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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动化专业导论、专业数学基础

3

本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基

本概念、理论、技术及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内容极为

丰富，涉及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方方面面。力求与时俱

进，满足信息时代对IT精英培养的要求以及莘莘学子的殷

切期望。

使用学校：广东工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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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数学基础

自动化专业导论

控制工程数学基础  

作者：马洁、付兴建 / 书号：9787302223221 / 定价：29.00元

本书以连续系统和离散系统两大模块为一条主线，首先系统地阐述

连续系统的时域分析法和工程数学中各种变换域（频域、复频域）分析

自动化科学与技术概论

的数学工具，然后阐述离散系统的时域分析法和工程数学

中变换域（z域）分析的数学工具。

使用学校：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

控制工程数学基础学习指导       

作者：付兴建、马洁、王辉/书号：9787302322191  / 定价：25.00元

与马洁、付兴建主编的《控制工程数学基础》相配套

的学习指导书，概括了教材的主要内容，指出各章的学习

重点，并列举一些典型例题，包括一些重点高校近年的考

研题，给出了全书的习题解答。

使用学校：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等

系统与控制中的近代数学基础(第2版)  

作者：程代展 赵寅 编著 / 书号：9787302343875  / 定价：79.00元

本书根据自动化学科系统科学与现代控制理论研究前

沿的现状与需求介绍有关的近代数学的基础知识，作者致

力于将理科专业的若干主要近代数学基础课程结合系统与

控制理论深入浅出地综合成自动化专业的一门数学课程，

这是一种探索。

使用学校：集美大学等

作者：杨宜民、张祺/ 书号：9787302414742 /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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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程基础、自动控制原理

4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控制工程基础习题解答       
作者：杜继宏、王诗宓 ／书号：9787302197140 ／ 定价：59.00元

工程控制基础（第2版）       
作者：翁正新、田作华、陈学中等 ／书号：9787302446194 ／定价：45.00元

本书是与《控制工程基础》配套的教材，它包含了

《控制工程基础》书中全部习题的参考解答（文字解答题

除外）。对每道习题都给出了比较详细的、步骤清晰的解

题过程。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讲述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

指导学生掌握实际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方法，树立优化

设计思想。各章都包括MATLAB的相关应用。全书工程实

例丰富，配有大量习题（包括一般题、深入题、实际题和

MATLAB题）。

使用学校：上海理工大学、枣庄学院等

控制工程基础

工程控制基础      

作者：田作华 ／ 书号：9787302157960 ／ 定价：32.00元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讲清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原理，指

导学生学会对实际控制系统的抽象，完成机构图的绘制、

数学模型的建立和对控制系统的分析与设计。主要包括系

统在三域中的数学模型，系统分析的三要素，以及基于根

轨迹法和频率法设计系统各种校正装置的方法，等等。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辽宁科技大学、吉林农业

科技学院等

工程控制基础习题解答    
作者：杨明 ／书号：9787302384342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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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工程基础”是电气信息类的基础课程。本书力求贴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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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侧

本书以国家精品教材《工程控制基础》为主

线，参考教育部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对与“自动控制原理”课程相关的知识领域、

知识单元、知识点的要求，本着“加强基础、削枝

强干、注重应用、逐步更新”的原则，力图通过教

材的要点提示和典型例题的分析求解，为广大读

者学习此课程提供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使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等

控制论

控制论——概念、方法与应用（第2版）

作者：万百五、韩崇昭、蔡远利 / 书号：9787302358992 / 定价：59.00元

自动控制原理

自动控制原理（第2版）

作者：王建辉 顾树生  ／书号：9787302347439  ／定价：49.50元

本书阐述了经典控制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自动

控制系统的各种分析方法，主要内容包括线性连续系统与

离散系统的时域和频域理论，如系统的动态性能、静态性

能、稳定性的分析和各种设计方法的运用等。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中南大学、中北大学等

控制论、控制工程基础

本书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控制论的基本概念篇、

控制论的基本方法篇和控制论的应用分支篇。在内容上

侧重于控制论中概念、思想、知识、方法的介绍，而

不拘泥于理论上过多的严格论证，同时注意从“控制

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角度结合当前网络化

的特点进行选材。

使用学校：燕京理工学院等

重反映基本概念，重视基础知识讲解，强调物理概念，简

化理论推导，尽量做到深入浅出、叙述严密。书中包含丰

富的例题和习题。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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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自动控制原理

6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自动控制原理（第2版）上册  

作者：吴麒、王诗宓／书号：9787302129691  ／定价：52.00元

自动控制原理       
作者：卢京潮等 ／书号：9787302310754  ／定价：44.50元

自动控制原理习题解答     
作者：卢京潮等 ／书号：9787302310426／定价：25.00元

本书与卢京潮主编的《自动控制原理》配套使用，对

主教材中习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解答，书后编排了课程

学习进程表，供任课教师在备课和批改作用时使用，也为

读者提供参考。

使用学校：攀枝花学院等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自动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

控制系统的分析、校正及综合设计方法。计算绘图附有相

应的MATLAB程序，每章给出内容提要和知识脉络图，并

配有习题；附录中有综合练习题以及各章习题的答案。

使用学校：西北工业大学等

本书比较全面地覆盖了大学本科“自动控制理论”课

程的主要内容，是大学的本科基础教材。本书上册叙述控

制系统的数学描述（经典的和状态空间的）和经典控制理

论的大部分内容。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苏州大学文

正学院等

7

自动控制原理（第2版）下册  

作者：吴麒、王诗宓／书号：9787302132271  ／ 定价：89.00元

自动控制原理（第2版）      

作者：杨智、范正平／书号：9787302359210  ／定价：59.00元

现代控制理论

现代控制理论（第2版）      
作者：张嗣瀛、高立群／书号：9787302450351  ／定价：49.00元

全书分上、下册出版。下册主要涉及状态空间方法，

包括系统的状态空间结构分析、线性定常系统的综合、李

雅普诺夫稳定性分析、最优控制等。除习题与参考答案

外，本教材附有术语索引、少量供读者阅读的参考文献。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苏州大学文正

学院、重庆大学等

自动控制原理是高等院校理工科学生的核心课程之

一，本书主要讲述自动控制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系统介绍

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系统的分析与设计方

法。全书共10章。

使用学校：中山大学等

本书主要介绍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知识，适当介绍

鲁棒控制、时滞系统反馈控制等比较前沿的知识以开阔

学生视野； 特别是将MATLAB语言的知识穿插到内容

中，有利于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浙江大学等

自动控制原理      
作者：张爱民／书号：9787302116585 ／定价：49.80元

本书旨在阐明控制理论中时域和频域分析与设计方法

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全书涵盖了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

