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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创业路线图：to B
产品、营销、运营方法论及实战案例解读
吴昊/2020-5/电子工业出版社

《SaaS创业路线图：to B产品、营销、运营方法论及实战案例解读》以SaaS行业为例，对toB
（企业服务）创业过程中产品打磨、营销体系复制及客户市场运营三大方面给出一套原创方法
论，并穿插几十个实战案例予以说明。全书涉及SaaS
创业5个阶段：产品创意与商业模式选择、产品打磨和商业模式初步验证...

深度实践OCR：基于深度学习的文字识别
刘树春 贺　盼 马建奇 王佳军 谢雨飞 陈明曦/2020-5-20/机械工业出版社

读者对象： 1.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工程师，尤其是从事图像识别和NLP的技术工程师；
2.专门研究OCR的专业人士或院校师生等。
这是一部融合了企业界先进工程实践经验和学术界前沿技术和思想的OCR著作。
本书由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研究院算法团队技术专家领衔，从组件、算法、实现、工程应用等维
度系...

Web攻防之业务安全实战指南
陈晓光 胡兵 张作峰/2018-3/电子工业出版社

业务安全漏洞作为常见的Web安全漏洞，在各大漏洞平台时有报道，《Web
攻防之业务安全实战指南》是一本从原理到案例分析，系统性地介绍这门技术的书籍。撰写团
队具有10年大型网站业务安全测试经验，成员们对常见业务安全漏洞进行梳理，总结出了全面、
详细的适用于电商、银行、金融、证券、保险、游戏、...

CUDA C编程权威指南
程润伟 Max Grossman Ty McKercher/2017-6/机械工业出版社

高性能计算
(美)托马斯·斯特林(Thomas Sterling)，(美)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20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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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PI的大数据高性能计算导论
(美)弗兰克·尼尔森(Frank Nielsen)著 ; 张伟哲[等]译/2018-09-26/北京 : 机械工业出

本书使用MPI
标准介绍了数据科学中的高性能计算，帮助读者了解分布式存储模型中的并行编程的知识。全
书分为两部分，部分（第1~
6章）基于消息传递接口介绍高性能计算，内容包括：阻塞与非阻塞的点对点通信、死锁、全局
通信函数（广播、散播等）、协同计算（归约）的基本概念；互联网络的拓扑结构（环、...

Web API的设计与开发
［ 日］ 水野贵明/2017-6/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结合丰富的实例，详细讲解了Web API的设计、开发与运维相关的知识。第1章介绍Web
API
的概要；第2章详述端点的设计与请求的形式；第3章介绍响应数据的设计；第4章介绍如何充分
利用HTTP协议规范；第5章介绍如何开发方便更改设计的Web API；第6章介绍如何开发牢固的
Web API。 本书...

自动机器学习方法、系统和挑战
弗兰克亨特/2020-11/清华大学出版社

并行程序设计导论
(美)帕切克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全面涵盖了并行软件和硬件的方方面面，深入浅出地介绍如何使用mpi
（分布式内存编程）、pthreads和openmp
（共享内存编程）编写高效的并行程序。各章节包含了难易程度不同的编程习题。
本书可以用做计算机科学专业低年级本科生的专业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软件开发人员学习
并行程序设计的专业参考书...

领域驱动设计
[美] Eric Evans/2016-6-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领域驱动设计方面的经典之作，修订版更是对之前出版的中文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
善。
全书围绕着设计和开发实践，结合若干真实的项目案例，向读者阐述如何在真实的软件开发中
应用领域驱动设计。书中给出了领域驱动设计的系统化方法，并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些实践综
合到一起，融入了作者的见解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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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F特训营:技术详解、解题方法与竞赛技巧
FlappyPig战队/2020-6-25/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由国内老牌CTF战队FlappyPig撰写，战队成员曾多次荣获XCTF国际联赛冠军、
TCTF/0CTF冠军、WCTF世界黑客大师挑战赛季军，多次入围Defcon
全球总决赛，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本书围绕CTF
竞赛需要的安全技术、解题方法和竞赛技巧3个维度展开，旨在通过作者扎实的技术功底和丰富.
..

强化学习（第2版）
【加】Richard S. Sutton（理查德·桑顿） 【美】Andrew G. Barto（安德/2019-9
《强化学习（第2版）》作为强化学习思想的深度解剖之作，被业内公认为是一本强化学习基础
理论的经典著作。它从强化学习的基本思想出发，深入浅出又严谨细致地介绍了马尔可夫决策
过程、蒙特卡洛方法、时序差分方法、同轨离轨策略等强化学习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以大量
的实例帮助读者理解强化学习的问题建...

微服务设计
[英] Sam Newman/2016-5/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全面介绍了微服务的建模、集成、测试、部署和监控，通过一个虚构的公司讲解了如何建
立微服务架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微服务在保证系统设计与组织目标统一上的重要性，学会把
服务集成到已有系统中，采用递增手段拆分单块大型应用，通过持续集成部署微服务，等等。..
.

Python网络数据采集
[美] Ryan Mitchell/2016-3/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采用简洁强大的Python
语言，介绍了网络数据采集，并为采集新式网络中的各种数据类型提供了全面的指导。第一部
分重点介绍网络数据采集的基本原理：如何用Python
从网络服务器请求信息，如何对服务器的响应进行基本处理，以及如何以自动化手段与网站进
行交互。第二部分介绍如何用网络爬虫测试网站，...

OpenCV计算机视觉编程攻略
[加] Robert Laganière/2018-5/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结合C++和OpenCV
全面讲解计算机视觉编程，不仅涵盖计算机视觉和图像处理的基础知识，而且通过完整示例讲
解OpenCV的重要类和函数。主要内容包括OpenCV
库的安装和部署、图像增强、像素操作、图形分析等各种技术，并且详细介绍了如何处理来自
文件或摄像机的视频，以及如何检测和跟踪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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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软件的艺术
[美] David Scott Bernstein/2017-10/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会帮你降低构建与维护软件的成本。如果你是软件开发者，将学到一套实践方法以构建易
修改的代码，因为在应用当中代码经常需要修改。对于和软件开发者合作的管理者来说，本书
会向你展示为何引入这九个基本的实践方法，会使你的团队更加有效地交付软件而不至于让软
件演变成遗留代码。...

Docker经典实例
[美] Sébastien Goasguen/2017-2/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结构明晰，示例丰富详实，是全面实用的Docker入门教程。作者全面介绍了Docker
相关各种工具和平台，涵盖网络、镜像管理、配置以及包括Kubernetes和Mesos
在内的编排和调度生态系统，对私有云和公有云上部署的应用程序都给出了丰富实用的解决方
案和示例。本书适合运维人员、系统管理员和开发人员阅...

学习正则表达式
Michael Fitzgerald/2013-4/人民邮电出版社

《学习正则表达式》从正则表达式的基本概念讲起，到编写完整的sed和Perl脚本，再到转换
HTML
文件，将这种强大的工具解释得清晰透彻。书中贯穿了大量简洁明了的示例，旨在让读者轻松
掌握正则表达式。此外，书中各在线和桌面工具一应俱全，并介绍了进阶参考资料，是一本不
可多得的正则表达式入门好书...

React Native应用开发实例解析
[澳] Alexander McLeod [斯洛文尼亚] Pavlo Aksonov [印] Arj/2017-9/人民邮电出

使用React Native可以轻松开发跨平台应用，并且无需等待Apple、Google或者Amazon
的审核过程，就可以为自己的应用发布更新。本书主要从功能扩展和实际应用方面讲解React
Native，带领读者全面了解React Native的API和组件，并且阅读本书无需React
开发背景。本书共五章，前两章介绍React N...

Web开发权威指南
[美] Chris Aquino, [美] Todd Gandee/2017-9/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在知名培训机构Big Nerd Ranch 培训教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囊括了JavaScript、HTML
5、CSS3等现代前端开发人员急需的技术关键点，包括响应式UI、访问远程Web 服务、用
Ember.js
构建应用，等等。此外，还会介绍如何使用前沿开发工具来调试和测试代码，并且充分利用
Node.js 和各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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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k快速大数据分析
[加] Matei Zaharia/2015-10/人民邮电出版社

代码本色
Daniel Shiffman/2014-10
本书介绍了用计算机模拟自然系统涉及的编程策略与技术，涵盖了基本的数学和物理概念，以
及可视化地展示模拟结果所需的高级算法。读者将从构建基本的物理引擎开始，一步一步地学
习如何创建智能移动的物体和复杂的系统，为进一步探索生成设计奠定基础。相关的知识点包
括力、三角、分形、细胞自动机、自组...

Flask Web开发：基于Python的Web应用开发实战
[美] Miguel Grinberg/2014-12/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不仅适合初级Web开发人员学习阅读，更是Python程序员用来学习高级Web
开发技术的优秀参考书。 • 学习Flask应用的基本结构，编写示例应用； •
使用必备的组件，包括模板、数据库、Web表单和电子邮件支持； •
使用包和模块构建可伸缩的大型应用； • 实现用户认证、角色和个人资料； • 在博客...

Unity游戏设计与实现
[日]加藤政树/2015-2/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出自日本知名游戏公司万代南梦宫的资深开发人员之手，面向初级游戏开发人员，通过10
个不同类型的游戏实例，展示了真正的游戏设计和实现过程。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解Unity
的各种功能细节，而在于核心玩法的设计和实现思路。每个实例都从一个idea
开始，不断丰富，自然而然地推出各种概念，引导读者...

