细，非常适于阅读；例题习题丰富，教学目的层次分明。

使用学校：南京邮电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江南大学等 。

C04 微电子器件

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3版）——半导体器件及其基本应用

作者：Donald A.Neamen 著/ 书号：9787302156833  / 定价：69.00元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教程
作者：李惠军 / 书号：9787302370321  /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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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C

讨论了各种设计集成电路的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VHDL硬件描述

语言和逻辑综合，对各种计算机模拟工具及其算法作了细致分析。此外，

对SPICE电路模拟程序中的半导体器件模型作了详细介绍。

最后讨论了集成电路的版图编辑与版图验证。 

使用学校：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等。

本书从可编程性这项核心技术出发，介绍了实现可编程性的底层硬件

结构、设计数字电路所需要的EDA算法和软硬件协同设计技术，然后以商

用FPGA器件和软件工具作为示例说明，把握商用器件结构

及其开发环境的技术途径、发展趋势以及与其他信息技术的

融合与交互过程。  

使用学校：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等。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导论（第2版）
作者：杨之廉 / 书号：9787302032755  / 定价：99.00元

系统级FPGA设计与应用
作者：王伶俐、周学功、王颖 / 书号：9787302276913  / 定价：79.00元

融系统性、实用性于一体，通过600多个应用电路的设计实例，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集成门电路应用电路的设计方法、设计步骤、设计公式及元

器件的选择，介绍了便于设计者将书中的典型电路与实际设

计要求相结合，为设计者提供了设计方案，进而提高了设计

效率。

集成门电路应用电路设计
作者：王冬霞 / 书号：9787302287995  / 定价：129.00元

C06 集成电路设计方法

本书介绍和描述了集成电路工艺制造的成套工艺流程和各工艺单步的

技术内容。对于流程的介绍，除举例和说明一般性流程特点

之外，专有一章说明了流程调度实施的技术与算法；本书可

作为集成电路制造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使用学校：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

微电子制造技术概论
作者：严利人、周卫、刘道广 / 书号：9787302208181  / 定价：19.00元

清华书香－目录版式cxy－新2017.indd   44 17-7-20   下午3:53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导论（第2版）
作者：杨之廉 / 书号：9787302032755  / 定价：99.00元

45

集成电路制造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方法

作者Christopher Saint整理了他在IBM培训教程中大获

成功的顶尖素材，为您提供了一本必备的版图设计初级读

本，内容包括：集成电路工艺；版图设计技巧；基础器件

概念；晶片工艺。

这本书从基本半导体理论开始介绍，进而阐述了在现

代半导体技术中基本器件的发展。在较深的程度上为读者

提供了有价值的设计方程以及设计IC版图的方法与技术，

这些知识将使从事该职业的人们终生受益。 

使用学校：西北工业大学、南通大学、湖北大学等。

集成电路版图基础
作者：Christopher Saint / 书号：9787302083566  / 定价：99.00元

集成电路版图基础——实用指南
作者：李伟华 / 书号：9787302133711  / 定价：50.00元

本书以Tanner版图设计软件为基础，讲述了集成电

路版图设计基础及软件LEdit、TSpice及WEdit的使用方

法，给出了大量集成电路单元版图设计实例。本书基于

作者多年在半导体领域积累的经验，给出了大量实例，

可方便读者学习与应用。 

使用学校：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潍坊学院等。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作者：余华、师建英 / 书号：9787302428466  / 定价：36.00元

以轻松幽默的文笔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图文并茂、实用

易读的版图设计参考书，自下而上，由浅入深地构造了设

计理念，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从最初版图设计到最终仿真的

方方面面。这些精心组织的材料不仅提供了版图设计一步

一步的细节指导，也展示了在版图设计中的关键技术。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作者：Christopher Saint / 书号：9787302077305  / 定价：1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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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C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本书是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科研实践，在参考国内外同类教材的基础

上，精心编著而成的。本书结合现代CMOS工艺的发展，从元器件出发，

详细分析了各种典型模拟CMOS集成电路的工作原理和设

计方法，对模拟CMOS集成电路的研究和设计具有学术和

工程实用价值。

使用学校：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南京理工

大学泰州科技学院等。

本书以混合信号ADC CMOS芯片设计为主线，基础知识和理论围绕

ADC设计展开，更系统全面；电路结构和设计围绕ADC设

计的要求展开，详细解释ADC设计参数之间的关系，并给

出了严谨的理论推导。 

使用学校：厦门大学等。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作者：魏廷存、陈莹梅、胡正飞 / 书号：9787302211464  / 定价：99.00元

混合信号模数转换CMOS集成电路设计
作者：李晓潮 邢建力 林海军 / 书号：9787302386261  / 定价：39.00元

随着集成电路技术进入深亚微米时代，异步电路没有时钟，具有功耗

低、速度快、兼容性好和可靠性高等优点，越来越受到设计者的青睐。本

书可以作为电子、通信类专业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

材，也可以作为电路设计工程师的参考书。  

使用学校：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异步电路设计
作者：陈虹、张晓昱 / 书号：9787302235026  / 定价：55.00元

C07 数字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C08 模拟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集成电路设计方法、数字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模拟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射频集成电路原理与方法

本教材是一本适用于电子技术与电子工程类专业读

者的集成电路设计方面的教材，期望读者通过对本教材

的学习，对数字系统集成电路设计基本知识和关键技术

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使用学校：上海大学、淮南师范学院等。

数字系统集成电路设计导论
作者：张金艺 李娇 朱梦尧等 / 书号：9787302452980  /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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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作者：魏廷存、陈莹梅、胡正飞 / 书号：9787302211464  / 定价：99.00元

混合信号模数转换CMOS集成电路设计
作者：李晓潮 邢建力 林海军 / 书号：9787302386261  / 定价：39.00元

47

集成电路设计方法、数字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模拟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射频集成电路原理与方法

本书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好评和青睐，被许多国际知名大学选为教科

书。同时，由于原著者在世界知名顶级公司的丰富研究经

历，使本书也非常适合作为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或相

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使用学校：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首都师范大

学等。

在这本新版本的书中，我们把LPLL和DPLL两个类型

结合成一类，称之为“混合信号锁相环”。于是，现在两

种可以使用统一的理论阐述，大大地简化了分析。

本书目的是初步理解并深入研究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本书包括了所

有基本电路模块的内容，包括运算放大器、滤波器、ADC和DAC，以及

一些RF电路模块。 教材的上述内容基于作者在世界范围

内教学经验的总结。

使用学校：苏州大学等。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作者：Razavi  / 书号：9787302108863  / 定价：129.00元