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此外，在线性控制系统的设计中除

了介绍常用的校正装置外，还引入了工业上常用的比例积

分微分控制器（即PID控制器）。同时，结合控制系统的分

析与设计，在相关章节详细介绍了MATLAB的仿真方法，

并给出了大量的MATLAB仿真例题，以帮助学生加深对基

本概念的理解。

使用学校：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长沙学院等

自动控制原理习题详解    

作者：王建辉／书号：9787302214434 ／ 定价：29.00元

本书为上本教材的配套用书，书中对教材每章后的全

部习题（思考题除外）作了详细解答。 教材中所给出的习

题，题型丰富，难易比例适当。

使用学校：辽宁科技大学、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成都

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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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控制理论

9

现代控制理论

8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现代控制理论习题集      
作者：高立群、井元伟、郑艳／书号：9787302156789  ／定价：39.50元

现代控制理论      
作者：谢克明／书号：9787302145776 ／定价：43.00元

现代控制理论习题集      

作者：李国勇 ／书号：9787302244271 ／定价：69.00元

本书为上本配套指导书，书中不但精辟总结了现代控

制理论的主要内容，而且对该教材各章中的所有习题均给

出了相应解答，同时还精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入学试题

及其解答。为便于读者独立使用本教材，该习题集中还给

出了原教材中的全部例题及解答。

自适应控制与预测控制      

作者：徐湘元 ／书号：9787302449225 ／定价：35.00元

本书涉及控制类专业较为深入的内容，主要讲述了鲁

棒性较好的自适应控制和模型预测控制，并结合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检验设计效果，展示具体技巧。本书取材

典型、内容实用、表述清晰，分析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

际，并配有教辅资源。

使用学校：上海师范大学等

本书为配套习题解答，书中对该教材各章中所有习题

均给出相应解答，同时还精选近年来出版的十几本现代控

制理论教材中例题和习题并给出解答。同时书中还编录了

一些利用MATLAB语言求解的习题。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淮阴师范学院、沈阳工业大

学、中南大学等

本书对现代控制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全书共分

8章。本书可作为理工科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本科生、非

自动化专业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科技人

员参考。

使用学校：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太原工业学

院等

现代控制理论      

作者：石海彬 ／书号：9787302422709 ／定价：29.00元

本书立足于时间域的状态空间理论，系统地介绍了线

性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理论。 结构清晰、层次分明，

注重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可作为高等院校自

动控制及相关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

书。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等

现代控制系统      

作者：肖建、于龙 ／书号：9787302426356 ／定价：49.00元

随机系统最优控制理论及应用      

作者：方洋旺 ／书号：9787302456490 ／定价：59.00元

本书内容严谨，注重基础性和实用性，着重阐明相关

理论的实质和物理意义；通过大量的例题和应用实例，帮

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并能进行实际工程系统的分析、综

合与设计。同时还引进了一批国内外关于现代控制系统的

最新成果，力求反映现代控制系统发展的水平。本书配有

教辅资源。

本书全面介绍了原苏联及俄罗斯控制专家和其他专家

以及作者与其研究团队近十年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详细讨论了随机系统分析、状态估计、最优控制、参数优

化以及应用等新的理论和方法。本书主体内容一直作为空

军工程大学研究生教材的内容使用至今。研究方法独特、

内容新颖、实用性强。

使用学校：枣庄学院，滨州学院等

现代控制理论      

作者：胡皓、王春侠、任鸟飞 ／书号：9787302371649 ／定价：34.50元

“现代控制理论”是自动化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的一

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本书适应工程与应用类院校自动

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及相近专业的

需要，力图结合系统的物理概念，深入浅出地阐述现代控

制理论的最基本内容。

使用学校：宝鸡文理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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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现代控制理论、信号分析与处理

10

现代控制理论     

作者：俞立 ／书号：9787302146575 ／定价：25.00元

本书是适应自动化学科的发展，为自动化及其相关专

业本科生编写的教材。本书以加强基础、突出处理问题的

思维方法、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原则，

叙述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从实际背景的分析

中提出要讨论的问题、概念和方法。

使用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安庆师范学院、浙江农林

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

信号分析与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     

作者：郑南宁 ／书号：9787302153009 ／定价：89.00元

本书讨论数字信号处理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全书共分

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前三章组成，第二部分由第4章和第

5章组成，第三部分由第6章和第7章组成，前两部分各章

都给出了相关的MATLAB软件应用示例，全书各章都附有

习题。

使用学校：西安交通大学等

信号分析与处理      

作者：张贤达 ／书号：9787302255932／定价：79.00元

本书将信号分析分为一阶统计分析、二阶统计分析和

高阶统计分析三部分。系统介绍这三部分信号分析以及相

对应的信号处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全书共9章。全书针

对信号处理的主要应用和新进展，深入浅出地阐述具有代

表性的信号分析与处理的理论和有关方法，并介绍了大量

的例题。

使用学校：厦门理工学院、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等

信号分析与处理、电力拖动与电气控制

11 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信息

数字信号分析和处理      

作者：张旭东、崔晓伟、王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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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章组成。第1章是预备知识，第2〜8章是全

书的核心，第9〜12章介绍了几个与实际应用更加密切的专

题。本书还简要介绍了数字信号处理中的几个前沿课题。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电力拖动与电气控制

信号分析与处理（第2版）      

作者：徐科军、黄云志、林逸榕、陈强／书号：9787302302124／定价：39.00元

本书主要介绍信号分析与处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

用。全书共分为6章，本书大部分章节附有习题和上机练习

题，并附有部分习题的答案和提示，有助于读者加深对本

书的理解。

使用学校：合肥工业大学、山东理工大学、长沙理工

大学等

电机原理及驱动分析（第3版）      

作者：Paul Krause等著 满永奎等译/书号：9787302397748/定价：69.00元

电梯控制技术      

作者：段晨东 张彦宁 / 书号：9787302386810  / 定价：39.00元

本书是国际上知名高校广泛采用的电机原理及其驱动

技术方面的教材。全书内容主要包括机电能量转换理论、

交流电机的分布绕组、参考坐标系理论、交流永磁电机、

同步电机、异步电机、在时域表示的电机方程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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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分为8章，为了便于自学和测试学习效果，本

书每章均设置了针对性较强的复习思考题。

电机与拖动(第2版)      