黑客攻防技术宝典, iOS实战篇
[美]Ralf-Philipp Weinmann/2013-9/人民邮电出版社

安全始终是计算机和互联网领域最重要的话题。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平台和设备的安全
问题更加突出。iOS系统凭借其在移动市场的占有率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iOS
系统向来以安全著称，但由其自身漏洞而引发的威胁同样一直存在。 《黑客攻防技术宝典：
iOS实战篇》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全球网络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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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员面试金典（第5版）
[美] Gayle Laakmann McDowell/2013-1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原谷歌资深面试官的经验之作，层层紧扣程序员面试的每一个环节，全面而详尽地介绍
了程序员应当如何应对面试，才能在面试中脱颖而出。第1～7
章主要涉及面试流程解析、面试官的幕后决策及可能提出的问题、面试前的准备工作、对面试
结果的处理等内容；第8～9 章从数据结构、概念与算法、知识类问题...

科学的极致：漫谈人工智能
集智俱乐部/2015-7/人民邮电出版社

集智俱乐部是一个从事学术研究、享受科学乐趣的探索者组成的团体，倡导以平等开放的态度、
科学实证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与交流，力图搭建一个中国的“没有围墙的研究所”
。这些令人崇敬的、充满激情与梦想的集智俱乐部成员将带你了解图灵机模型、冯•
诺依曼计算机体系结构、怪圈与哥德尔定理、通用人...

Unity 3D游戏开发
宣雨松/2012-6/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通过实例详细介绍了如何使用Unity 进行游戏开发，书中先简要介绍了Unity
环境搭建、编辑器和GUI 游戏界面相关的知识，接着介绍了如何使用C# 和JavaScript
构建游戏脚本，添加树、草、石头等模型以及键盘事件、鼠标事件和3D
模型动画相关的内容，然后介绍了持久化数据、音频与视频播放等内...

Go语言编程
许式伟/2012-8/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本书从整体的写作风格来说，会以介绍 Go
语言特性为主，示例则尽量采用作者平常的实践，而不是一个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语法示范样
例。 本书作者背景极强，许式伟为原金山WPS
首席架构师、曾是盛大创新院研究员，目前是国内Go语言实践圈子公认的Go
语言专家。参与本书写作的几位作者都是实际用Go语...

Swift与Cocoa框架开发
[澳] Tim Nugent/2015-6/人民邮电出版社

过阅读本书，你将能够： 了解OS X和iOS应用的生命周期 使用故事板设计自适应界面
探索图形系统，包括内置的2D和3D游戏框架 用AVFoundation显示视频和音频
用文件系统在本地存储数据，或者用iCloud在网络上存储数据
用表格视图和集合视图显示数据列表或数据集合 开发可供用户创建、编辑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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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系统架构和应用技巧
[日]中井悦司/2014-1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内容涉及Linux内部结构、虚拟化基础设施环境的构建、内核源代码的阅读以及RHEL
6新功能综述。通过搭建虚拟化基础设施，给读者提供了方便实用的Linux
系统的学习和实践环境；同时，设计了10个可操作的脚本实验，尽可能覆盖Linux
操作系统的关键应用技术，包括进程监控、远程登录、文本处理等。其...

Swift基础教程
[美] Boisy G. Pitre/2015-6/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针对初学者，从变量、类型、函数、闭包等基本概念入手，结合Swift
示例，一步步指导读者使用Swift开发App。书的最后给出了一个App开发全流程。
本书适合任何想学习Swift的人员参考。...

挑战编程技能
Brian P. Hogan/2017-2/人民邮电出版社

新手程序员在具备了理论基础后，面对实际项目时，往往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有经验的程序
员在学习了一门新语言后，也会有很多不知道如何使用的特性。针对程序员的这一普遍困惑，
资深软件工程师Brian P. Hogan
在这本书中总结了57道练习题，教他们如何锤炼技能。这些练习题的难度会逐渐增加，使得编
程训...

Python性能分析与优化
Fernando Doglio/2016-6-1/人民邮电出版社

全面掌握Python代码性能分析和优化方法，消除性能瓶颈，迅速改善程序性能！ 对于Python
程序员来说，仅仅知道如何写代码是不够的，还要能够充分利用关键代码的处理能力。本书将
讨论如何对Python代码进行性能分析，找出性能瓶颈，并通过不同的性能优化技术消除瓶颈。
本书从基本的概念开始，循序渐进地...

树莓派(Raspberry Pi)实战指南
柯博文/2015-6-1/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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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设计模式与最佳实践
[意]米凯莱 贝尔托利/2018-7/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介绍如何构建更加灵活、运行流畅、易于维护的应用，让开发人员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
极大地提升工作流的速度。读者将首先了解React
的内部原理，开发能够在整个应用中复用的组件，搭建应用架构，创建真正可用的表单；随后
会为React组件编写样式并优化组件，编写测试代码；最后还会学到如何为React...

RESTful Web Services中文版
（美）理查森（richardson，l.）　等著，徐涵　等译/2008-05-01/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什么是rest、什么是面向资源的架构（resource-orientedarchitecture，roa
）、rest式设计的优点、rest式web服务的真实案例分析、如何用各种流行的编程语言编写web
服务客户端、如何用三种流行的框架（rubyonrails、restlet和django）实现rest
式服务等。不仅讲解rest与面向资源的架构（ro...

Flink基础教程
[美] 埃伦•弗里德曼 [希] 科斯塔斯•宙马斯/2018-8/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为新一代的开源流处理器，Flink
是众多大数据处理框架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它以同一种技术支持流处理和批处理，并能同
时满足高吞吐、低延迟和容错的需求。本书由Flink项目核心成员执笔，系统阐释Flink
的适用场景、设计理念、功能、用途和性能优势。 - Flink的适用场景 -
流处理架构相较于批处理...

走近2050
集智俱乐部/2016-6-12/人民邮电出版社

随着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
以4:1的大比分战胜人类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机器将征服人类的担忧正在甚嚣尘上。《走近205
0》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机和谐共生、协同演化的全新场景。在看得见的未来，人类将越来越
多地沉浸于五花八门的虚拟世界以获取各式体验，与此同时，我们将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注意
力源源...

精通Hadoop
[印] Sandeep Karanth/2016-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循序渐进的指导手册，重点介绍了Hadoop的高级概念和特性。内容涵盖了Hadoop
2.X版的改进，MapReduce、Pig和Hive等的优化及其高级特性，Hadoop 2.0的专属特性（如
YARN和HDFS联合），以及如何使用Hadoop 2.0版本扩展Hadoop的能力。
如果你想拓展自己的Hadoop知识和技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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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的数据
[美] Megan Squire/2016-5/人民邮电出版社

数据清洗是数据挖掘与分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因为数据类型极其复杂，传统的清
洗脏数据工作单调乏味且异常辛苦。如果能利用正确的工具和方法，就可以让数据清洗工作事
半功倍。
本书从文件格式、数据类型、字符编码等基本概念讲起，通过真实的示例，探讨如何提取和清
洗关系型数据库、网页文件和...

DevOps实践指南
[美] Gene Kim [美] Jez Humble [美] Patrick Debois [美]/2018-4/人民邮电出版

本书共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DevOps的历史和三个基本原则，即“三步工作法”
；第二部分介绍开启DevOps转型的过程；第三到五部分深入探讨“三步工作法”
的各个要素；第六部分关注如何将安全性和合规性正确集成到日常工作中。全书涵盖40余个
DevOps案例，以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全球知名企...

Python数据挖掘入门与实践
[澳] Robert Layton/2016-7/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作为数据挖掘入门读物，介绍了数据挖掘的基础知识、基本工具和实践方法，通过循序渐
进地讲解算法，带你轻松踏上数据挖掘之旅。本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了如何
使用决策树和随机森林算法预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比赛结果，如何使用亲和性分析方法推荐电
影，如何使用朴素贝叶斯算法进行社会...

演进式架构
[美] 尼尔 • 福特 [美] 丽贝卡 • 帕森斯 [澳] 帕特里克 • 柯/2019-8/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由IT行业领导企业ThoughtWorks的CTO
和架构专家联合执笔，详尽介绍了演进式架构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在具体的软件开发流程中实现
演进式架构，涵盖了适应度函数、增量变更、架构耦合、演进式数据、构架可演进的架构、实
践演进式架构等内容。 -适应度函数：架构呈现或前进的目标 -增量变更：在开发...

Python函数式编程（第2版）
[美] 史蒂文 • 洛特/2019-10/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
具备函数式编程的许多核心特征，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函数式语言的设计模式和编程技术，编写
出简洁优雅的代码。本书首先介绍函数式编程的一般概念及特点，然后讲解迭代器、生成器表
达式、内置函数、常用高阶函数、递归与归约、实用模块和装饰器的用法，以及避开Python
严格求值顺序的变通方法、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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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机器学习经典实例
[美] Prateek Joshi/2017-8/人民邮电出版社

在如今这个处处以数据驱动的世界中，机器学习正变得越来越大众化。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
不同领域，如搜索引擎、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本书首先通过实用的案例介绍机器学习的
基础知识，然后介绍一些稍微复杂的机器学习算法，例如支持向量机、极端随机森林、隐马尔
可夫模型、条件随机场、深度神经网络...

深入理解Python特性
[德]达恩·巴德尔/2019-6/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致力于帮助Python
开发人员挖掘这门语言及相关程序库的优秀特性，避免重复劳动，同时写出简洁、流畅、易读、
易维护的代码。用好Python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特性、Python 2过渡到Python
3需要掌握的现代模式、有其他编程语言背景想快速上手Python
的程序员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等等，本书都可以解决...

C++程序设计实践与技巧 测试驱动开发
【美】杰夫兰格/2016-11-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关于设计原则、编程实践、测试驱动开发的指南，旨在帮助C++
程序员用测试驱动开发方法构建高性能解决方案。全书共11
章，涵盖测试驱动开发的基本工作方式、潜在好处、怎样利用测试驱动开发解决设计缺陷、测
试驱动开发的难点和成本、怎样利用测试驱动开发减少甚至免除调试工作，以及如何长时...

精通特征工程
[美] 爱丽丝 • 郑 [美] 阿曼达 • 卡萨丽/2019-4/人民邮电出版社

特征工程是机器学习流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专门讨论这个话题的著作却寥寥无几。
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空白，着重阐明特征工程的基本原则，介绍大量特征工程技术，教你从原始
数据中提取出正确的特征并将其转换为适合机器学习模型的格式，从而轻松构建模型，增强机
器学习算法的效果。 然而，本书并非单...