锁相环设计、仿真与应用（第5版）（配光盘）
作者：李永明 / 书号：9787302128823  / 定价：99.00元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配光盘）
作者：陈莹梅、王志功 / 书号：9787302163404  / 定价：98.00元

以实现一个完整的无线收发机射频前端为主线，按照“射频电路基

础—射频电路元器件—无线收发机系统结构—射频模块电路分析与设

计—后端设计与混合信号集成—无线收发机实例”的结构

编写。面向实际应用，着重讨论在集成射频前端框架下各

模块电路的设计方法及提高性能的措施。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

CMOS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作者：池保勇等 / 书号：9787302137597  / 定价：99.00元

C09 射频集成电路原理与设计

数字系统集成电路设计导论
作者：张金艺 李娇 朱梦尧等 / 书号：9787302452980  / 定价：59.00元

清华书香－目录版式cxy－新2017.indd   47 17-7-20   下午3:53



48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C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关于不同应用领域中各种产品的MEMS 封装的详细
而切实有效的阐述和整理。这本书不仅仅阐述理论，还有
着详细的实例分析以及技术和处理过程的综合信息。本书
的条理非常清晰，对于MEMS领域最重要的发展以及对
MEMS未来产品的需求等方面阐述得也很好。

本书论述抗辐射集成电路方面的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

等学校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专业选修教材， 或从事相关研究

的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以大众所熟悉的数码单反相机的发展历史为出发

点，阐述了相机中的镜头、感光器件和图像处理电路等硬

件的结构及原理，详细介绍了图像处理算法以及相机成像

质量评价的相关基础知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相对全面

的图像传感技术领域专著。

微机电系统封装
作者：姚军 / 书号：9787302119524  / 定价：69.00元

抗辐射集成电路概论
作者：韩郑生 / 书号：9787302245476  / 定价：59.00元

数码相机中的图像传感器和信号处理
作者：(日)Junichi Nakamura 著，徐江涛 高静 译/书号：9787302383635/定价：45.00元

C10 微电子封装技术

C12 微电子可靠性

C13 传感器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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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电系统封装
作者：姚军 / 书号：9787302119524  / 定价：69.00元

抗辐射集成电路概论
作者：韩郑生 / 书号：9787302245476  / 定价：59.00元

数码相机中的图像传感器和信号处理
作者：(日)Junichi Nakamura 著，徐江涛 高静 译/书号：9787302383635/定价：45.00元

49

微电子封装技术、微电子可靠性、传感器件原理及应用、微机电系统(MEMS)、
基于硬件描述语言(VHDL、Veri logHDL) 的数字系统设计

本书主要论述微传感器及微机电系统的结构、原理、特性、制作方

法与工艺技术。将微传感器、微机电系统和灵巧器件有机

结合起来，适合微电子领域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微

传感器系统方面的工程师和开发人员阅读。

本书结合微系统(MEMS)技术的基础理论、典型器件和发展趋势，

介绍微系统的力学、电学和物理学基本理论，针对典型器件的分析设计

方法和制造技术，以及多个前沿应用领域，力争成为具有

一定深度和广度的MEMS领域的教材和实用参考书。

使用学校：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南通大学等。

微传感器、微机电系统和灵巧器件

作者：Gardner / 书号：9787302081227 / 定价：129.00元

微系统设计与制造（第2版）
作者：王喆垚 / 书号：9787302391678 / 定价：98.00元

C14 微机电系统（MEMS）

C15 基于硬件描述语言 (VHDL、VerilogHDL) 的数字系统设计

本书是一本关于智能CMOS传感器的特性和应用方面的书。全书通

过递进的结构，循序渐进、力求清晰完整地给出智能CMOS图像传感器

领域的关键要素，并给出了一些比较新颖的智能CMOS图

像传感器的应用，如涉及信息通信、生物技术和医学方面

的几类应用。

智能CMOS图像传感器与应用
作者：（日）Jun Ohta 著 史再峰 徐江涛 等译/书号：9787302399803/定价：35.00元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及其相关专业编写的数字系统设计教

材。为了方便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自学，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设计实例，

并提供了配套教学资源(详见书中的学习说明)。

使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等。

EDA原理及VHDL实现——从晶体管、门电路到Xilinx Vivado的数字系统设计
作者：何宾 / 书号：9787302446408 / 定价：6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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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C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本书在国内外大学本科教育以及工程师培训中得到广泛使用。每章

正文最后都有问题求解案例，让读者了解如何求解典型的习题。因此，

该书作为高等院校的本科数字逻辑设计课程的参考教材或

者从事数字设计的工程师的参考书籍，是非常有效的。 

使用学校：西北工业大学等。

作者是ARM公司的专家,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既有

简单的微控制器操作和程序实例，又有微控制器的内部原

理和实现细节，相信无论你是新手还是熟练开发人员，都

可以从本书中找到有用的信息。

使用学校：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等。

数字逻辑与Verilog设计（第3版）
作者：Stephen Brown、Zvonko Vranesic 著  罗嵘 译/书号：9787302366850/定价：99.00元

ARM Cortex-M3与Cortex-M4权威指南（第3版）
作者：Joseph Yiu  著，吴常玉、曹孟娟  等译 / 书号：9787302402923 / 定价：89.00元

C16 微处理器体系结构与设计

两位作者将本书分成数字设计和计算机设计两部分内容，数字设计

部分包括第1章至第9章的内容，计算机设计包括第10章至第25章的内

容。此外，还撰写了5个附录，涵盖了与前面25章的内容

对应的34个实验，以及实验中涉及的软件和硬件开发板的

使用手册等内容。

使用学校：广西师范大学等。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设计——VHDL语言描述
作者：Richard S. Sandige、Michael L. Sandige / 书号：9787302386834 / 定价：99.00元

本书是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类及其相关专业编写的数字系统设计教

材。为了方便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自学，书中列举了大量

的设计实例，并提供了配套教学资源（详见书中的学习说

明）。

使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温州商学院等。

EDA原理及Verilog HDL实现——从晶体管、门电路到Xilinx Vivado的数字系统设计
作者：何宾 / 书号：9787302450320 /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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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逻辑与Verilog设计（第3版）
作者：Stephen Brown、Zvonko Vranesic 著  罗嵘 译/书号：9787302366850/定价：99.00元