作者：刘锦波等 ／书号：9787302385127／定价：59.50元

本书从运动控制系统和变流器供电角度全面讲述了

电机与拖动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各类电机的基本运行原

理、建模、运行特性的分析与计算，由各类电机组成传动

系统的起、制动、调速原理与方法，各类驱动与控制用微

特电机的运行原理与特性分析，各类新型机电一体化电机

如正弦波永磁同步电机、永磁无刷直流电机以及系统组

成，电力拖动系统的方案与电机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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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拖动与电气控制、电力电子技术

电机与运动控制系统(第2版）      

作者：杨耕 罗应立 编著 ／书号：9787302344773 ／定价：49.00元

电机与拖动控制实验及其MATLAB仿真      

作者：曹永娟 ／书号：9787302369295 ／定价：25.00元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与MATLAB仿真 （第2版）      

作者：顾春雷、陈中、陈冲／书号：9787302442738／定价：45.00元

本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电机与运动控

制系统》的第2版，以适应新形势下对电机及控制系统的知

识需求。本书在体现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基

础上，突出了“少学时、重基础，将电机原理与控制系统

融为一体”的特色。

使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北电力

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

上篇为电机与拖动控制实验教程，针对MCL系列电机

实验教学系统进行介绍；下篇介绍MATLAB仿真技术在电

机与拖动领域应用的实例，仿真实例基于MATLAB R2009b

平台编写。

使用学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

本书主要介绍直流和交流调速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应

用，以及调速系统的建模与仿真技术，重点介绍系统的分

析和工程应用。通过实例介绍了交直流调速系统的Simulink

仿真方法和技巧，以提高读者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用学校：南通大学、闽江学院、浙江大学等

电力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     

作者：洪乃刚 / 书号：9787302405801  / 定价：39.00元

本书按《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

会“以教学创新为指导思想，以教材带动教学改革”的要求

编写，以典型器件为基础，以电路为重点，以分析为手段，

以典型应用为归宿，介绍了电力电子的基础知识和应用技

术。 本书共分9章。

使用学校：安徽工业大学、咸阳师范学院、北京联合大

学、湘南学院等

电力电子技术

电力电子技术、电力系统分析

电力电子装置及系统      

作者：杨荫福等 ／书号：9787302123866 ／定价：29.00元

电力变流技术及应用       

作者：金亚玲、周璐、张妍、丁丽娜、刘寅生 ／书号：9787302455394 ／定价：29.00元

基于MATLAB的电力电子技术和交直流调速系统仿真       

作者：陈中 ／书号：9787302370499 ／定价：39.00元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第四版）      

作者：[印]DP Kothari，I J Nagrath，刘宏达，卢芳 ／书号：9787302423980 ／定价：99.00元

从实际应用出发，较全面地介绍了常用电力电子装置

的基本组成、控制方式及其设计思想，分析了实际装置原

理电路，对很多工程实际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以一个实

例说明电力电子装置及其系统的设计过程和方法，帮助读

者提高科学研究的能力。

使用学校：武汉大学珞珈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湖

北民族学院等

电力变流技术又称为电力电子学或现代变流技术，它

是利用电力电子器件对电能进行变换和控制的关于电源的

控制技术。利用Multisim仿真得出多种电路变换结果，并且

增加了读者能够接受的应用实例和工程应用背景的介绍，

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

使用学校：沈阳工学院等

本书介绍直流和交流调速系统的组成原理和应用，以

及调速系统的建模与仿真技术，适当阐述理论，重点介绍

系统的分析和工程应用。将交、直流调速运动控制技术和

MATLAB仿真技术有机地结合，面向应用型本科。

使用学校：华厦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上海电机

学院

本书在内容上补充了电力和能源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知识点的组织上侧重电力分析领域的知识路线和发展路

线，侧重理论知识向实际工程问题的转化。书中提供了实例

总结、例题解算、思考题和多项选择题，以帮助学生理解和

体会概念。各章题目均给出了参考答案。

使用学校：沈阳工业大学等

电力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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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

15

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过程控制系统      

作者：王福利 ／书号：9787302333203 ／定价：79.00元

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王广雄等 ／书号：9787302161592／定价：55.00元

本书在阐述过程控制系统相关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介

绍常见的过程控制参数检测及控制仪表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方

法、被控过程的建模方法以及比较成熟且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的过程控制技术和方法。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等

本书介绍控制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方法，主要说明设计

中的基本问题和处理准则。本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新

颖，反映了控制系统设计近年来的新进展。全书共12章。

本书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来帮助设计者掌握系统设

计的方法。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长春科技学院等

运动体控制系统      

作者：史震、姚绪梁、于秀萍 ／书号：9787302164814／定价：65.00元

本教材简要地介绍了描述运动体运动规律所需的理论力

学、流体力学基础知识，描述运动体运动的坐标系、常用变

量及作用于运动体的常见干扰，操纵运动体运动的控制装置

及运动状态的测量，空中运动体的纵向控制系统和水面运动

体的航向控制系统，以及几类航天器的控制系统。

嵌入式控制系统      

作者：孙鹤旭 ／书号：9787302147947 ／定价：49.00元

反馈控制系统（第5版）      

作者：[美] Charles L. Phillips [美]John Parr 著，詹俦军 编译 ／书号：9787302440017

定价：98.00元

本书不仅介绍了嵌入式控制系统技术的基本理论和设计

方法，而且将控制算法、嵌入式系统硬件、操作系统、应用

程序设计及组态软件作为统一的技术平台来介绍，突出嵌入

式技术在控制系统中应用的特点，通过应用实例分析，解析

嵌入式控制系统中各部分的问题。

使用学校：北京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上海师范

大学、重庆邮电大学等

本书介绍了经典自动控制理论、状态空间控制理论、离

散数字系统控制理论技术和非线性系统分析的基本知识。读

者只需要一定的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和拉普拉斯变换基础就

可以理解其中的知识，可以作为大多数高校的教材。

使用学校：枣庄学院、西安理工大学等

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运动控制系统      

作者：廖晓钟、刘向东 ／书号：9787302205371 ／定价：69.00元

本书结合电气运动控制系统的工程实例，全面系统地介

绍了控制系统的构成，分析和设计方法。内容主要包括控制

系统组成及性能指标、伺服系统的工程实现、控制系统的综

合与校正、伺服系统的非线性控制、典型控制系统实例分析

和设计等。

使用学校：中国民航大学等

控制系统

运筹学基础(第二版)       