Serverless架构应用开发：Python实现
[印] 贾莱姆 • 拉杰 • 罗希特/2019-8/人民邮电出版社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上云”来实现业务的快速部署。Serverless
架构能让开发人员摆脱维护服务器的负担，专注于编写代码和部署基础设施，从而节省运维成
本并提升架构的可伸缩性。 本书采用目前流行的Python
语言，通过云架构中的示例，手把手教你在AWS和微软Azur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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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图神经网络：GNN原理解析
刘忠雨　李彦霖　周洋　著/2019-12-25/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是一本从原理、算法、实现、应用4个维度详细讲解图神经网络的著作，在图神经网络领域具
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作者是图神经网络领域的资深技术专家，作者所在的公司极验也是该领域的领先者。本书
是作者和极验多年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内容系统、扎实、深入浅出，得到了白翔、俞栋等
多位学术界和企业界...

操作系统真象还原
郑钢/2016-3/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学及研究生都有操作系统课程，这类人群具有很高的学术能力,但书中讲的过于抽象与晦涩，
以至于很多学生对于此门课程恐惧到都提不出问题，只有会的人才能提出问题。操作系统理论
书是无法让读者理解什么是操作系统的，学操作系统不能靠想像，他们需要看到具体的东西。
绝大多数技术人都对操作系统怀着好...

自制编程语言
郑钢/2018-9-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自制编程语言的图书，书中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如何开发一门编程语言，以
及运行这门编程语言的虚拟机。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脚本语言的功能、词法分析器、类、对象、
原生方法、自上而下算符优先、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虚拟机、内建类、垃圾回收、命令行及
调试等技术。 本书适合程序员阅读，...

统计自然语言处理基础
（美）曼宁（manning，c.d.） 等著，苑春法 等译/2005-01-01/电子工业出版社

近年来，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统计学方法已经逐渐成为主流。本书是一本全面系统地介绍统计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专著，被国内外许多所著名大学选为计算语言学相关课程的教材。本书涵盖
的内容十分广泛，分为四个部分，共16章，包括了构建自然语言处理软件工具将用到的几乎所
有理论和算法。全书的论述过程由浅入...

构建实时机器学习系统
彭河森

《构建实时机器学习系统》特点：以全栈机器学习应用为目标 通过介绍Docker
等部署工具，帮助读者加速掌握机器学习模型的产业化进程。不管你是就职于大公司，还是自
己创业，希望《构建实时机器学习系统》的内容能够让你快速上线满意的机器学习系统，离梦
想更近一点。 抓住机器学习主干，远离学院派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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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算法
Mahmoud Parsian（马哈默德·帕瑞斯安）/2016-10-01/中国电力出版社

《数据算法：Hadoop/Spark
大数据处理技巧》介绍了很多基本设计模式、优化技术和数据挖掘及机器学习解决方案，以解
决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统计和社交网络分析等领域的很多问题。这还概要介绍了
MapReduce、Hadoop和Spark。 主要内容包括： ■ 完成超大量交易的购物篮分析。 ■
数据挖掘算法（K-...

机器学习
［ 英］ Peter Flach/2015-12/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最全面的机器学习教材之一。书中首先介绍了机器学习的构成要素（任务、模型、特征
）和机器学习任务，接着详细分析了逻辑模型（树模型、规则模型）、几何模型（线性模型和
基于距离的模型）和概率模型，然后讨论了特征、模型的集成，以及被机器学习研究者称为“
实验”的方法。作者不仅使用了已有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
Yoav Goldberg/2018-5-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重点介绍了神经网络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首先介绍有监督的机器学习和前馈神
经网络的基本知识，如何将机器学习方法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中，以及词向量表示（而不是符
号表示）的应用。然后介绍更多专门的神经网络结构，包括一维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
条件生成模型和基于注意力的模型。...

集体智慧编程
Toby Segaran/2015-3/电子工业出版社

《集体智慧编程》以机器学习与计算统计为主题背景，专门讲述如何挖掘和分析Web
上的数据和资源，如何分析用户体验、市场营销、个人品味等诸多信息，并得出有用的结论，
通过复杂的算法来从Web
网站获取、收集并分析用户的数据和反馈信息，以便创造新的用户价值和商业价值。全书内容
翔实，包括协作过滤...

自然语言处理与深度学习
小高知宏/2018-02-0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初步探索了将深度学习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概述了自然语言处理的一般概念，通
过具体实例说明了如何提取自然语言文本的特征以及如何考虑上下文关系来生成文本。书中自
然语言文本的特征提取是通过卷积神经网络来实现的，而根据上下文关系来生成文本则利用了
循环神经网络。这两个网络是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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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实战Google深度学习框架
郑泽宇 顾思宇/2017-2-10/电子工业出版社

TensorFlow是谷歌2015年开源的主流深度学习框架，目前已在谷歌、优步（Uber
）、京东、小米等科技公司广泛应用。《Tensorflow实战》为使用TensorFlow
深度学习框架的入门参考书，旨在帮助读者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上手TensorFlow
和深度学习。书中省略了深度学习繁琐的数学模型推导，从实际应用问...

数据说服力
李军/2016-1/人民邮电出版社

如何分析数据，让营销更精准，让成本更低，实现利润极大化？ 本书以“零基础”为起点，以“
实战操作”
为主线，通过7大数据分析方法、7种美化数据方式、8大专题全程讲解、75个专家提醒、408张
图片全程图解，帮助读者实现数据分析从入门到精通，从新手成为数据分析高手。
本书内容丰富、实战性强，适合于...

机器学习
（美）米歇尔（mitchell，t.m.）　著；曾华军　等译/2008-03-0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机器学习》展示了机器学习中核心的算法和理论，并阐明了算法的运行过程。《机器学习》
综合了许多的研究成果，例如统计学、人工智能、哲学、信息论、生物学、认知科学、计算复
杂性和控制论等，并以此来理解问题的背景、算法和其中的隐含假定。《机器学习》可作为计
算机专业 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也可作...

面向机器智能的TensorFlow实践
[美] 山姆·亚伯拉罕（Sam Abrahams） [美] 丹尼亚尔·哈夫纳（Danijar Haf/2017-
本书是一本*佳的TensorFlow
入门指南。几位作者都来自研发一线，他们用自己的宝贵经验，结合众多高质量的代码，生动
讲解TensorFlow的底层原理，并从实践角度介绍如何将两种常见模型——
深度卷积网络、循环神经网络应用到图像理解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典型任务中。此外，还介绍了
在模型部署和编程中可用的...

百面机器学习
诸葛越 葫芦娃/2018-8-1/人民邮电出版社

人工智能领域正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本书赶在人工智能彻底占领世界之前完成编写，
实属万幸。 书中收录了超过100道机器学习算法工程师的面试题目和解答，其中大部分源于
Hulu
算法研究岗位的真实场景。本书从日常工作、生活中各种有趣的现象出发，不仅囊括了机器学
习的基本知识 ，而且还包含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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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机器学习
刘铁岩 陈薇 王太峰 高飞/2018-10-20/机械工业出版社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解决最有挑战性问题的主流方案是分布式机器学习！本书旨在全面介
绍分布式机器学习的现状，深入分析其中的核心技术问题，并且讨论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由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核心团队潜心力作！鄂维南院士、周志华教授倾心撰写推荐序！
本书旨在全面介绍分布式机器学习的现...

深入理解XGBoost：高效机器学习算法与进阶
何龙/2020-1-20/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以机器学习基础知识做铺垫，深入剖析XGBoost
的原理、分布式实现、模型优化、深度应用等。
第1～3章使读者对机器学习算法形成整体认知，了解如何优化模型以及评估预测结果，并熟悉
常用机器学习算法的实现原理和应用，如线性回归、逻辑回归、决策树、神经网络、支持向量
机等。 第4章借助实际案例，...

C和C++安全编码
Robert C. Seacord/2013-12-24/机械工业出版社

塞克德所著的《C和C++安全编码(原书第2版)》是C/C++安全编码领域的权威著作，被视为“
标准”参考书，由国际资深软件安全专家撰写，美国CERT
主管亲自作序推荐。本书结合国际标准C11和C++11，以及C和C
++语言的最新发展，既详细阐述了C/C
++语言及其相关库固有的安全问题和陷阱，系统总结了导...

智能问答与深度学习
王海良 李卓桓 林旭鸣/2018-11/电子工业出版社

《智能问答与深度学习》面向在校学生或计算机软件从业人员，由浅入深地介绍了人工智能在
文本任务中的应用。《智能问答与深度学习》不但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和机器阅读
理解等基础知识，还简述了信息论、人工智能等的发展过程。...

文本上的算法
路彦雄/2018-3-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学习和从事自然语言处理相关工作的经验，力图用生动形象的方式深入浅出
地介绍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本书抛弃掉繁琐的证明，提取出算法的核心，帮助
读者尽快地掌握自然语言处理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本书主要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篇，
包含前3章内容，主要介绍一些基础的...



工业技术 / 16

精通Python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是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之中与人机交互相关的领域之一。
本书是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的一本综合学习指南，介绍了如何用Python实现各种NLP
任务，以帮助读者创建基于真实生活应用的项目。全书共10章，分别涉及字符串操作、统计语
言建模、形态学、词性标注、语法解析、语义分析、情感分析、信...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入门与实战
兰红云/2017-11-1/电子工业出版社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入门与实战》主要从语义模型详解、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基础算法和系统案
例实战三个方面，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相关的一些技术。对于每一个算法又分别从应用原理、
数学原理、代码实现，以及对当前方法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讲解。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入门与实战》面向的读者为有志于从事自然...