ARM Cortex-M3与Cortex-M4权威指南（第3版）
作者：Joseph Yiu  著，吴常玉、曹孟娟  等译 / 书号：9787302402923 / 定价：89.00元

数字逻辑与计算机设计——VHDL语言描述
作者：Richard S. Sandige、Michael L. Sandige / 书号：9787302386834 / 定价：99.00元

EDA原理及Verilog HDL实现——从晶体管、门电路到Xilinx Vivado的数字系统设计
作者：何宾 / 书号：9787302450320 / 定价：79.00元

51

基于硬件描述语言(VHDL、Veri logHDL) 的数字系统设计、
微处理器体系结构与设计、微电子其他

本书从Cortex-M3处理器入手，主要讲解其家族成员中较为常用的

微处理器STM32。全书案例来源于学生的电子设计大赛

作品或科研课题，例如平衡车设计、井下通信分站设计

等。它们都较好地诠释了STM32的典型应用，可以快速

地帮助读者入门并动手操作。

使用学校：长春理工大学、惠州经济学院、长沙学院等。

巨磁阻器件是目前商业化最为成功的磁学器件，广泛应用于计算机

硬盘的磁头中。本书包含了巨磁阻效应、隧道磁阻效应以及基于这两种

效应的器件，从材料、工艺到器件物理，可作为凝聚态物

理磁学部分和器件之间的一个桥梁。本书还介绍了一些新

型的自旋电子器件。

使用学校：安徽农业大学等。

铁电存储器是近10余年研究出的一种重量轻、存取速度快、寿命

长、功耗低的新型存储器，有极好的应用背景。本书是引领域的第一本

专著。

本书系统论述了ARM Cortex-M3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原理、架构、

编程与系统开发方法，并以STM32微处理器为样本，给

出了丰富的设计示例与综合实例。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常州工学院、吉林交通大

学等。

ARM Cortex-M3体系结构与编程
作者：冯新宇 / 书号：9787302417200 / 定价：45.00元

巨磁阻器件

作者：E.Hirota H.Sakakima K.Inomata 著 邓宁 魏榕山 等译/书号：9787302343653/定价：59.00元

铁电存储器
作者：韦劲松 / 书号：9787302090144 / 定价：45.00元

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基于ARM Cortex-M3微控制器（STM32系列）

作者：严海蓉、薛涛、曹群生  等 / 书号：9787302383789 / 定价：34.50元

C20 微电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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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技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C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作为薄膜晶体管(TFT)技术的入门教材，本书以非晶硅薄膜晶体管

（a Si TFT)和多晶硅薄膜晶体管(p Si TFT)为例详细讲解了与TFT技术相

关的材料物理、器件物理和制备工艺原理及其在平板显示

中的应用原理等。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等。

薄膜晶体管原理及应用
作者：董承远 / 书号：9787302430001 / 定价：39.00元

C11 集成电路测试方法

C17 数字系统高层次综合

C18 微电子专业实验

C19 半导体材料（微纳电子材料）

以下课程，我社目前没有合适的教材。有基础、有意愿编写相关教

材的老师，请和我们联系，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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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膜晶体管原理及应用
作者：董承远 / 书号：9787302430001 / 定价：39.00元

53

微电子其他、光纤光学

本书从光的电磁理论出发，全面论述了光在光纤中传输

和传感的基本特性及其应用。具体内容包括： 均匀折射率

和非均匀折射率光纤的传输理论(光线理论、波动理论、耦

合模理论及非线性理论)； 光纤的损耗、色散、偏振以及非

线性特性； 光纤设计、光纤的连接和处理以及参数测量的

基本方法； 光纤有源和无源器件，各类特种光纤的简介，

以及光纤在传输数据、能量、图像以及传感方面的应用等。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相关专业的本科

生及研究生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西安工业

大学等。

本书系统论述了光纤技术的基本实验方法及实验案

例。全书共分6章，分别介绍了光纤技术基础知识、光纤操

作及传输特性测试、光器件特性测试、光纤通信实验、光

纤传感实验、光纤技术常用仪器仪表等知识。

D01 光纤光学

光纤技术实践教程
作者：胡昌奎、黎敏、刘冬生 等 / 书号：9787302393269 /定价：25.00元

光纤光学（第2版）
作者：廖延彪、黎敏 / 书号：9787302322931  / 定价：39.00元

本书从光的电磁理论出发，论述了用于衍射光学傅里

叶变换的基本特性及其应用，全面地介绍了傅里叶光学的

理论及应用。本书可作为普通高校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相

关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教材。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傅里叶光学导论
作者：廖延彪、马晓红 / 书号：9787302409892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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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D

本书阐述了光纤通信的原理及其发展，光纤通信的物理

学基础，光纤的传输理论和特性，光源和光发射机，光检测

器和光接收机，光纤通信系统的组成、设计和工程，介绍了

SDH技术、WDM技术、光放大和色散补偿技术及其他高新

技术在光纤通信中的应用。

使用学校：西北工业大学、温州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等。

本书在介绍导波光学产生和发展概况之后，从光的电磁

理论出发，系统、深入地阐述光在光波导中传播时发生的基

本现象和遵循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讲述光波导器件的

原理、结构、制作技术和工艺流程。同时，也讲述了光波

导器件的相关应用。

使用学校：长春理工大学等。

本书主要介绍光纤通信的原理及其发展；光纤通信的

物理学基础；光纤的传输理论和特性；光源和光电检测器

的结构与工作原理；光发射机和光接收机，光缆和光纤通

信器件；光纤通信系统的构成、性能和设计；系统性能的

提高；光纤通信的基本实验。 

使用学校：东莞理工学院、延边大学、海南大学等。

光纤通信简明教程
作者：袁国良等 / 书号：9787302134831  / 定价：22.00元

光波导原理与器件（第2版）
作者：宋贵才、全薇 / 书号：9787302447191  / 定价：35.00元

光纤通信原理（第2版）
作者：袁国良 / 书号：9787302263319  / 定价：29.50元

D02 光纤通信

D03 光导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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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通信、光导波技术、光纤传感、光电显示技术