作者：张莹 ／书号：9787302209751 ／定价：49.00元

本书是张莹教授讲授28年运筹学后编写而成。书中系

统介绍了线性规划、整数规划、目标规划、非线性规划、

动态规划、图与网络分析、决策论、对策论、存储论、排

队论等运筹学十大分支，包括各种确定型数学模型、随机

型数学模型以及百余种实用的最优化算法，配有136个例题

（含各行各业的应用实例）。

使用学校：西安外事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

运筹学

数字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      

作者：朱晓青 ／书号：9787302388197／定价：29.00元

本书作者有多年教学和工程实践经验，本书结合国内外

该领域的教学和技术发展，系统地介绍有关数字控制的基本

理论、基本分析方法与数字控制器设计技术等。可作为自动

化类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生计算机控制或数字控制类课程教

材或教学参考书。

使用学校：湖南工业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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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作者：周杏鹏 ／书号：9787302230441 ／定价：45.00元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作者：王俊杰 ／书号：9787302239949 ／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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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

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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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衔接，前后呼应、循

序渐进。

使用学校：东南大学、河南城建学院、长安大学、东南

大学成贤学院等

本书共分4篇20章，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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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安阳工学院等

全书共10章，内容涵盖常用传感器的应用技术，如变

送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磁电式传感器、物位检测

仪、流量计、集成传感器等的典型应用范例以及4种典型无

损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技术。

使用学校：北京交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盐城工

学院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传感器与检测技术、信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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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与检测技术      

作者：朱晓青 ／书号：9787302372974  ／定价：39.00元

自动检测技术及应用      

作者：林敏 于晓海 姜绍君 王延平 ／书号：9787302444190 ／定价：35.00元

微弱信号检测（第2版）      

作者：高晋占 ／书号：9787302245308 ／定价：35.00元

在作者多年教学工作、工程实践并结合国内外该领域的

教学和技术发展等基础上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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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自动化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生的教材或

教学参考书。

使用学校：湖南工业大学等

本书立足于生产过程中自动化测控系统的设计成套、

运行维护能力的培养。既注重传统知识的讲授，又兼顾新技

术、新成果的应用，力求基础理论与实践创新相交融，系统

性、实用性与先进性、前瞻性相结合。

使用学校：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等

对于淹没在强背景噪声中的微弱信号，运用电子学和

近代信号处理手段抑制噪声，进而从噪声中提取和恢复有用

的微弱信号，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涉及利用随机噪声理

论分析和解释电子系统内部噪声和外部干扰噪声的产生和传

播问题，并详细介绍各种不同噪声的抑制方法，以及锁相放

大、取样积分、相关检测、自适应降噪等应用技术。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合肥工商学院、

沈阳理工大学等

信号检测

传感器应用技术      

作者：王晓红 ／书号：9787302371694 ／定价：29.00元

本书面向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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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包括10个项目，都分为设计要求、必备知识、

任务实施、扩充知识4部分内容。

使用学校：安徽科技学院、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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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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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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系统     

作者：阮毅、陈维钧 ／书号：9787302132189／定价：33.00元

运动控制实验教程    

作者：綦慧等 ／书号：9787302219705／定价：49.00元

本书按照《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系列教材》编审

委员会制定的要求编写，本书共3篇7章，全书以控制规律

为主线，按照从直流到交流、从开环到闭环、从调速到伺

服循序渐进的原则编写。本书还反映了技术进步与发展的4

个特征。

使用学校：上海大学、青岛理工大学、西北民族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等

本书以培养学生自主设计能力、综合实验能力、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主导教学思想，不局限于某种实验装置。 

本书包括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两部分。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

自动化类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的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及相

关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使用学校：北京理工大学、常州大学等 

运动控制系统

本书系统论述了运动起源——驱动器，实现基础——机

构，分析基础——运动学和动力学建模，控制系统组成——

运动感知、控制算法、控制器硬件和软件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为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等工科

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编著。

使用学校：中国计量大学等

运动建模与控制系统设计      

作者：王斌锐、李璟、金英连 ／书号：9787302373438 ／定价：39.00元

19

过程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技术

过程控制系统    

作者：郑辑光、韩九强、杨清宇 ／书号：9787302300205／定价：49.00元

过程控制系统    

作者：黄德先、王京春、金以慧 ／书号：9787302242918／定价：69.50元

本书在讲述过程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特点与发展概况

的基础上展开全面介绍。本书重在理论联系实际，既可为大

专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作为教材或

参考书使用，也可供从事检测、控制系统研究、设计与开发

的相关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重庆工商大学、哈

尔滨理工大学等

全书系统地阐述了简单和复杂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

设计、分析与评价，并深入剖析了两个典型生产过程控制的

实例，力图从生产过程特点出发，对控制系统进行综合设计

和优选。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荆楚

理工学院、南华大学等

过程控制系统

高级运动控制系统及其应用研究   

作者：舒志兵 ／书号：9787302400905／定价：39.00元

本书涉及伺服系统、运动控制、机器人及现场总线等内

容，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电气自动化及自动化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教材。注重精炼、将原来数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与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重新组编，既继承以往的教材，又体现

先进制造技术及运动控制技术的发展和专业培养的要求。

使用学校：南通大学等 

过程控制实验教程      

作者：李国勇等 ／书号：9787302232438  ／定价：69.00元

本教材内容紧密结合课程要求，同时作为一门独立实

验课在知识体系上也具备独立性和完整性。在实验环节设计

上，分为基础、验证、综合和设计4种；在实验方法上，每

一类型实验均提出了3种实验方案；在内容安排上，由简到

难、循序渐进；在结构编排上，以实验为单元，各单元具有

一定的连续性，同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使用学校：太原理工大学等

计算机控制系统      

作者：高金源、夏洁 ／书号：9787302136002  ／定价：52.00元

本书系统地讲述计算机控制系统基本原理与实现技术

问题。全书共10章，分为三部分（1）计算机控制的基础理

论；（2）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3）计算机控制系统工程

实现技术。最后一章介绍了三个应用实例。

使用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东莞理

工学院、海南师范大学等

计算机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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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控制技术、仪器可靠性工程、测控技术与系统

计算机控制系统（第2版）      

作者：王锦标 ／书号：9787302171812 ／定价：45.00元

计算机控制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      

作者：丁建强、任晓、卢亚平 ／书号：9787302459903 ／定价：45.00元

本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多年教学和科研的总

结，系统地论述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结构、原理、设计和应

用，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应用实例。全书共4篇17章，分别论

述了直接数字控制系统（DDC）、集散控制系统（DCS）、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和可编程控制器系统（PCS或