社交网站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原书第2版）
Matthew A. Russell/2015-1-28/机械工业出版社

社交网站数据如同深埋地下的“金矿”
，如何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哪些人正通过社交媒介进行联系？他们正在谈论什么？或者他们在
哪儿？本书第2版对上一版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和修订，它将揭示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与技巧。
你将学到如何获取、分析和汇总散落于社交网站（包括Facebook、Twitter、LinkedIn、...

大数据时代的算法
刘凡平/2017-1/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数据时代的算法：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及其典型实例》介绍在互联网行业中经常涉及的算
法，包括排序算法、查找算法、资源分配算法、路径分析算法、相似度分析算法，以及与机器
学习相关的算法，包括数据分类算法、聚类算法、预测与估算算法、决策算法、关联规则分析
算法及推荐算法。《大数据时代的算法...

统计学习方法
李航/2012-3/清华大学出版社

详细介绍支持向量机、Boosting、最大熵、条件随机场等十个统计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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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机器学习及实践
范淼 李超/2016-10-1/清华大学出版社

本书面向所有对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实践及竞赛感兴趣的读者，从零开始，以Python
编程语言为基础，在不涉及大量数学模型与复杂编程知识的前提下，逐步带领读者熟悉并且掌
握当下最流行的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与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如Scikitlearn、NLTK、Pandas、
gensim、XGBoost、Google Ten...

Spark MLlib机器学习
黄美灵/2016-4/电子工业出版社

《Spark MLlib机器学习：算法、源码及实战详解》以Spark
1.4.1版本源码为切入点，全面并且深入地解析Spark MLlib
模块，着力于探索分布式机器学习的底层实现。 《Spark MLlib
机器学习：算法、源码及实战详解》中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解析MLlib
的底层实现基础：数据操作及矩阵向量计算操...

无线电安全攻防大揭秘
360独角兽安全团队/2016-5/电子工业出版社

《无线电安全攻防大揭秘》着眼于无线通信安全领域，以无线通信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讨论
各种无线通信系统的安全问题。协议分析结合攻防实例，深入介绍安全攻防技术。案例题材囊
括物联网、车联网、移动通信、卫星导航及相关的软硬件安全。《无线电安全攻防大揭秘》共
分 9 章，其中第 1 章介绍作者在无线...

Spark高级数据分析
[美] Josh Wills/2015-1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使用Spark进行大规模数据分析的实战宝典，由著名大数据公司Cloudera
的数据科学家撰写。四位作者首先结合数据科学和大数据分析的广阔背景讲解了Spark
，然后介绍了用Spark和Scala进行数据处理的基础知识，接着讨论了如何将Spark
用于机器学习，同时介绍了常见应用中几个最常用的算法。此外还收...

解析深度学习语音识别实践
俞栋 邓力/2016-6/电子工业出版社

AlphaGo
与李世石的围棋大战激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是非的诸多争论。人工智能背后的工作原理深度学
习跳入大众的视野。AlphaGo
的大获全胜一定程度展示了深度学习在应用领域的成功，而语音识别正是深度学习取得显著成
功的应用领域之一。 本书是首次以深度学习为主线介绍语音识别应用的书籍，对读者了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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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orFlow实战
黄文坚 唐源/2017-2-1/电子工业出版社

Google近日发布了TensorFlow
1.0候选版，这个稳定版将是深度学习框架发展中的里程碑的一步。自TensorFlow
于2015年底正式开源，距今已有一年多，这期间TensorFlow
不断给人以惊喜，推出了分布式版本，服务框架TensorFlow Serving，可视化工具TensorFlow
，上层封装TF.Learn，其他语言（Go...

黑客秘笈
[美]彼得·基姆/2015-7-1/人民邮电出版社

所谓的渗透测试，就是借助各种漏洞扫描工具，通过模拟黑客的攻击方法，来对网络安全进行
评估。
本书采用大量真实案例和集邮帮助的建议讲解了在渗透测试期间会面临的一些障碍，以及相应
的解决方法。本书共分为10章，其内容涵盖了本书所涉的攻击机器/
工具的安装配置，网络扫描，漏洞利用，人工地查找和搜...

python黑帽子
[美]Justin Seitz/2015-8-1/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畅销书《Python 灰帽子—黑客与逆向工程师的 Python
编程之道》的姊妹篇，那本书一面市便占据计算机安全类书籍的头把交椅。本书由 Immunity
公司的高级安全研究员 Justin Seitz
精心撰写。作者根据自己在安全界，特别是渗透测试领域的几十年经验，向读者介绍了 Python
如何被用在黑客和渗透...

iOS应用逆向工程
吴航/2015-4-1/机械工业出版社

你是否曾因应用上线的第一天即遭破解而无奈苦恼，想要加以防范，却又束手无策？
你是否曾为某一应用深深折服，想要借鉴学习，却又无从下手？ 你是否已不满足于public API
，想要进军Cydia开发，却又求学无门？ 你是否已产生“不识Apple真面目，只缘身在App Store
中”的危机感，想要通过阅读来一窥...

机器学习实战：基于Sophon平台的机器学习理论与实践
星环科技人工智能平台团队 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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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方法及应用
邓力/2016-03-21/机械工业出版社

《深度学习：方法和应用》这本书对深度学习方法以及它在各种信号与信息处理任务中的应用
进行了概述。本书中所列举的应用是根据以下三个标准来选取的：（1）本书作者所具备的专业
技能和知识；（2）由于深度学习技术的成功应用而取得了重大突破的领域，比如语音识别和计
算机视觉等；（3）由于深度学习的应...

有趣的二进制
［ 日］ 爱甲健二/2015-10/人民邮电出版社

《有趣的二进制：软件安全与逆向分析》通过逆向工程，揭开人们熟知的软件背后的机器语言
的秘密，并教给读者读懂这些二进制代码的方法。理解了这些方法，技术人员就能有效地
Debug
，防止软件受到恶意攻击和反编译。本书涵盖的技术包括：汇编与反汇编、调试与反调试、缓
冲区溢出攻击与底层安全、钩子与注...

人工智能：李开复谈AI如何重塑个人、商业与社会的未来图谱
李开复 王咏刚/2017-04-1/文化发展出版社

人工智能已经来了，它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无处不在。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认知，重建人机相互协作的关系。史无前例的自动驾驶正在
重构我们头脑中的出行地图和人类生活图景，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也正在翻译、写作、绘画等
人文和艺术领域进行大胆的尝试。 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人工智能吗? 我们真...

R语言
[美]贾里德 P. 兰德（Jared P. Lander）/2015-6/机械工业出版社

资深数据专家凝炼数十年教学和实践经验，全面阐释如何使用R
的20%功能完成80%的现代数据工作。
本书是资深数据专家数十年教学与实践经验的结晶，以简单直接的方式详细讲解R
语言的所有基础知识，以及常见统计方法和模型在R
中的操作规范，通过大量实例，帮助读者快速理解并掌握R的核心功能，有效解决实...

Linux二进制分析
[美]瑞安 奥尼尔/2017-12-1/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进制分析属于信息安全业界逆向工程中的一种技术，通过利用可执行的机器代码（二进制）
来分析应用程序的控制结构和运行方式，有助于信息安全从业人员更好地分析各种漏洞、病毒
以及恶意软件，从而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本书是一本剖析Linux ELF
工作机制的图书，共分为9章，其内容涵盖了Linux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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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方法、实践与应用
王昊奋 漆桂林 陈华钧 主编/2019-8/电子工业出版社

知识图谱是较为典型的多学科交叉领域，涉及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图数据库
等多个领域。《知识图谱：方法、实践与应用》系统地介绍知识图谱涉及的关键技术，如知识
建模、关系抽取、图存储、自动推理、图谱表示学习、语义搜索、知识问答、图挖掘分析等。
此外，本书还尝试将学术前沿和实战结...

XSS跨站脚本攻击剖析与防御
邱永华/2013-9-1
《XSS跨站脚本攻击剖析与防御》是一本专门剖析XSS
安全的专业书，总共8章，主要包括的内容如下。第1章 XSS初探，主要阐述了XSS
的基础知识，包括XSS的攻击原理和危害。第2章 XSS利用方式，就当前比较流行的XSS
利用方式做了深入的剖析，这些攻击往往基于客户端，从挂马、窃取Cookie...

深入理解TensorFlow架构设计与实现原理
彭靖田 林健 白小龙/2018-5-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以TensorFlow 1.2为基础，从基本概念、内部实现和实践等方面深入剖析了TensorFlow
。书中首先介绍了TensorFlow
设计目标、基本架构、环境准备和基础概念，接着重点介绍了以数据流图为核心的机器学习编
程框架的设计原则与核心实现，紧接着还将TensorFlow
与深度学习相结合，从理论基础和程序实...

机器学习系统设计
Willi Robert，Lius Pedro Coelho著，刘峰 译/2014-7/人民邮电出版社

如今，机器学习正在互联网上下掀起热潮，而Python
则是非常适合开发机器学习系统的一门优秀语言。作为动态语言，它支持快速探索和实验，并
且针对Python
的机器学习算法库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结合实例分析教会读者如何通过
机器学习解决实际问题。 本书将向读者展示如何从原始数据中发...

机器学习
(美)丹尼尔·怀特纳克(Daniel Whitenack)著 ; 谢文江，姜明魁译/2018-12-08/北京 :

本书不仅清楚地介绍了在Go
世界中机器学习的技术和编程方面的内容，还有助于读者理解现实分析工作中合理的工作流程
和理念。本书的第1章~第3章讲述了在机器学习流程中如何准备和分析数据；第4章~
第7章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的技术；第8章和第9章对机器学习进行了深入探究；附录介绍了与机
器学习相关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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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rnetes in Action中文版
【美】Marko Luksa/2019-1/电子工业出版社

《Kubernetes in Action中文版》主要讲解如何在 Kubernetes 中部署分布式容器应用。《
Kubernetes in Action中文版》开始部分概要介绍了 Docker 和Kubernetes
的由来和发展，然后通过在 Kubernetes
中部署一个应用程序，一点点增加功能，逐步加深我们对于Kubernetes
架构的理解和操作的实践。在...