本书围绕光纤传感器涉及的光学原理及光学效应、光

纤传感系统的组成、光纤传感器的类型及应用展开讨论，

着重介绍了光纤光栅传感器原理、光纤光栅传感网络的信

号解调与复用技术、光纤光栅传感器的应用等，最后介绍

了新型光纤器件及原理。

使用学校：南京工程学院、中国计量大学、山东大学等

本书系统论述各类现代光信息传感器的原理及其应

用，重点介绍光电传感器和光纤传感器，深入分析各类光

电传感器和光纤传感器的设计要点。本书选材广泛，全面

反映了现代光信息传感的基本知识和最新发展。

使用学校：宁波大学等。

光纤传感原理与应用技术
作者：赵勇 / 书号：9787302148340  / 定价：39.00元

现代光信息传感原理（第2版）
作者：廖延彪、黎敏、闫春生 / 书号：9787302402558  / 定价：49.00元

D04 光纤传感

本书对光电显示技术及其典型器件和系统做了全面讲述。全书共分8

章，内容包括传统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器件、发光二极管显

示器件、等离子体显示器件、激光显示器件、大屏幕显示系统等，以及一

本书依托智能照明技术开发平台对智能照明的系统开发、

硬件开发、软件开发、调光调色实现方法、故障远程监测方法

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说明。本书从教研开发和培训教学入手，

以实验过程和实验现象为主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

光电显示技术
作者：李文峰、顾洁、赵亚辉 等 / 书号：9787302214113  / 定价：21.00元

智能照明技术实践教程
作者：王敏 等 / 书号：9787302463986

定价：35.00元

D05 光电显示技术

些新型光电显示器件，如场致发射显示器件、电致发光显示

器件、电致变色显示器件、电泳显示器件和铁电陶瓷显示

器件等。 本书可作为光电信息工程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

教材。

使用学校：宝鸡文理学院、湖北大学、怀化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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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D

本书对光电显示领域的主要显示技术的显示原理、器

件结构、制造工艺以及驱动技术做了全面的介绍。鉴于液

晶显示技术在光电显示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全书用

了近一半的篇幅深入全面讲述了液晶显示器（LCD）的材

料、工艺和驱动技术。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

本书对现代显示技术及其典型设备做了全面讲述。本

书可作为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微

电子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的高年级本

科生教材。

使用学校：西安科技大学等。

光电显示原理及系统
作者：应根裕、王健 / 书号：9787302395973  / 定价：59.00元

现代显示技术及设备
作者：李文峰、李淑颖、袁海润 / 书号：9787302423065  / 定价：29.00元

本书以光的波动性为基础研究和阐述光的本性、光学基

本原理及其应用，注重展现最新光学科技成果及其成就。本

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光电信息工程、光

学工程、光电子技术及光电控制等专业的本科教材。

使用学校：江苏师范大学等。

本书从光是可见的电磁波、具有波粒二象性的角度出

发，讲述了物理光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主要现象及应用。

本书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和思考与练习题，并配套了教学课

件。本书适合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光电信息类专业的本科生及

研究生教材。

物理光学
作者：张洪欣、纪延俊、车树良 / 书号：9787302401179  / 定价：29.00元

物理光学
作者：范希智 / 书号：9787302439790  / 定价：49.80元

D07 物理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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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显示技术、物理光学、激光原理、光电实验

D06 应用光学 

D09 电动力学

D10 信息光学

D11 光电检测

以下课程，我社目前没有合适的教材。有基础、有意愿编写相关教

材的老师，请和我们联系，期待您的参与。

全书针对“激光原理”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典型问题，

进行了知识点梳理和问题解答。主要内容包括“激光原

理”课程学习要求与重难点、知识点总结、典型问题的分

析思路、思考题、练习题，以及部分习题答案。 

使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等。

激光原理（第2版）教案与学习指导
作者：盛新志、娄淑琴 / 书号：9787302370604 / 定价：25.00元

本书是针对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而编写的专业实

验课程教材。书中实验综合了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理论

知识，采用光、机、电、算等手段，尽可能使其与工程应

用相联系。

使用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

光电信息科学与技术实验
作者：裴世鑫、崔芬萍 / 书号：9787302407270  / 定价：49.00元

D19 光电实验

本书主要阐述激光器基本工作原理和相关现象的理论。

内容主要包括光和物质作用经典理论、光学谐振腔理论、

激光器速率方程理论，以及对连续激光器工作特性的分析理

论。本书配有完整的电子教案和学习指导书。

使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等。

激光原理（第2版）
作者：盛新志、娄淑琴 / 书号：9787302387695  / 定价：34.00元

D08 激光原理

D12 光信息处理

D13 光电图像处理

D14 红外技术

D15 光电子技术

D16 激光器件

D17 光存储技术

D18 光电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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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

本书共包括13个实验，分别是双绞线RJ-45连接头的

制作、对等网的建立、DHCP服务器的配置、DNS服务器

的配置、Web服务器的配置、活动目录的安装与使用、

Windows Server 2003的路由器配置、交换机的管理与

VLAN组网技术、路由器的管理与配置、无线局域网的组

建、ARP协议的应用、ICMP协议的应用以及TCP协议的应

用，共涉及3大部分内容。

使用学校：广东金融学院、滁州学院等。

本书体系建设坚持“理论学习和能力培养并重”的指

导思想，形成了由“1本主教材、4本辅助教材、1个题库

和1个电子教案”构成的教材体系，以适应不同学校与专

业的需要。

使用学校：厦门理工学院、台州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等。

本书是肖明教授主编的《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的配

套实验指导书，方便教师根据《计算机网络基础教程》主

教材来合理地组织计算机网络实验教学，使之既能配合课

堂教学，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实际操

作技能。

使用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贵阳学院等。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
作者：陈国君、彭诗力 / 书号：9787302181484  / 定价：26.00元

计算机网络（第4版）
作者：吴功宜、吴英 / 书号：9787302468486  / 定价：59.00元

计算机网络实验教程
作者：肖明 / 书号：9787302345763 / 定价：49.50元

E01 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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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与算法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C程序设计语言的基本内容，同时