PLC）。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淮南师范学院、东北石油大学等

本书分为基础篇、技术篇和应用篇。本书作为精品课

程建设的组成部分，提供了公开的网络资源，包括各章的

教学课件、参考文献和有关思考题与习题的指导信息，以

便于广大师生使用。所有章节都有引言和小结，配有思考

题与习题。

使用学校：商丘工学院、青岛工学院等

安全仪表系统的功能安全      

作者：阳宪惠、郭海涛 ／书号：9787302152989  ／定价：59.00元

本书以石油化工等流程工业中广泛采用的安全仪表系

统为对象，介绍安全仪表系统功能安全的相关理论、方法与

技术。全书以安全生命周期为主线，围绕在设计、实施、评

估、运行、维护环节如何提高安全仪表系统的安全性、可用

性展开讨论。

仪器可靠性工程

系统建模与仿真

现代测控技术与系统      

作者：韩九强 ／书号：9787302151517  ／定价：49.00元

本书在讲述测控系统的基本原理和理论的基础上，重

点介绍现代测控系统涉及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器件及典

型应用系统实例。全书共分9章，在相关章节还给出了作者

研制成功的9种典型现代测控系统的实例，本书重在理论联

系实际。

使用学校：西安交通大学、防灾科技学院等

测控技术与系统

系统建模与仿真（第2版）      

作者：张晓华 ／书号：9787302422822／定价：39.00元

系统建模与仿真      

作者：吴重光 ／书号：9787302175230 ／定价：79.00元

全书以MATLAB语言为平台，系统地阐述了系统建模与

仿真技术的基本概念、原理与方法。全书分两篇共6章，包

括： 基础篇(系统的实验方法、相似性原理、建模方法与工

程案例、系统仿真的实现方法)，应用篇(控制系统CAD的工

程案例、虚拟样机技术与实物仿真技术)等内容。

使用学校：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扬州大学、河海大学等

本书特点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工程实践内容和

实用有效的建模方法。全书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阐述了

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基本原理、计算方法和本领域当前的先

进技术。

使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上海理工

大学等

系统建模与仿真

系统建模与仿真（第2版）      

作者：齐欢、王小平 ／书号：9787302343868 ／定价：49.00元

机电系统设计方法、模型及概念： 建模、仿真及实现基础      

作者：[德] Klaus Janschek 著 张建华 译 ／书号：9787302455776 ／定价：59.00元

本书在2004年出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此次修订增加了

三维建模与视景仿真方法、三维建模与视景仿真平台；在案

例部分，添加了白水河滑坡演化过程可视化；在微分方程建

模方法部分，对经典的新产品销售模型进行了扩展，增添了

新产品销售在其仿制品冲击下的建模与仿真。

使用学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解放

军电子工程学院等

本书是一本关于机电系统设计和分析的权威著作，内容

全面丰富，其中不少内容基于作者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包

括50余个有完整解答的设计实例和380余幅插图，便于读者

学习和研究机电系统设计的主要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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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与控制系统CAD、嵌入式系统

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 —— MATLAB语言与应用(第3版)      

作者：薛定宇 ／书号：9787302301288 ／定价：59.00元

高等应用数学问题的MATLAB求解（第3版）

作者：薛定宇 ／书号：9787302332633／定价：59.00元

嵌入式系统设计

作者：慕春棣 ／书号：9787302275251／定价：49.00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国际控制界应用最广的MATLAB语言

及其在控制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可作为自动化专业高年级

本科生和研究生“控制系统仿真与CAD”或“控制系统计算

机辅助设计”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与研

究生参考。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湖南科

技大学、周口师范学院等

本书首先介绍MATLAB语言程序设计的基本内容，在此

基础上系统介绍各个应用数学领域的问题求解，还介绍了较

新的非传统方法。

使用学校：东北大学、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华中师范大学等

本书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基本组成，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开发环境的构建及设备驱动程序的编写。通过典

型嵌入式系统实验平台具体介绍了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内部机

理、内核裁剪移植、交叉编译、连接调试等技术，以及一些

常用设备的驱动程序和一些实用程序的编写技巧等。

使用学校：四川大学、贵州大学、六盘水师范学院、

太原师范学院等

MATLAB与控制系统CAD

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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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包含大量短小、简单却有助

于理解嵌入式系统工作原理的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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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单片机原理及其应用

作者：袁涛、李月香、杨胜利 ／书号：9787302278016／定价：89.00元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作者：黄勤、李楠 ／书号：9787302231226／定价：39.00元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基于Proteus单片机系统设计及应用

作者：何宏 ／书号：9787302263418／定价：35.00元

本书以μPD78F0485单片机为例介绍了嵌入式系统的基

本原理与应用设计。μPD78F0485单片机是一款性能价格比

很高的8位高端单片机芯片，对于读者学习单片机从入门到

提高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使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峨眉分校、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

本书以MCS51系列单片机为例，系统、全面地介绍单

片机的原理、接口及应用技术。全书共分9章，大部分章配

有习题，以帮助读者深入学习。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

化、电气工程、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专业本科教材，还可作为

相关专业专科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单片机应用开发的工程技

术人员的参考书。

使用学校：重庆大学、三亚学院、中原工学院、天津大

学等

本书以简明的叙述、通俗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基于

Proteus和Keil C联合虚拟电子仿真技术的80C51 单片机原理

与接口技术。该书选材新颖，内容系统，结构清晰，概念准

确，通俗易懂。每章都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使用学校：广西科技大学、太原电力高等专科学校、陕

西科技大学等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第2版）

作者：马永杰 ／书号：9787302328681／定价：29.50元

本书以89C51系列单片机为例，系统地介绍了单片机的

基本原理和应用。全书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单片机的结

构、指令系统、存储器和I/O口的扩展等，最后介绍了单片

机应用系统的设计。

使用学校：广西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廊坊师范学

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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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第2版）

作者：万隆、巴奉丽、尹丽菊、孙霞、宿宝臣 ／书号：9787302367505／定价：39.50元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使用Freescale S12X构建嵌入式系统