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
（加）海金（haykin，s）　著/2009-03-01/机械工业出版社

神经网络是计算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重要分支，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众多神经网
络著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simonhaykin
的《神经网络原理》(第4版更名为《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在本书中，作者结合近年来神
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最新进展，从理论和实际应用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神经网络的基...

C专家编程
（美）林登（linden，p.v.d） 著，徐波 译/2008-02-01/人民邮电出版社

《C专家编程》展示了最优秀的C程序员所使用的编码技巧，并专门开辟了一章对C
++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 书中C
的历史、语言特性、声明、数组、指针、链接、运行时、内存以及如何进一步学习C
++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深入的分析。全书撷取几十个实例进行讲解，对C
程序员具有非常高的实用价值。 本...

C++沉思录
（美）凯尼格，（美）莫欧　著，黄晓春　译/2008-01-0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基于作者在知名技术杂志发表的技术文章、世界各地发表的演讲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课程讲
义整理、写作而成，融聚了作者10多年c
++程序生涯的真知灼见。　　全书分为6篇32章，分别对c++语言的历史和特点、类和继承、stl
与泛型编程、库的设计等几大技术话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讨论，细微之处几乎涵盖了c++所...

C++ PRIMER中文版
（美）stanley b. lippman　josée lajoie　barbara e. moo/2010-02-01/人民邮电出版社

c
++诞生20年后，因其强大的功能、广泛的适用性和极高的效率，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主流编程语
言。但是c
++语言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挑战：其博大精深不仅令初学者望而生畏，而且即使是许多富于经
验的老手也很难全面掌握，更有不少c++程序员一直背负着c
语言的历史包袱，常常落入各种微妙难解的安全和性能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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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发的数学和物理
［ 日］ 加藤洁/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严格选取了游戏开发中最常用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通过游戏开发实例，配上丰富的插图，
以从易到难的顺序进行讲解。第1章到第5章分别讲解了物体的运动、卷动、碰撞检测、光线的
制作、画面切换的细分处理。这五章将2D游戏必需的知识一网打尽，同时还严格挑选了少量3D
游戏编程的基础内容以供参考。第...

逆向工程核心原理
[韩] 李承远/2014-4-25/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代码逆向分析的核心原理。作者在Ahnlab
研究所工作多年，书中不仅包括其以此经验为基础亲自编写的大量代码，还包含了逆向工程研
究人员必须了解的各种技术和技巧。彻底理解并切实掌握逆向工程这门技术，就能在众多IT
相关领域进行拓展运用，这本书就是通向逆向工程大门的捷径。 ...

Lua游戏开发实践指南
(美)斯库特玛,(美)马尼恩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Lua语言于1993年诞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至今已整整有20年历史。Lua
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将用它编写的程序嵌入到其他应用程序中，以便于为整个应用程序提供灵活
的扩展和定制功能。它不是为游戏开发而生的，但是如今游戏开发却在Lua
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具有简单、体积小、容易嵌入其他程...

Swift开发iOS App快速入门与实战
邓文渊/2016-03-01/清华大学出版社

Swifi集合了C与Objective—C
程序语言的优点，但比这两种编译语言在编译与运行上更加快捷。《Swift开发iOS App
快速入门与实战》以深浅有序的规划，贴切易懂的范例，引导读者快速进入程序设计语言学习
的领域；以讲解全新Xcode 6.X环境进行Swift的iOS 8 App
开发、仿真器应用与实机测试，并提...

Docker源码分析
孙宏亮/2015-8-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引导读者深入了解Docker实现原理的技术普及读物，主要目标是通过对Docker
架构和源代码的详细讲解和解剖，帮助读者对Docker的底层实现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作者通过大量的流程图和代码片段对Docker的架构、Docker的重要模块，特别是对Swarm、
Machine和Compose这三个模块进行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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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陷阱与缺陷
凯尼格/2008-2/人民邮电出版社

作者以自己1985年在Bell实验室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为基础，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扩展成为这本对
C程序员具有珍贵价值的经典著作。写作本书的出发点不是要批判C语言，而是要帮助C
程序员绕过编程过程中的陷阱和障碍。..
全书分为8章，分别从词法分析、语法语义、连接、库函数、预处理器、可移植性缺陷等几个...

大规模分布式存储系统
杨传辉/2013-9-1/机械工业出版社

《大规模分布式存储系统：原理解析与架构实战》是分布式系统领域的经典著作，由阿里巴巴
高级技术专家“阿里日照”（OceanBase
核心开发人员）撰写，阳振坤、章文嵩、杨卫华、汪源、余锋（褚霸）、赖春波等来自阿里、
新浪、网易和百度的资深技术专家联袂推荐。理论方面，不仅讲解了大规模分布式存储系统...

Objective-C基础教程
[美]Scott Knaster等/2013-5/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Objective-C
是一门面向对象、通用、高级、强大的编程语言。它有着优雅的编程环境，并发扬了C
语言的优秀特性，是苹果的iOS和OS X操作系统的主要编程语言。 本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了
Objective-C的基础知识和面向对象编程的重要概念，结合实例介绍了Cocoa
工具包的优秀特性及框架，以及...

Web之困
(美)Michal Zalewski/2013-10/机械工业出版社

《web之困：现代web应用安全指南》在web安全领域有“圣经”
的美誉，在世界范围内被安全工作者和web从业人员广为称道，由来自google chrome
浏览器团队的世界顶级黑客、国际一流安全专家撰写，是目前唯一深度探索现代web
浏览器安全技术的专著。本书从浏览器设计的角度切入，以探讨浏览器的各主要特性和由...

深入浅出Rust
范长春/2018-8-2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详细描述了Rust
语言的基本语法，穿插讲解一部分高级使用技巧，并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其背后的设计思
想。全书总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Rust
基本语法，因为对任何程序设计语言来说，语法都是基础，学习这部分是理解其他部分的前提。
第二部分介绍属于Rust独一无二的内存管理方式。它设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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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实用案例解析
John Myles White/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本书为机器学习技术提供了一些非常棒的案例研究。它并不想成为一本关于机器学习的工具
书或者理论书籍，它注重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而对于任何有一些编程背景和定量思维的人
来说，它都是不错的选择。 ——Max Shron OkCupid
机器学习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机...

深度探索C++对象模型
斯坦利·B.李普曼/2012-1/电子工业出版社

作者Lippman参与设计了全世界第一套C++编译程序cfront，这本书就是一位伟大的C
++编译程序设计者向你阐述他如何处理各种explicit（明确出现于C++程序代码中）和implicit
（隐藏于程序代码背后）的C++语意。 本书专注于C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底层机制，包括结构式语意、临时性对象的生成、封装、继承...

自然语言处理入门
何晗/2019-10/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是一本务实的入门书，助你零起点上手自然语言处理。 HanLP
作者何晗汇集多年经验，从基本概念出发，逐步介绍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信
息抽取、文本聚类、文本分类、句法分析这几个热门问题的算法原理与工程实现。书中通过对
多种算法的讲解，比较了它们的优缺点和适用场景，同时详细演...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卷4A
高德纳（Donald E. Knuth）/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系列被公认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权威之作，深入阐述了程序设计理论，
对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本书是该系列的第4卷A
，书中主要介绍了组合算法，内容涉及布尔函数、按位操作技巧、元组和排列、组合和分区以
及所有的树等。...

Effective C++
（美）梅耶 著，侯捷 译/2006-07-01/电子工业出版社

《Effective C
++：改善程序与设计的55个具体做法》(中文版)(第3版)一共组织55个准则，每一条准则描述一
个编写出更好的C
++的方式。每一个条款的背后都有具体范例支撑。第三版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崭新内容，包括
讨论资源管理和模板（templates
）运用的两个新章。为反映出现代设计考虑，对第二版论题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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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整洁之道
（美）马丁 著，韩磊 译/2010-01-01/人民邮电出版社

软件质量，不但依赖于架构及项目管理，而且与代码质量紧密相关。这一点，无论是敏捷开发
流派还是传统开发流派，都不得不承认。
本书提出一种观念：代码质量与其整洁度成正比。干净的代码，既在质量上较为可靠，也为后
期维护、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作为编程领域的佼佼者，本书作者给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网络虚拟化技术完全指南
敖志刚/2015-8/电子工业出版社

《网络虚拟化技术完全指南》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网络虚拟化的精髓、核心内容、基础知识、
技术原理、系统构建、体系架构、设计思路、实现方法、部署策略、模式模型、典型案例、主
要协议、管理平台、研究现状和最新发展方向，详细论述了虚拟机的监控、热备份、动态迁移
和自动部署；存储器件的动态分区和整...

UNIX环境高级编程
（美）史蒂文斯，（美）拉戈 著，尤晋元，张亚英，戚正伟 译/2006-05-01/人民邮电出版

本书是被誉为UNIX编程“圣经”的Advanced Programming in the UNIX Environment
一书的更新版。在本书第1版出版后的十几年中，UNIX行业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影响
UNIX
编程接口的有关标准变化很大。本书在保持了前一版风格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的标准对内容进
行了修订和增补，反映...

Redis 深度历险：核心原理与应用实践
钱文品/2019-1/电子工业出版社

Redis
是互联网技术架构在存储系统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中间件，也是中高级后端工程师技术面试中
面试官最喜欢问的工程技能之一，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互联网公司，通常要求面试者不仅仅掌握
Redis 基础用法，还要理解 Redis 内部实现的细节原理。《Redis
深度历险：核心原理与应用实践》作者老钱在使用 R...