以C语言为平台通过大量例题重点讲解程序设计的基本方

法和技巧。书中C程序设计语言与程序设计方法两部分内容相对独立，注

重程序设计实践，配有实验指导与习题集。

使用学校：山西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

本书系统地介绍数据结构基础理论知识及算法设计方

法，附录给出全书习题的参考答案。全书采用类C语言作

为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描述语言，随书配备电子教案。 

使用学校：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体育学

院等。

全书共9章，内容包括程序测试与运行时间度量、线性表和串的实现

及其应用、栈与队列的实现和应用、递归、二叉树的实现和应用、查找的

实现与应用、排序的实现与应用、图算法及其应用和标准

模板库STL 简介。

使用学校：中山大学、岭南师范学院、佛山职业技术

学院等。 

本书包括实验指导、章节习题、自测题、课程设计大

纲和习题自测题答案和附录6个部分，可以作为C语言程序

设计教材的习题练习与实验指导，还可以作为自学者的实

用参考书。

使用学校：山西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C语言描述）第2版
作者：吕国英 / 书号：9787302291381  / 定价：43.00元

数据结构
作者：彭波 / 书号：9787302422143  / 定价：45.00元

数据结构与算法实验实践教程
作者：乔海燕、蒋爱军、高集荣 等 / 书号：9787302300663  / 定价：25.00元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实验指导与习题集
作者：吕国英 / 书号：9787302291824  / 定价：26.00元

E02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E03 数据结构与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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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E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本书结合C++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点，构建了数据结

构与算法，书中的所有算法都在各相关开发环境中进行了

严格的测试，而且，在作者个人网页上提供了大量的教学

支持内容。  

使用学校：廊坊师范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等。

数据结构与算法教程（C++版）
作者：唐宁九 / 书号：9787302280309  / 定价：39.00元

数据结构与算法 （第2版）
作者：熊岳山  / 书号：9787302429586 / 定价：34.50元

Matlab/Simulink通信系统建模与仿真实例分析
作者：邵玉斌  / 书号：9787302171324 / 定价：39.00元

控制系统MATLAB仿真与设计
作者：杨佳、许强、徐鹏 等  / 书号：9787302264330 / 定价：26.00元

本书目的是让读者理解数据抽象与编程实现的关系，

提高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结构合理，内容

丰富，算法描述清晰，用C语言编写的算法代码都已调试通

过，便于自学。

使用学校：国防科技大学、郑州师范学院等。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通信建模仿真方法和模型验证技术，并结合作者近

年在教学科研中所设计的大量基础的和较深入的建模仿真实例，重点讨论

了建模仿真原理和相关的数值计算方法、模拟通信系统等

内容，并在仿真实例中展示了科学研究论文和报告所需的

数据处理和表现技巧。

使用学校：湖南师范大学、大连交通大学等。

本书介绍控制系统的MATLAB仿真与设计，全书共分7章。本书可作

高等工科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电子信息、通信等学科本

科生的教材，也可供研究生以及从事有关科技人员学习参

考。

使用学校：哈尔滨理工大学、辽宁工业大学等。

E04 MATLAB/Simulink计算与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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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MATLAB/Simul ink计算与仿真、虚拟仪器（LabVIEW）

MATLAB工程与科学绘图
作者：周博 薛世峰  / 书号：9787302404804 / 定价：49.00元

MATLAB在数字图像处理中的应用
作者：陈刚 魏晗 高毫林 等 / 书号：9787302424321 / 定价：39.00元

MATLAB数学建模与仿真
作者：王健、赵国生 / 书号：9787302418061 / 定价：79.80元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利用MATLAB从事教学与科研

工作的经验，通过大量的具体实例，全面、系统地介绍

MATLAB在工程与科学绘图方面的功能和应用。

本书以最新版的MATLAB 2015为操作平台，基础部分

内容的讲解从理论到实践，由浅到深，从易到难，各个章

节既相互独立又前后关联；实践部分内容结合图像处理现

实应用，步骤讲解详细，语言浅显易懂，实用性强，可操

作性高。

使用学校：信息工程大学等。

本书从数学建模与仿真的角度对MATLAB进行详细介

绍和讲解，涵盖绝大部分数学建模问题的MATLAB求解方

法。本书适合作为各大中专院校理工科学生的专业教材，

也可作为广大科研人员、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及MATLAB

专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使用学校：南京工业大学等。

虚拟仪器设计教程
作者：黄松岭、王 、赵伟 / 书号：9787302399155  / 定价：33.50元

本书以LabVIEW的最新版本2014中文版为基础，介绍虚

拟仪器设计的基本知识。介绍一些虚拟仪器设计与应用的实

例，难易程度不同、应用方面各异，较好地反映了虚拟仪器

技术的广阔应用空间。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等。

E05 虚拟仪器（Lab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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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分析与处理——虚拟仪器实验教程
作者：孙晖、张冶沁、刘俊延  / 书号：9787302315612 / 定价：19.00元

TMS320F281x DSP原理及应用技术（第2版）
作者：韩丰田、李海霞 / 书号：9787302366843 / 定价：45.00元

TMS320C54系列DSP原理与应用
作者：张永祥 / 书号：9787302276821 / 定价：24.00元

本书作为理论教材的延伸，在充分考虑相关课程理论体系结构的基础
上，依托LabVIEW软件实验平台设计相关实验，实验侧重信
号处理、系统设计以及综合应用，体现了基本原理和工程应
用的有机结合。

使用学校：浙江大学等。

本书以TMS320F281x 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为主线，结合丰富的实例
系统论述了DSP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开发技术。主要内容涵盖DSP的硬件结
构、外设模块、C语言编程、系统设计与开发方法、综合项
目案例等。全书各章均提供了经过验证的应用开发实例以
方便读者实践，每章配有练习题以巩固学习和教学。本书
适合作为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DSP原理与应用”相
关课程的教材。

使用学校：浙江大学、北华大学、江汉大学等。

本书由浅入深，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基于C/C++语言的TI公司
TMS320C54x系列定点DSP芯片的基本原理、开发和应用。本书内容全
面、实例丰富，既可作为高校电信工程、通信工程、自动化
等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
供从事DSP芯片开发与应用的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湖南科技大学、聊城大学、福州大学等。

E06 DSP原理与应用

TMS320F2833x DSP原理与应用教程
作者：杨家强  / 书号：9787302370703 / 定价：39.00元

以TMS320F28335为代表详细介绍该系列DSP的基本

结构、工作原理、应用配置，最后还给出了其在电机控制

工业的应用实例，提供了最直观的技术参考。本书可供从

事DSP开发及应用的初、中级读者学习使用。

使用学校：浙江大学、九江学院、常州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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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仪器（LabVIEW）、DSP原理与应用、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电子电路设计与仿真——基于OrCAD16.6
作者：刘明山 周原  / 书号：9787302416579 / 定价：39.00元