作者：任勇、王永东、何伟 ／书号：9787302276845／定价：36.00元

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原理及实训

作者：叶朝晖、华成英 ／书号：9787302170990／定价：49.00元

本书以通用的51单片机为平台，结合独立开发的MCU

BUS学习板的实验项目编写而成，书中既包括单片机基础理

论知识的介绍，又兼顾了实践部分的应用，既涉及汇编程序

设计，又包括单片机C程序设计。书中每一块知识点的介绍

都列举了相关的例程，并且大部分例程采用汇编和C语言同

时实现。

使用学校：广州商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

本书讲述单片机的基础知识、接口方法和应用技术。各

章配有硬件电路实例和软件程序实例，单片机与常用外设的

接口方法贯穿全书，书中所给出的程序均经调试通过。可作

为单片机课程教材，并供研究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重庆大学、江苏理工学院等

本书系统讲述PSoC的基本结构、常用用户模块、系统资

源、可编程系统和其他资源；全面介绍实验平台的原理和实

验方法，并结合演示实验、基本实验、提高实验、综合创新

实验，由浅入深，详细阐明PSoC的开发方法。

使用学校：邯郸学院等

单片微机原理、汇编与C51及接口技术（第2版）

作者：朱定华、戴颖颖、朱悦 ／书号：9787302318569／定价：39.00元

本书以MCS51单片机为背景机，系统地介绍了微型计

算机的原理及接口技术，主要内容包括微型计算机基础、汇

编语言程序设计、MCS51单片机的内部接口、MCS51单

片机的扩展方法、存储器及其扩展、常用可编程接口、AD

和DA转换芯片及C51程序设计等。

使用学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北京信息

科技大学等

多源信息融合、线性系统

多源信息融合理论及应用 

作者：潘泉 程咏梅 梁彦 杨峰 ／书号：9787302301271／定价：149.00元

本书是关于多源信息融合理论与应用的一本教材，主要

内容包括多源信息融合的基本概念及发展过程、估计理论基

础等及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实验等，且每章后面都附有习题，

以供学生课后练习和巩固知识。

使用学校：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多源信息融合

多源信息融合（第2版） 

作者：韩崇昭、朱洪艳、段战胜 ／书号：9787302224990／定价：59.50元

本专著包括多源信息融合的基本概念以及多源信息融合

理论赖以发展的基础理论，本专著的特点是理论体系完整，

材料取舍适当，适合从事多源信息融合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

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

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

使用学校：西安交通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等

多源数据融合和传感器管理

作者：罗俊海等 ／书号：9787302390183／定价：59.00元

本书力图全面、系统地讲解信息融合理论、应用、传感

器管理以及发展与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异构、多源、动

态、非理想信道、稀疏、错误容忍环境下。本书可作为相关

课程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或供研究人员参考。

线性系统理论（第2版）

作者：郑大钟 ／书号：9787302055013／定价：59.50元

本书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

用书。线性系统理论是系统与控制学科领域的一门最为基础

的课程，本书按照课程的定位和少而精的原则、以线性系统

为基本研究对象，对线性系统的时间域理论和复频率理论作

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

使用学校：复旦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等

线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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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建筑智能化

线性系统理论（第2版）习题与解答

作者：郑大钟 ／书号：9787302107491／定价：49.00元

本书为上本的配套教材，对主教材所包含全部共近200

道习题提供了解答。习题类型涉及正确运用已学方法和结论

直接求解的“基本题”，灵活运用已学概念和知识去解决未

有现成结论和方法的“灵活题”，以及训练基本演绎推证能

力的“证明题”。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浙江师

范大学等

非线性系统理论 

作者：方勇纯、卢桂章 ／书号：9787302193036／定价：39.00元

非线性控制是近年来控制理论界非常活跃的一个研究领

域。本教材重点讨论基于李雅普诺夫方法的非线性控制及其

在实际系统中的具体应用。本书适用对象为高等院校自动化

专业研究生，以及从事非线性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工程技

术人员。

非线性系统

现代楼宇自动控制技术 

作者：龚威、范文、潘雷 ／书号：9787302271307／定价：79.00元

以当前智能建筑中的现代控制技术及其发展动向为出发

点，结合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以及智能建筑的应用需求，深

入浅出地论述楼宇自控系统技术，以及如何设计与实现现代

化的智能建筑，并以工程实例的方式展现给读者。

使用学校：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江汉大学等

建筑智能化

建筑智能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智能建筑供配电系统 

作者：江萍等 ／书号：9787302303411／定价：45.00元

主要介绍智能建筑中供配电系统的构成方法、系统计

算、设备选择、系统保护、电能质量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体

系。 强调理论与规范相呼应，理论与工程相结合，将理论

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将工程化解到理论中，促进专业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际工程应用知识体系。

使用学校：吉林建筑大学等

本书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建筑智能化系统技术，内容涉

及系统集成的平台和开发技术、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技术和建

筑智能化项目管理方法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自动化专

业“建筑智能化系统”及其相似课程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

相关专业研究生教材使用。

使用学校：大连理工大学等

建筑智能化系统（第2版） 

作者：章云、许锦标、谷刚、曾珞亚、宋亚男 ／书号：978730245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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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遵循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思路，参照“卓越”

培养计划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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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西门子S7-200 P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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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实例形式讲解西门子S7-200 PLC的硬件和面板操

作、内部资源、梯形图和指令表指令，以的编程及调试，同

时也详细地介绍了通信网络知识。书中各部分内容都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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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智能化系统 

作者：章云、许锦标 ／书号：9787302150497／定价：49.80元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建筑智能化系统技术，包括通信

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消防与安全防范技

术、声频与视频应用技术、综合布线和系统集成技术。本书

共分三篇。

使用学校：广东工业大学、河南建工学院、大连理工大

学、常州工学院、中南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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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现场总线技术

DCS及现场总线技术 

作者：肖军 ／书号：9787302264408／定价：29.00元

现场总线技术及其应用（第2版） 

作者：阳宪惠 ／书号：9787302169932 ／定价：45.00元

PLC控制的自动化系统——仿真与实现

作者：段玉生 ／书号：9787302270713／定价：49.00元

电气控制及PLC技术

作者：杨霞、刘桂秋 ／书号：9787302463979／定价：49.00元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DCS及现场总线的发展历程、背景和

趋势，DCS及现场总线的硬件、软件构成及功能，控制算法

及组态，DCS及现场总线涉及的数据通信技术，现场总线协

议结构、设备描述和通信特点，并给出了五种典型现场总线

的应用案例。

使用学校：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

院、青岛科技大学等

本书旨在介绍现场总线这一自动控制领域的新技术。

全书力图展现现场总线的技术概貌，在介绍计算机网络、通

信、开放系统互连参考模型等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针对多种

已被列入国际现场总线标准的现场总线技术，较全面地介绍

了它们各自的技术特点。

使用学校：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等

本书对PLC控制的自动化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

面介绍，面向PLC的工程应用与实际操作，内容力求接近实

际。结合设备讲解操作和编程方法，使读者能够快速掌握

PLC的编程方法以及自动化系统的设计与操作技能。

本书“以PLC技术为主，以继电接触器技术为辅”，在

阐述电气控制及PLC技术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应用的角度

出发，反映电气控制及PLC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控制方面的

广泛应用。

使用学校：沈阳工业大学等

现场总线技术

智能控制

智能控制  

作者：李士勇、李研 ／书号：9787302436560 ／定价：39.00元

智能控制被誉为继经典控制、现代控制理论之后创立的

第三代控制理论，它研究应用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对难以建

模的复杂对象进行自动控制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全书由浅

入深、深入浅出地阐述智能控制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及

其应用。

智能控制

29

智能控制基础

作者：韦巍、何衍 ／书号：9787302169185／定价：35.00元

智能控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发展得益于许多学

科，如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现代控制理论、模糊数学、生

物控制论、学习理论以及网络理论等。本书总结近20年来智

能控制的研究成果，详细论述智能控制的基本概念、工作原

理和设计方法。

使用学校：浙江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燕京理工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等