网络游戏核心技术与实战
[日]中嶋谦互/2014-4/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围绕实时通信、大数据量通信的多人网络游戏开发，详细介绍了普通开发者如何在不使用
昂贵的中间件或者特殊开发环境的基础上，独自从零开始实现有趣的多人网络游戏系统，并讲
解了C/S MMO游戏和P2P MO
游戏这两个典型的开发案例。同时还从游戏运营和基础设施架构等角度，展现了支持网络游戏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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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运维
彭冬 朱伟 刘俊 王莉 陆松林 车亚强/2018-7/电子工业出版社

《智能运维：从0搭建大规模分布式AIOps
系统》结合大企业的智能运维实践，全面完整地介绍智能运维的技术体系，让读者更加了解运
维技术的现状和发展。同时，帮助运维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机器学习的常见算法模型，以
及如何将它们应用到运维工作中。 《智能运维：从0搭建大规模分布式AIOps系统》共...

Python算法教程
Magnus Lie Hetland/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用Python
语言来讲解算法的分析和设计。本书主要关注经典的算法，但同时会为读者理解基本算法问题
和解决问题打下很好的基础。全书共11章。分别介绍了树、图、计数问题、归纳递归、遍历、
分解合并、贪心算法、复杂依赖、Dijkstra
算法、匹配切割问题以及困难问题及其稀释等内容。本书在每一章结束的...

Python项目开发实战
(美) 卡塞尔 (Cassell，L.)，(美) 高尔德 (Gauld，A.) 著/2015-10-1/清华大学出版

通过实际项目增强你的Python技能
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及实际可操作的指导，本书将为你呈现真实世界中的Python
编程。书中的实际教程聚焦于功能，覆盖了基本的创建应用、构建和封装库。同时在有经验的
Python
教员一直为你提供有价值的见解的帮助下，你可以超越教程并开始创建项目。读者应该熟悉核
心...

构建之法（第三版）
邹欣/2017-6/人民邮电出版社

软件工程牵涉的范围很广, 同时也是一般院校的同学反映比较空洞乏味的课程。 但是，软件工程
的技术对于投身 IT 产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者有在世界一流软件企业 20
年的一线软件开 发经验，他在数所高校进行了多年的软件工程教学实践，总结出了在 16
周的时间内让同学们通过 “做 中学 (Lear...

Cloud Native Go
【美】Kevin Hoffman（凯文·霍夫曼） 【美】Dan Nemeth（丹·内梅斯）/2017-7/电
《Cloud Native Go：构建基于Go和React的云原生Web
应用与微服务》旨在向开发人员展示如何构建适用于大流量、高并发场景下的云原生Web
应用。《Cloud Native Go：构建基于Go和React的云原生Web
应用与微服务》从搭建开发测试环境开始，逐步介绍使用Go语言构建微服务的方法，通过引入
C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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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编程
[美] Eric Matthes/2016-7/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针对所有层次的Python 读者而作的Python
入门书。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用Python 编程所必须了解的基本概念，包括matplotlib、
NumPy 和Pygal 等强大的Python 库和工具介绍，以及列表、字典、if
语句、类、文件与异常、代码测试等内容；第二部分将理论付诸实践，讲解如何开发三个...

Go Web编程
[新加坡]Sau Sheong Chang(郑兆雄)/2017-11-22/人民邮电出版社

《Go Web 编程》原名《Go Web Programming》，原书由新加坡开发者郑兆雄（Sau Sheong
Chang）创作、 Manning
出版社出版，人名邮电出版社引进了该书的中文版权，并将其交由黄健宏进行翻译。 《Go
Web 编程》一书围绕一个网络论坛
作为例子，教授读者如何使用请求处理器、多路复用器、模板引...

React
卓越开发者联盟/2015-5-1/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4 年横空出世的由Facebook 推出的开源框架React.js，基于Virtual DOM
重新定义了用户界面的开发方式，彻底革新了大家对前端框架的认识，将PHP
风格的开发方式迁移到客户端应用开发。其优势在于可以与各种类库、框架搭配使用。《React
：引领未来的用户界面开发框架》是这一领域的首作，由多...

React快速上手开发
[保] Stoyan Stefanov/2017-3/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旨在帮你掌握Facebook的开源技术React，迅速建立富Web
应用，构建组件并将其组织成可维护的大型应用程序。 解开Web应用开发之谜，从了解React
基本原理开始。 * 设置React并编写第一个Hello World应用 * 创建并使用自定义React
组件以及通用DOM组件 * 构建一个可以编辑、排序、搜索和导出...

架构整洁之道
Robert C. Martin/2018-09-01/电子工业出版社

《架构整洁之道》是创造“Clean神话”的Bob大叔在架构领域的登峰之作，围绕“架构整洁”
这一重要导向，系统地剖析其缘起、内涵及应用场景，涵盖软件研发完整过程及所有核心架构
模式。《架构整洁之道》分为6部分，第1部分纲领性地提出软件架构设计的终极目标，描述软
件架构设计的重点与模式；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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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卷1, 基本算法
Donald E. Knuth/2016-01-1/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系列是公认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经典之作，深入阐述了程序设计理论，
对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本书是该系列的第 1
卷，讲解基本算法，其中包含了其他各卷都需用到的基本内容。本卷从基本概念开始，然后讲
述信息结构，并辅以大量的习题及答案。...

DevOps
伦恩·拜斯 (Len Bass),英戈·韦伯 (Ingo Weber),朱黎明/2017-03-24/机械工业出版

本书从软件架构师视角讲解了引入DevOps
实践所需要拥有的技术能力，涵盖运维、部署流水线、监控、安全与审计以及质量关注。通过3
个经典案例研究，讲解了在不同场景下应用DevOps实践的方法。这对于想应用DevOps
实践的组织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本书共五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介绍DevOps的背景...

小程序，巧应用
熊普江 谢宇华/2017-1-9/机械工业出版社

系统全面地讲解微信小程序的开发技术。开篇创建一个小程序项目并解析体验，介绍如何由零
开始创建一个小程序，全面体验小程序的开发工具、界面、开发框架、实现过程及其主要代码
框架，了解小程序的应用场景及开发要求。接着介绍小程序开发基础，包括小程序开发的语言
与语法、函数方法、模块、事件交互等...

�算机程序����・卷3
[美] 高德纳（Donald E. Knuth）/2017-2/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系列被公认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权威之作，深入阐述了程序设计理论，
对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本书为该系列的第3卷，全面讲述了排序和查找算法。
书中扩展了卷1中数据结构的处理方法，并对各种算法的效率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卷2, 半数值算法
[美] 高德纳（Donald E.Knuth）/2016-7-1/人民邮电出版社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系列被公认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杰出之作，深入阐述了程序设计理论，
对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本卷为系列的第2卷，全面讲解了半数值算法，分“
随机数”和“算术”
两章。书中总结了主要算法范例及这些算法的基本理论，广泛剖析了计算机程序设计与数值分
析间的相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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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程序设计语言
Array/2016-01-01/机械工业出版社

Web前端黑客技术揭秘
徐少培/2013-1/电子工业出版社

Web前端的黑客攻防技术是一门非常新颖且有趣的黑客技术，主要包含Web
前端安全的跨站脚本（XSS）、跨站请求伪造（CSRF
）、界面操作劫持这三大类，涉及的知识点涵盖信任与信任关系、Cookie安全、Flash安全、
DOM渲染、字符集、跨域、原生态攻击、高级钓鱼、蠕虫思想等，这些都是研究前端安全...

Kubernetes权威指南
龚正 吴治辉 王伟 崔秀龙 闫健勇 崔晓宁 刘晓红/2016-10/电子工业出版社

Kubernetes是由谷歌开源的Docker
容器集群管理系统，为容器化的应用提供了资源调度、部署运行、服务发现、扩容及缩容等一
整套功能。《Kubernetes权威指南：从Docker到Kubernetes
实践全接触（第2版）》从一个开发者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囊括了Kubernetes
入门、核心原理、实践指南、开发指...

流畅的Python
[巴西] Luciano Ramalho/2017-5-15/人民邮电出版社

【技术大咖推荐】 “很荣幸担任这本优秀图书的技术审校。这本书能帮助很多中级Python
程序员掌握这门语言，我也从中学到了相当多的知识！”——Alex Martelli，Python
软件基金会成员 “对于想要扩充知识的中级和高级Python
程序员来说，这本书是充满了实用编程技巧的宝藏。”——Daniel Greenfeld...

Linux多线程服务端编程
陈硕/2013-1-15/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主要讲述采用现代C++ 在x86-64 Linux 上编写多线程TCP
网络服务程序的主流常规技术，重点讲解一种适应性较强的多线程服务器的编程模型，即one
loop per thread。这是在Linux 下以native
语言编写用户态高性能网络程序最成熟的模式，掌握之后可顺利地开发各类常见的服务端网络
应用程序。本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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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莓派+传感器
[印度]鲁什 贾加 Rushi Gajjar/2016-3-1/机械工业出版社

树莓派从2012年发行一个版本以来，由于其通用的架构、标准的接口和丰富的外围设备，吸引
了无数硬件和软件工程师的眼球，将其视为投身物联网产业的必备法宝之一。本书详细讲解了
如何将传感器集成到树莓派电脑板，创建令人难忘的交互式项目，并用Linux和Python
深入挖掘树莓派的功能，为那些希望了解各种...

Web安全之强化学习与GAN
刘焱/2018-04-18/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AI
安全领域三部曲的第三部，重点介绍强化学习和生成对抗网络的基础知识和实际应用，特别是
在安全领域中攻防建设的实际应用。全书共14章，从AI
安全攻防的基础知识，到智能工具的打造，全面介绍如何使用AI
做安全建设的方法。内容包括如何衡量机器学习算法的性能以及集成学习的基本知识，...

轻量级Django
茱莉亚·埃尔曼 (Julia Elman) 马克·拉温 (Mark Lavin)/2016-11-1/中国电力出版社

自Django 创建以来，各种各样的开源社区已经构建了很多Web 框架，比如JavaScript
社区创建的Angular.js 、Ember.js 和Backbone.js 之类面向前端的Web 框架，它们是现代Web
开发中的先驱。Django 从哪里入手来适应这些框架呢？我们如何将客户端MVC
框架整合成为当前的Django 基础架构？ 本...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
张竞宇/2018-6/电子工业出版社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的兴起，企业对人工智能领域产品经理的人才需求也开始井喷，人工智能产
品经理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人力资源。实际上，人工智能确实给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带来了
全方位的升级，这也给产品经理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关注人工智能产品的产品经理
们面临的一次关键转型考验。 《人工智...