本书首先介绍电路CAD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其次以OrCAD 16.6版本

为主，着重介绍OrCAD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具体电路为前

导，逐步介绍OrCAD的具体使用方法,便于读者学习、使用

软件。

使用学校：中国计量大学、吉林大学等。

E07 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EDA技术及其应用
作者：周振超 冯暖  / 书号：9787302384359 / 定价：29.00元

从教学和应用的角度出发，以培养学生设计和应用开发能力为主

线，引入大量典型实例，取材广泛，从难度上分为验证型、设计型和

综合型，内容丰富、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可以更好地

帮助读者分层次使用和掌握EDA技术。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辽宁科技大学、沈阳工学

院等。

Protel 99SE原理图和印制板设计
作者：朱定华  / 书号：9787302144137 / 定价：19.00元

本书以实际操作为例，主要介绍了Protel 99 SE 的各种基本功能命令

和一些实用操作技巧。通过详细介绍多个实用的电路，使设计者能够快速

掌握使用Protel 99 SE 软件设计原理图、元件库、元件封

装库以及印制电路板的具体方法和技巧。

使用学校：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计量学院、佳木斯大

学等。

EDA技术及应用（第2版）
作者：朱正伟、王其红 、韩学超  / 书号：9787302312604 / 定价：39.50元

本教材在编写时突破传统课程体系的制约，对课程体系等进行综合改

革，融入了本领域最新的科研与教学改革成果，确保课程

的系统性与先进性，使之能更好地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模

式的需要。

使用学校：长春理工大学、绥化学院、长春理工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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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S7-200PLC体系结构与编程
作者：赵景波 田艳兵 谭艳玲 / 书号：9787302395997  / 定价：79.00元

可编程序控制器原理及应用

——西门子S7-200 PLC结构、编程、通信与组态
作者：肖军、陶文华 / 书号：9787302374985  / 定价：35.00元

可编程器件及应用实验技术
作者：于强、胡文彬、薛冰 等 / 书号：9787302444213  / 定价：29.00元

本书详细介绍了S7-200 PLC硬件和面板操作、内部资源、

梯形图和指令表指令，以实例形式讲解编程及调试，同时也详细

地介绍通信网络知识。书中各部分内容都是使用实例进行讲解，

并辅以大量的图表，通俗易懂，读者可以快速入门。

本书在介绍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的组成、原理及特点的基础上，通过

多种案例，重点讲解PLC控制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本书注重工

程概念，强调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书中各章内容均突出应

用能力培养，强化实践教学和技能培养，精简理论内容，丰富案

例解析。

使用学校：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等。

本书由哈尔滨工程大学于强老师结合自身多年科研和教学经

验编制而成，综合考虑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知识体系构成

等要素，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锻炼，弱化基础，突出现

学现用的特点。

E08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微处理器技术——MSP430单片机应用技术
作者：郑煊  / 书号：9787302372448 / 定价：34.50元

兼顾课堂教学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特点和需要而编写的。以

TI公司的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为核心，用C语言作为编程语

言，通过任务驱动介绍单片机的应用与调试技术。

使用学校：嘉兴学院、长治医学院、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等。

E09 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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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版
作者：宋雪松、李冬明、崔长胜  / 书号：9787302354659 / 定价：55.00元

STC15单片机实战指南（C语言版）——从51单片机DIY、四轴飞行器到优秀产品设计

作者：刘平 刘钊  / 书号：9787302436584 / 定价：59.80元

STC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从器件、汇编、C到操作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立体化教程）

作者：何宾 姚永平  / 书号：9787302397878 / 定价：59.00元

本书旨在培养和锻炼单片机系统实用开发技能，全书以实践为主线，

让读者在一个个实践案例中逐步掌握单片机电路设计与程序代码编写能

力。书中的内容从最初点亮一个小灯的简单实验，逐步扩展知识面，到最

后多功能电子钟的实际项目开发指导，不仅讲解了大量原理性知识，更重

要的是给读者提供了实际项目开发的思路和经验，可以让

读者从实践过程中提高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本书适合刚刚接触单片机的初学者自学阅读，

又可以作为各类院校电子技术相关专业的单片机教材。

使用学校：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西藏民族学院等。

本书从工程实践的角度出发，整理了作者在单片机学

习、实践中的大量经验，旨在引领读者熟练应用STC公司最

新的单片机。为了方便读者学习，特别录制了配书视频，还

提供与之配套的单片机开发板，视频、书籍、开发板三合

一。

使用学校：嘉兴学院、河池学院、扬州职业大学等。

针对国内高校单片机课程教学中普遍存在的理论讲解不透彻、实践教

学不系统的缺点，本书从器件、汇编语言、C语言和操作

系统四个角度对STC单片机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本书提

供了大量的设计案例，并对这些设计案例进行了系统深入

的讲解和分析。 

使用学校：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上海剑桥学院、平顶山学院等。

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陈中、朱代忠  / 书号：9787302404583 / 定价：59.00元

本书主要介绍单片机设计方法，在阐述工作原理基础上，重点介绍硬

件电路图和软件编程，对于重要程序解释编程方法并说明其工作原理。 全

书提供了大量应用实例，涵盖了单片机设计大部分内容，具

备完整的硬件电路图和软件清单。叙述简洁，概念清楚。

使用学校：闽西职业技术学院、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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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作者：常华、黄岚、张海燕  / 书号：9787302292500 / 定价：49.50元

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基于ARM Cortex-M3微控制器（STM32系列）

作者：严海蓉、薛涛、曹群生 等  / 书号：9787302383789 / 定价：34.50元

本教材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地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组成、
嵌入式微处理器的使用、Linux开发环境的建立、简单驱动程序的编写、
如何在Linux操作系统支持下开发嵌入式系统、嵌入式系统图形界面的使
用以及如何构建自己的嵌入式系统等内容。书中包含大量短
小、简单却可以对理解嵌入式系统工作原理起着重要作用
的示例，通过对这些教学示例的演示，可以帮助初学者在
较短的时间解除对嵌入式系统的神秘感，对嵌入式系统的
组成、工作原理、开发流程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使用学校：哈尔滨石油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通化师范学院。