最优控制  

作者：钟宜生 ／书号：9787302413684 ／定价：39.00元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包括最优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即变分法、极小值原理和动态规划； 介绍最优控制典型问

题的求解，包括时间最短控制和燃料最省控制、线性二次型

最优调节控制、线性最优跟踪控制；简要介绍H2和H∞控制

理论及基于信号补偿的鲁棒最优控制方法。

智能控制原理与应用（第2版）

作者：蔡自兴 ／书号：9787302340904／定价：39.50元

本书介绍智能控制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着重介绍各种

智能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工作原理、技术方法与应用。全

书共10章。与第1版相比，许多章节内容得到更新。全书系

统全面、内容新颖、编排合理、可读性强，是一部高水平的

智能控制教材。

使用学校：中南大学、济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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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辨识、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系统工程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5版）

作者：蔡自兴 刘丽珏 蔡竞峰 陈白帆 ／书号：9787302438007

定价：59.00元

与第4版相比，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出现的，例如，人

工智能的分类与计算方法、谓词演算符号的规范、进化算法

的框架与执行过程、专家系统的设计方法和基于Web专家系

统的开发工具以及深度学习等。

人工智能

模式识别（第三版）

作者：张学工 ／书号：9787302225003／定价：29.50元

本书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国家精品课程“模式识别基

础”的教材，是在《模式识别》第一版和第二版基础上重写

而成的。整体内容安排力求系统性和实用性，并覆盖部分当

前研究前沿。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东南大学、四川

大学等

模式识别

系统工程引论（第3版）

作者：孙东川、林福永、孙凯、钟拥军 ／书号：9787302380238 ／定价：39.00元

本书是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高等学校

“系统工程”课程的基础课本。书末归纳了62个重要命题，

既是对全书内容的概括，又启迪读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本

书的很多编写思路独具一格，富有新意。

使用学校：长安大学、东莞理工大学等

系统工程

机器人控制系统的设计与MATLAB仿真

作者：刘金琨 ／书号：9787302171607 ／定价：75.00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机器人控制的几种先进设计方法，是

作者多年来从事机器人控制系统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结晶，同

时融入了国内外同行近年来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本书各部分

内容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学习。

机器人

机器人

31

机器人学（第三版）

作者：蔡自兴 谢斌 ／书号：9787302383697／定价：52.00元

水中仿生机器人导论

作者：谢广明、李卫京、刘甜甜、夏庆锋、李宗刚、王新海

书号：9787302461159／定价：69.00元

本书介绍机器人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全面反映国

内外机器人学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是一部系统和全面的

机器人学著作和教材。本书共12章，内容涉及机器人学的概

况、数理基础、运动学、动力学、位置和力控制、高级控

制、传感器、高层规划、轨迹规划、程序设计、应用和展望

等内容。

使用学校：北京科技大学、长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本书主要介绍了机器人、水中机器人及仿生机器人的定

义、分类及发展状况，较深入的阐述了两类水中仿生机器人

（仿鯵科机器鱼及单关节机器鱼）的机械结构、软硬件系统

及其推进系统的运动原理及控制机理。

双足机器人行走控制与优化

作者：陈启军、刘成菊 ／书号：9787302436553／定价：59.00元

本书内容主要是针对双足机器人的运动规划和行为优

化，是为广大从事机器人，特别是双足机器人方向研究的学

者和青年科技人员所撰写的，也可供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和研究生参考。

系统辨识理论及应用

作者：萧德云 ／书号：9787302348535／定价：69.00元

系统辨识是研究建立系统数学模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

全书共17章，各章论述详尽，配有仿真验证例子或工程应用

实例和适量的习题，书中还附有常用的辨识算法程序，书后

给出若干辨识实验研究指示书。

使用学校：昆明学院、清华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

系统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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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信息学/无线传感器网络/规划、优化与调度

非线性规划（第2版）

作者：Dimitri Bertsekas 著 宋士吉等译 ／书号：9787302310815／定价：79.00元

本书涵盖了非线性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无约束优化、

凸优化、拉格朗日乘子理论和算法、对偶理论和方法等，并

包含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案例。拉格朗日乘子理论和算法是非

线性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本书的重点。

规划、优化与调度

凸优化

作者：Stephen Boyd, Lieven Vandenberghe     王书宁等译 ／书号：9787302297567／定价：99.00元

本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Stephen Boyd教授和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Lieven Vandenberghe教授合著，从理论、应用和算

法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凸优化内容。本书内容非常丰富。理

论部分由4章构成，应用部分由3章构成，算法部分也由3章

构成。

使用学校：合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解放军电子工程

学院、清华大学等

凸优化理论

作者：Dimitri P. Bertsekas著 赵千川、王梦迪译 ／书号：9787302399568

／定价：49.00元

本书可以作为凸优化理论课程的教材，作者在过去十年

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场所教授过类似课程。本书也可以作

为非线性规划课程的补充材料，或者作为凸优化模型 (而不

是理论)方面课程的理论基础。

无线传感器网络简明教程（第2版）

作者：崔逊学 ／书号：9787302382515／定价：35.00元

本书主要介绍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本概念，常见的微

型传感器，传感器网络的通信技术、支撑技术、应用开发基

础，传感器网络协议的技术标准，无线传感器网络实验。另

外提供传感器网络应用方面的实例。

使用学校：使用学校：四川大学、大连大学、西南科

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

无线传感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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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优化与调度