Python Cookbook
Brian K. Jones/2015-5-1/人民邮电出版社

《Python Cookbook（第3版）中文版》介绍了Python
应用在各个领域中的一些使用技巧和方法，其主题涵盖了数据结构和算法，字符串和文本，数
字、日期和时间，迭代器和生成器，文件和I/O
，数据编码与处理，函数，类与对象，元编程，模块和包，网络和Web
编程，并发，实用脚本和系统管理，测试、调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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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JavaScript
Axel Rauschmayer/2015-12/人民邮电出版社

avaScript是目前Web开发领域非常流行的一种编程语言，得到众多IT
从业人员和编程爱好者的关注。 本书是一本全面、深入介绍JavaScript
语言的学习指南。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1部分帮助读者快速入手，掌握基本的JavaScript
编程要点；第2部分介绍JavaScript的发展和技术背景；第3部分深入探索Jav...

模糊测试
【美】A. Amini, P/2013-10/电子工业出版社

随着软件安全性问题变得越来越关键，传统的仅由组织内的少数安全专家负责安全的模式正受
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模糊测试是一种能够降低安全性测试门槛的方法，它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手
段让组织的开发和测试团队都能参与到安全性测试中，并能够通过启发式等方法不断积累安全
测试的经验，帮助组织建立更有效的面...

计算机程序的构造和解释（原书第2版）
Harold Abelson等/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入门课程教材之一，
从理论上讲解计算机程序的创建、 执行和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构造过程抽象，构造数据抽象，模块化、
对象和状态，元语言抽象，寄存器机器里的计算等。...

C和指针
Kenneth A.Reek/2008 年4月/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提供与C
语言编程相关的全面资源和深入讨论。本书通过对指针的基础知识和高级特性的探讨，帮助程
序员把指针的强大功能融入到自己的程序中去。
全书共18章，覆盖了数据、语句、操作符和表达式、指针、函数、数组、字符串、结构和联合
等几乎所有重要的C编程话题。书中给出了很多编程技巧和提示，每章...

编译原理（第2版）——计算机科学丛书
（美）阿霍　等著，赵建华　等译/2009-01-0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编译器设计方面的重要主题，包括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法制导定
义和语法制导翻译、运行时刻环境、目标代码生成、代码优化技术、并行性检测以及过程间分
析技术，并在相关章节中给出大量的实例。与上一版相比，本书进行了全面修订，涵盖了编译
器开发方面最新进展。每章中都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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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月神话
[美] Frederick P. Brooks, Jr./2010-8/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内容源于作者Brooks在IBM公司任System/360计算机系列以及其庞大的软件系统OS/
360项目经理时的实践经验。在本书中，Brooks
为人们管理复杂项目提供了最具洞察力的见解，既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观点，又有大量软件工程
的实践，为每个复杂项目的管理者给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大型编程项目深受由于...

人人都是架构师
高翔龙/2017-5/电子工业出版社

《人人都是架构师：分布式系统架构落地与瓶颈突破》并没有过多渲染系统架构的理论知识，
而是切切实实站在开发一线角度，为各位读者诠释了大型网站在架构演变过程中出现一系列技
术难题时的解决方案。《人人都是架构师：分布式系统架构落地与瓶颈突破》首先从分布式服
务案例开始介绍，重点为大家讲解了大...

深入理解LINUX内核
（美）博韦，西斯特 著，陈莉君，张琼声，张宏伟 译/2007-09-01/中国电力出版社

为了彻底理解是什么使得Linux
能正常运行以及其为何能在各种不同的系统中运行良好，你需要深入研究内核最本质的部分。
内核处理CPU
与外界间的所有交互，并且决定哪些程序将以什么顺序共享处理器时间。它如此有效地管理有
限的内存，以至成百上千的进程能高效地共享系统。它熟练地统筹数据传输，这样C...

类型和程序设计语言
（美）皮尔斯 著，马世龙，蛙跃飞 等译/2005-05-01/电子工业出版社

类型理论在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熟的类型系统可以帮助完善程序设
计本身，帮助运行系统检查程序中的语义错误。
要理解类型系统在程序设计语言中发挥的作用，本书将是首选读物。本书内容覆盖基本操作语
义及其相关证明技巧、无类型lambda演算、简单类型系统、全称多态和存在多态、类...

用户故事与敏捷方法
（美）科恩 著，石永超，张博超 译，李国彪，滕振宇 审校/2010-04-01/清华大学出版社

本书详细介绍了用户故事与敏捷开发方法的结合，诠释了用户故事的重要价值，用户故事的实
践过程，良好用户故事编写准则，如何搜集和整理用户故事，如何排列用户故事的优先级，进
而澄清真正适合用户需求的、有价值的功能需求。　　本书对于软件开发人员、测试人员、需
求分析师和管理者，具有实际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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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2版）
（美）布莱恩特，奥哈拉伦　著，龚奕利，雷迎春　译/2011-01-0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从程序员的视角详细阐述计算机系统的本质概念，并展示这些概念如何实实在在地影响应
用程序的正确性、性能和实用性。全书共12章，主要内容包括信息的表示和处理、程序的机器
级表示、处理器体系结构、优化程序性能、存储器层次结构、链接、异常控制流、虚拟存储器、
系统级i/o、网络编程、并发编程等。...

程序员必读之软件架构
[英] Simon Brown/2014-12/人民邮电出版社

通常，人们对软件架构师持两种错误的看法。有人认为软件架构师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职位；有
人认为软件架构师完全不懂开发，只是会画条条框框的指挥家。本书将打破这些传统的认知，
模糊软件开发和架构在流程中的界限，进而为软件架构正名。本书是一本强调实践、注重实效、
轻量级、面向开发者的软件架构指南...

SQL注入攻击与防御
Justin Clarke/2013-10-18/清华大学出版社

SQL注入攻击是一种已经长期存在，但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克拉克所著的《SQL
注入攻击与防御(第2版)》致力于深入探讨SQL注入问题。《SQL
注入攻击与防御(第2版)》前一版荣获2009Bejtlich
最佳图书奖，第2版对内容做了全面更新，融入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如何在移动设备上
利用SQ...

码农翻身
刘欣/2018-06-1/电子工业出版社

《码农翻身》用故事的方式讲解了软件编程的若干重要领域，侧重于基础性、原理性的知识。
《码农翻身》分为6章。第1章讲述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第2章侧重讲解Java
的基础知识；第3章偏重Web后端编程；第4章讲解代码管理的本质；第5章讲述了JavaScript
的历史、Node.js的原理、程序的链接、命令式和声明...

人工智能简史
尼克/2017-1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全面讲述人工智能的发展史，几乎覆盖人工智能学科的所有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的起源。
、自动定理证明、专家系统、神经网络、自然语言处理、遗传算法、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超
级智能、哲学问题和未来趋势等，以宏阔的视野和生动的语言，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全面回顾和
深度点评。 本书作者和书中诸多人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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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竞赛入门经典（第2版）
刘汝佳/2014-5-1/清华大学出版社

《算法竞赛入门经典（第2版）》是一本算法竞赛的入门与提高教材，把C/C
++语言、算法和解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淡化理论，注重学习方法和实践技巧。全书内容分为
12 章，包括程序设计入门、循环结构程序设计、数组和字符串、函数和递归、C++与STL
入门、数据结构基础、暴力求解法、高效算法设计、动态...

从零开始学架构
李运华/2018-9-1/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1）
架构设计基础，包括架构设计相关概念、历史、原则、基本方法，让架构设计不再神秘；2）
架构设计流程，通过一个虚拟的案例，描述了一个通用的架构设计流程，让架构设计不再依赖
天才的创作，而是有章可循；3） 架构设计专题：包括高性能架构设计、高可用架构设计、可...

人工智能中的深度结构学习
尤舒亚·本吉奥 (Yoshua Bengio)/2017-07-01/机械工业出版社

Rust编程之道
张汉东/2019-1/电子工业出版社

Rust
是一门利用现代化的类型系统，有机地融合了内存管理、所有权语义和混合编程范式的编程语
言。它不仅能科学地保证程序的正确性，还能保证内存安全和线程安全。同时，还有能与C/C
++语言媲美的性能，以及能和动态语言媲美的开发效率。 《Rust
编程之道》并非对语法内容进行简单罗列讲解，而是从四个...

Web安全之深度学习实战
刘焱/2018-1/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现今的互联网公司中，产品线绵延复杂，安全防御体系无时无刻不在应对新的挑战。哪怕是
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安全从业者，在面对层出不穷的攻击手段和海量日志数据时也会望洋兴叹。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是这些问题天然契合的解决方案，在数据量以指数级不断增长的未来，甚
至有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当AI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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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3网络爬虫开发实战
崔庆才/2018-04-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如何利用Python
3开发网络爬虫，书中首先介绍了环境配置和基础知识，然后讨论了urllib、requests
、正则表达式、Beautiful Soup、XPath、pyquery、数据存储、Ajax
数据爬取等内容，接着通过多个案例介绍了不同场景下如何实现数据爬取，后介绍了pyspider
框架、Scrapy框架和分布式爬虫。 ...