本书系统论述了ARM Cortex M3嵌入式微处理器的原理、架构、编
程与系统开发方法，并以STM32微处理器为样本，给出了丰富的设计示
例与综合实例。

使用学校：华中科技大学、常州工学院、吉林交通大
学等。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基于ARM微处理器和Linux操作系统

作者：朱华生 吕莉 熊志文 等 /书号：9787302283904 / 定价：26.00元

主要内容包括嵌入式系统基础、ARM9处理器硬件平台、Linux系统编

程基础、嵌入式交叉开发环境和系统裁剪、Linux驱动程序设

计、Qtopia Core应用程序设计和嵌入式数据库应用等。

使用学校：湖南师范大学、吉林工商学院 、长春理工大

学等。

E10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陈中、陈冲  / 书号：9787302462187 / 定价：79.00元

本书主要介绍MSP430F169单片机设计方法，在适当阐述工作原理基

础上，重点介绍了硬件电路图和软件编程，对于重要程序，

解释编程方法并说明其工作原理。提供了大量应用实例，具

备完整的硬件电路图和软件清单，涵盖了MSP430F169单片

机设计的诸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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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微处理器原理与应用——基于ARM Cortex-M3微控制器（STM32系列）

作者：严海蓉、薛涛、曹群生 等  / 书号：9787302383789 / 定价：34.50元

67

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FPGA/CPLD电子系统设计

ARM嵌入式系统结构与编程（第2版）
作者：邱铁  / 书号：9787302327479 / 定价：39.00元

嵌入式系统原理与设计
作者：陈文智  / 书号：9787302238591 / 定价：49.00元

嵌入式系统原理及接口技术（第2版） 
作者：符意德、徐江  / 书号：9787302320524 / 定价：35.00元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开发和教学实践经验并考察了当

前嵌入式发展的最新动向编著而成。本书结构合理、实例

丰富，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使用学校：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南华大

学等。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原理部分共14章，下篇实验部分共10章。

本书既可以作为各类院校嵌入式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嵌入式系统教材，也可以作为嵌入式系统开发工程师的参

考书。

使用学校：湖南工程学院、太原理工大学、黑河学院等。

本书以S3C2440芯片为背景，介绍了ARM9的体系结构和汇编指令

系统，并基于此介绍了嵌入式系统启动引导程序的编写方

法，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接口功能及接口驱动程序的

编写方法。

使用学校：辽宁科技大学、长春大学、东北电力大

学等。

嵌入式技术基础与实践（第3版）——ARM Cortex-M0+Kinetis L系列微控制器

作者：王宜怀、朱仕浪、郭芸  / 书号：9787302333661 / 定价：44.50元

本书以飞思卡尔(Freescale)的ARM Cortex M0+内核的Kinetis L系列

微控制器为蓝本阐述嵌入式系统的软件与硬件设计。本书

提供了网上光盘，内含所有底层驱动构件源程序、测试实

例、文档资料、教学课件及常用软件工具。

使用学校：同济大学浙江分院、内蒙古大学、辽宁工

业大学等。

E11  FPGA/CPLD电子系统设计

清华书香－目录版式cxy－新2017.indd   67 17-7-20   下午3:53



68

其他E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FPGA现代数字系统设计及应用
作者：张德学、张小军、郭华 等  / 书号：9787302388562 / 定价：35.00元

本书根据工程实践与教学经验，采用最新参考流程，指导读者完成大规

模复杂系统的设计、验证和FPGA实现。本书注重实践，配套教学PPT与全部

实例代码，详细演示各项技术，指导读者动手操作，对电子

信息类学生系统掌握现代数字系统设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使用学校：山东科技大学、三明学院、黄山学院等。

Altera FPGA系统设计实用教程
作者：李莉、张磊、董秀则  / 书号：9787302341048 / 定价：39.00元

Xilinx FPGA开发实用教程（第2版）
作者：徐文波、田耘  / 书号：9787302286431 / 定价：54.50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FPGA的原理及开发技术。全书分基础理论与应用设计
两个部分，基础理论部分包括FPGA开发流程、硬件描述语言VHDL和Verilog、
Quartus Ⅱ开发环境、基本电路的FPGA设计、基于IP核的设计等内容； 应用设
计部分包括人机交互接口设计、数字信号处理电路设计、密码算法设计、嵌入
式Nios CPU设计等内容。全书语言简明易懂，向读者提供不
同领域的FPGA应用实例以及完整的设计源程序。 本书可作
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

使用学校：湖南文理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Xilinx FPGA开发方法、开发工具、实际案例及开发技
巧，内容涵盖Xilinx器件概述、Verilog HDL开发基础与进阶、Xilinx FPGA电
路原理与系统设计、基于ISE Foundation的逻辑设计、时序分析、逻辑开发专
题、基于EDK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基于System Generator的DSP系统设计、
数字信号处理专题以及SERDES技术专题共10章。各章均以实战开发为目的，
结合最新版本的软硬件特征，覆盖了FPGA的各主要应用领
域。配套光盘中包含了书中所有的实例代码，便于读者快
速动手实践。

使用学校：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长沙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软件学院等。

Xilinx FPGA数字设计——从门级到行为级双重HDL描述（立体化教程）
作者：何宾  / 书号：9787302366706 / 定价：79.00元

将传统本科的相关课程进行融合，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内

容从最基础的数字逻辑理论、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电路，到

HDL语言和基于HDL语言的复杂数字系统设计。为了方便教

师教学和学生自学，书中给出了大量的设计实例。 

使用学校：山东财经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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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GA/CPLD电子系统设计、综合实践与实训、其他

FPGA/CPLD应用技术
作者：韩晓敏  / 书号：9787302371854 / 定价：34.50元

本书是基于课堂教学和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特点和需要进行编
写的。通过项目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FPGA/CPLD应用技术
的相关内容。内容精练、实践性和针对性强、实例丰富。

使用学校：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淮南职业技术学
院等。

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设计案例剖析
作者：郭改枝、俞宗佐、张鹏举  / 书号：9787302361091 / 定价：49.00元

案例选自学生的优秀毕业设计和获奖的创新发明成
果，以单片机、EDA的应用设计为主；每个案例都按照
毕业设计的实施顺序，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思路、方法、
步骤和技巧，是指导相关专业毕业生完成毕业设计的参
考用书。