微粒群优化与调度算法

作者：王凌 ／书号：9787302169963 ／定价：69.00元

凸优化算法 

作者：Dimitri P. Bertsekas 著 / 书号：9787302430704 / 定价：89.00元

本书主要阐述微粒群优化（PSO）算法在连续优化与生

产调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全书由8章构成，内容自成体系，

第1〜2章介绍PSO算法的原理、框架和相关理论，第3〜5章

介绍PSO算法在连续优化领域的研究，第6〜8章介绍PSO算

法在生产调度领域的研究。

本书取材于作者过去1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凸优化

方面课堂教学的内容，力图较为全面通俗地介绍求解大规模

凸优化问题的最新算法，针对具体问题的特定结构，给出了

大量的例题，来充分展示算法的应用。

凸优化理论

作者：Dimitri Bertsekas ／书号：9787302237600／定价：69.00元

本书作者梅萃·博赛克斯教授是优化理论的国际著名

学者、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

程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曾在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和伊利

诺伊大学电气工程系任教，在优化理论、控制工程、通信工

程、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有丰富的科研教学经验，成果丰硕。

博赛克斯教授是一位多产作者，著有14本专著和教科书。本

书是作者在优化理论与方法的系列专著和教科书中的一本，

自成体系又相互对应。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凸分析和凸问

题的对偶优化理论。

使用学校：西南林业大学等

生物信息学：基础及应用

作者：王举等 ／书号：9787302365532／定价：29.00元

本书简要介绍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历史、主要研究领域

及应用前景，并重点讲述生物信息学的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技

术、方法，生物分子信息数据库的类型及应用，复杂疾病的

生物信息学研究思路、方法和典型应用实例。

使用学校：西安工业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云南农业

大学等

生物信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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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类实验

自动控制元件实验教程

作者：赵新华等 ／书号：9787302391142 ／定价：25.00元

本书主要介绍自动控制系统中常用的微型控制电机的工

作原理、工作特性、典型应用以及选择和使用方法。在给出

微型电机参数、特性常用测试方法基础上，利用相关测试仪

表和设备，对电机参数和特性进行实验测试。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实验教程

作者：毛奔等 ／书号：9787302389682 ／定价：32.00元

惯性器件及应用实验技术

作者：郭立东、许德新、杨立新、王军、张庆 / 书号：9787302415220 / 定价：29.00元

本书介绍网络多媒体课件的基本概念、制作方法以及网

络多媒体作品的实验教学过程。给出具体的实验范例，包括

多媒体作品的制作方法和过程。针对大学高年级本科生的特

点，具体讲解如何设计实现网页多媒体课件实验内容。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本书立足于让读者掌握惯性技术相关理论知识，并具有

应用惯性技术构建惯性设备的实践动手能力，本书最后给出

实验报告，方便学生记录实验数据。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

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生实验教材和参考书。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可编程控制器实验技术

作者：孙蓉、李冰、韩云涛 / 书号：9787302407195 / 定价：39.50元

本书首先介绍可编程控制器的基础知识，然后讲解S7

200/300/400的硬件组成、指令系统和软件的使用方法，最

后以大量的可编程控制系统实例详细讲解PLC控制系统的特

点、设计和调试方法。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工业过程控制实验技术

作者：葛亚明 ／书号：9787302377702 ／定价：39.00元

本书先介绍两个高级过程控制实验系统，再着重介绍智

能仪表和PLC控制器的应用基础及编程方法，PCS7软件使用

方法、组态方法及步骤、编程和调试方法，WinCC组态软件

的使用方法以及Profibus PA。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自动化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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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仿真实验技术

作者：管凤旭 ／书号：9787302389262 ／定价：25.00元

检测与转换实验技术

作者：王辉 ／书号：9787302389255／定价：29.00元

电力拖动控制系统与实践

作者：张敬南等 ／书号：9787302389279 ／定价：39.00元

本书先介绍控制系统计算机仿真、控制系统参数优化等

基本知识，再着重介绍基于MATLAB软件平台的控制系统仿

真方法和技术，从研究典型控制系统实例的角度出发，由浅

入深设计了大量基础性实验和研究创新性实验。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读者通过传感器实验，掌握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工作特

性，了解传感器实验的基本要求、常用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及常用传感器的实验原理，进一步理解信号检测与转换技术

的理论，掌握常用的信号检测传感器实验的基本方法。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本书全面介绍电力拖动控制系统实验中的涉及的基本原

理、仿真技术、实验设备及实验过程等。包括直流电力拖动

自动控制系统原理与实践、交流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原理

与实践、机械负载模拟原理与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实验。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DSP原理及应用实验技术

作者：张爱筠 / 书号：9787302401155 / 定价：25.00元

本书是为配合“DSP原理及应用”课程而编写的实验教

材，介绍了实验教学中所涉及的实验内容。本书适合用于高

等院校DSP实验教学和基于DSP应用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

等，同时可供对DSP比较熟悉并且对控制系统有所了解的开

发人员参考。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数字图像处理实验技术

作者：陈明杰 ／书号：9787302375210 ／定价：29.00元

本书在数字图像处理实验技术的理论基础上，着重介绍

了基于MATLAB软件平台的数字图像处理相关算法的编程及

实现方法，并从工程实例出发，由浅入深地设计了大量基础

性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梧州学院等

自动化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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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系统综合实验教程

作者：顾春雷、陈冲、陈中、沈翠凤 ／书号：9787302461982／定价：39.00元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实验技术

作者：曾薄文 ／书号：9787302414704／定价：29.00元

现代物流技术

作者：王喜富 纪寿文 秦璐 沈喜生 ／书号：9787302440024／定价：49.00元

本书综合了电力电子技术、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和运

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仿真等课程教学大纲中的实验内容，

同时也考虑到开设专题实验的需求。内容包括电力电子技

术、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和运动控制系统等课程相关实验

的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内容和实验方法等。

本书是 “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的实验教

材，介绍了实验教学中所涉及的实验内容。全书共分6章，

分别为汇编程序基础实验、汇报程序综合设计实验、微机接

口实验系统、微机接口基础实验、微机接口综合实验、研究

创新性实验。

使用学校：清华大学等

本书针对现代物流技术发展与应用需求，将现代物流

技术与物流业务相结合，研究如何通过现代物流技术、理论

与方法，对现代物流系统及物流业务环节进行设计与运营实

施，进而提高物流企业与行业的管理效率及经济效益。

使用学校：泉州师范学院等

自动化专业课程设计

作者：张兰勇 ／书号：9787302376125／定价：25.00元

本书讲述自动化专业的基础知识，介绍自动化专业的特

点及就业知识需求，并结合不同的研究方向提供自动化专业

课程设计的实例选题及实验步骤。启发式指导自动化专业本

科生自主进行课程设计，提高学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

使用学校：哈尔滨工程大学等

物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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