使用学校：嘉兴科技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
科技大学等。

E12 综合实践与实训

STM32W108嵌入式无线传感器网络
作者：邱铁 、夏锋、周玉  / 书号：9787302346388 / 定价：49.00元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开发和教学实践经验，并融合了当前物联网技术

发展的最新动向编著而成的。本书结构合理、实例丰富，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使用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

E13 其他

电子工程综合实践
作者：陈颖琪、袁焱、李安琪 等/书号：9787302444206/定价：35.00元

本书面向电路设计初学者，提供一套小型的电子工程设计实践项目，

内容涉及电子工程常识认知、电路分析和设计仿真软件使

用、单片机应用及程序设计技术、音频放大电路设计、模

拟/数字混合电路设计、软硬件结合系统的开发等。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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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及方法
作者：许毅  / 书号：9787302261414 / 定价：32.00元

本书根据物联网工程本科专业的发展方向和教学需要，结合无线传感

器网络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应用现状编写而成。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无线传

感器网络概述，网络结构、覆盖与连接，网络通信，网络

的支撑技术，网络MAC层，网络协议的技术标准，网络的

路由协议，网络安全，网络应用开发。

使用学校：大连理工大学、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邮电大学等。

电气CAD基础教程
作者：陈冠玲  / 书号：9787302262428 / 定价：19.50元

本书依据有关电气文件编制的国家标准，结合AutoCAD软件开发技

术，介绍了电气工程制图的标准、规范以及计算机辅助设

计实现方法。本书把已经在实际当中广泛应用的AutoCAD

软件应用于电类专业教学。

使用学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

航空电子系统综合调度理论与方法
作者：何锋  / 书号：9787302453673 / 定价：49.00元

电子噪声与低噪声设计
作者：高晋占  / 书号：9787302435594 / 定价：59.00元

本书以美国及欧洲的先进航电系统为研究基础，对航
空电子系统分区综合设计技术进行研究。在本文中，针对
上层调度器和下层调度器自由组合的6种分区调度模型，主
要解决分区任务可调度性分析和分区参数设计两大问题。

本书致力于利用随机噪声理论分析和解释电子系统中
噪声的产生和传播问题，介绍各种噪声源相关的机制和模
型，说明不同噪声的特性和传播方式，以及线性电路中的
噪声分析方法和噪声特性测量方法，并详细介绍各种不同
噪声的抑制方法，给出大量实例，总结出低噪声设计的规
则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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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仪器原理及设计
作者：王选民、张利川、张晓博  / 书号：9787302174592 / 定价：29.00元

本书系统阐述了智能仪器的体系结构、原理及设计方

法。加大了应用篇幅，各章节侧重智能仪器功能部件的具体

设计方法与技巧，给出了相关设计实例。 本书可作为高等

院校电子类、仪器仪表类、控制类等专业的教材或参考。

使用学校：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苏州职业大学、成都

大学等。

电梯控制技术
作者：段晨东 张彦宁  / 书号：9787302386810 / 定价：39.00元

本书以电梯和自动扶梯的控制技术为重点，系统地介绍了电梯、自动扶

梯的结构及电气控制系统工作原理。本书具有较强的工程性和专业性，内容

紧密联系工程实践，可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及其他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教材及教

学参考书，也可以作为电梯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工程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使用学校：吉林工程学院城建学院、包头师范学院、

长安大学等。

电气工程专业英语实用教程（第2版）
作者：祝晓东、张强华、王景  / 书号：9787302272830 / 定价：29.50元

本书的目的在于切实提高读者的专业英语能力。本次

修订增加了“自测题”，供读者自我检验学习效果； 同时

增加了“词汇表”，收录大量专业单词、词组及缩写，既

可复习也可长期查阅。

使用学校：哈尔滨华德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绥化学

院等。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英语导论
作者：瞿少成  / 书号：9787302170655 / 定价：25.00元

本书旨在培养学生在专业英语方面的阅读、翻译、表达与写作能力，

提高科技英语素养与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包括专业英语基础篇与提高篇两

部分。本书可以作为电子信息工程与通信工程专业的专业

英语教材，同时适用于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工程

技术人员。

使用学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邯郸学院、温州

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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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职场沟通、调研分析与文档写作（第13版）
作者：John M. Lannon Laura J. Gurak 著 / 书号：9787302414216 / 定价：96.00元

本书在前12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彻底的改写，以适应职场中交流沟通

的新动态，适应如今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多元化素质和全球视野的从业人

员。 本书向读者 传授了信息时代进行专业通信交流的重要

技能。 本书适用于学习科技和商务通信的大学生、科研人

员和工程师、科技产品及服务 的营销人员、职场中需要进

行日常写作和口头演示的专业人士。

信息科学与电子工程专业英语
作者：王朔中 / 书号：9787302168065 / 定价：39.00元

物联网专业英语
作者：刘纪红、邓庆绪、李曼宁 等/书号：9787302369042/定价：22.00元

逻辑设计基础（第7版）
作者：Charles H. Roth,Jr. Larry L. Kinney 著 / 书号：9787302399148 / 定价：96.00元

本书选材力求覆盖较广泛的专业方向，注重兼顾经典题材和新兴技

术，对部分基本原理或新概念提供相关英文辅助资料，以便教师结合课

文有选择地用英语讲述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或者供学生阅

读，使他们在学习科技英语的同时扩大专业知识面。

使用学校：天津天狮学院、上海大学、五邑大学等。

 经过仔细挑选，作者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的和难易适中的科

研论文的部分资料作为案例组织在了一起，让读者既可以

从中系统地学习物联网的基础知识及背景，同时也能提高

专业英语的阅读理解及应用水平。 

使用学校：东华理工大学、湖北文理学院、金陵科技

学院等。

 国外众多高校“数字逻辑设计”课程采用的经典教材。随着数字逻

辑设计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本书至今已经过多次修订和出版。本书在

第6版的基础上增删了部分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大量的练习

题，同时也修正了旧版中存在的问题。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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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电路仿真与CAD

E15 集成电路仿真与CAD

E16 电子元器件仿真与CAD

E17 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VHDL)

以下课程，我社目前没有合适的教材。有基础、有意愿编写相关教

材的老师，请和我们联系，期待您的参与。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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