Web安全之机器学习入门
刘焱/2017-8
近几年，人工智能无疑成为人们口中的热点话题，先是谷歌的AlphaGo
，后有百度的度秘、无人车，微软必应搜索推出的小冰。这一系列人工智能产品的推陈出新，
令人眼花缭乱，一时间给人的感觉是人工智能遍地开花。无论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人工智能
都在迅速渗透各行各业。网络安全相比之下是一个传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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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爆流行
[美]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2019-5-1/中信出版集团

 印象派画作是如何流行开来的？  特朗普的成功竞选和Lady Gaga
的走红，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从“星球大战”
系列到《权利的游戏》《五十度灰》，这些热门巨制本质上讲的只是同一个故事？ 
我们该如何利用一个流行产品的经验去引爆下一个？  在这本《引爆流行》中，作者德里克•
汤普森通过...

刷新
[美]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2017-12-1/中信出版社

互联网时代的霸主微软，曾经错失了一系列的创新机会。但是在智能时代，这家科技公司上演
了一次出人意料的“大象跳舞”
。2017年，微软的市值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在科技公司中仅次于苹果和谷歌，高于亚马逊和
脸谱
网。除了传统上微软一直占有竞争优势的软件领域，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微软也获得
强...

稻盛和夫的实学, 阿米巴模式
[日]谷武幸/2013-6/东方出版社

所谓阿米巴经营就是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
企业内部的小集体组织就像自由自在地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
。阿米巴作为一个核算单位，是一个拥有明确的志向和目标、持续自主成长的独立组织。以各
个阿米巴的领导为核心，让其自行制订各自的计划，并依靠全体成员的智慧和努力来完成目标。
通过这种做...

支付战争
［美］埃里克·杰克逊/2015-5-19/中信出版社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创业计划，在线支付鼻祖PayPal试图创造一个“统治世界”
的金融操作系统，并在全球成功推广一款颠覆式的互联网产品。 《支付战争》的作者是
“PayPal黑帮”
成员之一，他真实还原了这个伟大产品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在后来的发展壮大之路上，如何应
对融资紧张、突破增长瓶颈，在竞争者...

清醒
弗雷德·考夫曼/2017-03-01/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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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本质（修订版）
[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2018-9/中信出版社

他们曾被说成是白人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牺牲者。
他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
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陷阱，前路不明……
为什么贫穷？
为什么他们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
免费的...

可设计的增长
珍妮·丽迪卡 (Jeanne Liedtka);蒂姆·奥格尔维 (Tim Ogilvie)/2016-09-01/机械工

珍妮·丽迪卡与蒂姆·奥格尔维在这本书中讨论了最近热门的商业话题之一“设计思维”
，或者说将抽象的点子转化为具体应用，实现商业成长最大化的能力。丽迪卡与奥格尔维通过
设计思维方式、技巧和用语的说明，解密设计与成长之间的关系，用一种简明的方式告诉管理
者如何开发设计潜力。 以苹果及其独具匠心...

商业模式新生代
[瑞士]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Alexander Osterwalder) [比利时]伊夫·皮尼厄（/2016-
对于那些致力于改进或创造商业模式的先驱来说，
《商业模式新生代》是一本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用的、启发性的工具书。
改变你思考商业模式的方式
《商业模式新生代》将会告诉你当下领先公司正在使用的强大而实用的创新技巧。你将学会如
何系统地理解、设计和实施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或者分析与更新旧...

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
彼得·林奇 约翰·罗瑟查尔德/2018-5/机械工业出版社

通过本书，彼得·
林奇让普通投资者建立了战胜专业投资者的信心，讲述了一套简单易学的股票投资策略。书中
没有深奥的理论，菜鸟级的投资者也能心领神会，专业投资者则视其为行业教科书反复研读。
本书出版后不久，彼得·林奇就接到一个电话："我是奥马哈的沃伦·
巴菲特，我刚刚读完你的书，我非常喜欢。...

财务自由之路
[德] 博多·舍费尔/2017-3/现代出版社

极简理财术，7年内实现财务自由！ ◇如何快速清偿债务； ◇如何在正确储蓄的同时积累财富；
◇11条能立刻增加财富的绝密法则； ◇银行秘而不宣的投资理财内幕知识。
拥有财富是每个人生来便被赋予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长期计划变成有钱人！这本书将为
你提供一生中的最佳投资理财策略！ 你是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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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自由之路. Ⅱ, 3年内让你的个人资产翻一番
(德) 博多·舍费尔/2018-10/现代出版社

全球累积销量突破200万册！博多·
舍费尔全新力作！现象级投资理财畅销书《财务自由之路》（全球销量1000万册）进阶实战篇
！ “欧洲巴菲特”告诉你的关于实现财务自由，那些具体而又行之有效的关键策略与实践规则。
无论您收入高低，对自己的收入是否满意，总会有人比您的收入高出许多，有的人赚的是您的..
.

香帅金融学讲义
香帅/2020-9/中信出版社

商业的本质
【美】杰克•韦尔奇 / 苏茜•韦尔奇 作者/2016-04-6/中信出版社

杰克·韦尔奇《商业的本质》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zc5NjM2MA==.html ----------------------------- 1. “
全球第一CEO”杰克•
韦尔奇，继管理圣经《赢》之后潜心10年，封笔之作，致敬工业时代，回归商业本质。 2.杰克•
韦尔奇专文中文版序言，吴晓波、领英中国总裁沈博...

富爸爸穷爸爸本版随书附赠价值198元的“小白财商在线课程”
罗伯特·清崎/四川人民出版社

创业者手册
[美] 鲍勃·多夫/2013-1/机械工业出版社

我们发现，企业的成功程度和创始人使用本书的频繁程度成正比。书中折角越多，书被翻得越
破，企业取得的成功就越显著。阅读本书切忌囫囵吞枣。
所有创业者都坚信自己的道路与众不同，他们在踏上创业之路时从不设计路线图，认为其他模
式或模板并不适合自己。同样是初创企业，有些能够取得成功而有些只能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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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创业法
[美] Steven Gary Blank/2012-8-1/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步创业法》获李开复推荐，是精益创业理论的奠基之作。作者Steven Gary Blank
博士是硅谷资深企业家，他一共创办了八家企业，并担任多家硅谷公司的董事和创业顾问。本
书总结作者25年创业经验，提出全新的客户发展方法 （诣在弥补传统产品开发方法的缺陷）
，掀起了硅谷近年精益创业 的浪潮。七印部...

价值
张磊/2020-9-2/浙江教育出版社

精益创业实战（第2版）
Ash Maurya/2013-1/人民邮电出版社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时代，人们制造的新产品堆积如山，但其中绝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不是无法做出想要的东西，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制造出了不
对路的产品。 我们迫切需要一个系统的流程来快速检查各种产品理念，提高成功率——
而这恰恰是本书的承诺。 在这本发人深思的...

国富论
[英] 亚当·斯密/2019-1/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富论》中亚当·
斯密解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因何而富有？作者从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货币及价格
的解释以及利润工资、地租、资本、税收、贸易等等的分析。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
论和实践计划结合在一起，以大量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巧妙采用丰富的生活实例来诠释经济学
的现象和道理。总...

从零开始学开公司
任昱衡,编者/2018-11-01/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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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3：跳出疯狂的忙碌
贾森·弗里德（Jason Fried)、戴维·海涅迈尔·汉森（David Heinemeier Ha/2020-
在叫嚣着“颠覆世界”“商场如战场”的这个时代，好像人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
这为他们每天晚上9点开会、周末加班赶工和让整个公司一起加班找了个好理由。
作为一家长期赢利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两位作者明确反对这些让人每天感到混乱、焦虑，且
让人疲惫不堪的工作方式。通过展示Basecamp公司在公司愿景...

国富论
[英]亚当·斯密｜高格 译/2018-12-13/中国华侨出版社

优秀的叛逆者
[美] Carmen Medina/2015-8/人民邮电出版社

当代职场中，很多人为在工作中作出改变而苦苦挣扎，为劝说领导采取行动而头疼不已，想挑
战传统思维、引入新思想，却担心被视为麻烦制造者。本书针对这个普遍存在的职场难题给出
了解决之道。作者就应对公司政治、完善和交流思想、改进工作方式、解决争论、自我管理等
给出了具体的技巧和建议，让你在工作...

用户思维+
Kathy Sierra/2017-9-25/人民邮电出版社

畅销产品与普通产品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若没有巨额预算、不爱营销噱头、不开奢华的产品发
布会，如何打造可持续成功的产品？本书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观点：用户并不关心产品
本身有多棒，而是关心使用产品时自己有多棒。作者利用其多年的交互设计经验，生动阐释了
这一观点背后的科学。可贵的是，本书...

进化
[美] Brian Fitzpatrick [美] Ben Collins-Sussman/2016-10/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旨在提高人与人合作的能力。作者以其自身的经历为基础，阐明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提
出了加强合作的具体方法，并辅以实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全文主要从三个角度介绍了团队合作
的方法：如何处理团队中有关人的方面；如何在良好或不佳的公司中工作；如何与用户合作以
创造更优秀的产品。如果你想提高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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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点突破
张本伟 赵鑫 杨琰华/2016-8-20/中信出版社

这本书致力于帮助-1到1岁的创业者寻找创业机会，思考商业模式。如果您是初次创业或准备创
业，即将进入从0到1的阶段，那么恭喜，这本书就是为您写的。
我们从3个角度思考如何寻找创业机会：巨大的市场，精准的突破点，优秀的团队。
首先，好的创业机会，必须定位精准的细分市场，也就是精准的客群和精准...

硅谷产品: 36讲直通世界级产品经理
曲晓音/2018-10-1/电子工业出版社

《硅谷产品：36讲直通世界级产品经理》是Facebook
资深产品经理曲晓音撰写的产品实战教程，立足于作者在Facebook、Instagram、Microsoft、
Atlassian
等硅谷科技公司的工作经验，分享硅谷先进的产品思维和方法论，用实际案例带领读者了解硅
谷产品经理的所想所做。 《硅谷产品：36讲直通世界级产品经理...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受益
[美]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2014-1/中信出版社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国家其实没有政府？
为什么负债对你不好，以及为什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效率”根本缺乏就是效率？
为什么政府和社会政策保护强者，却伤害弱者？
为什么你应该在还没入职之前，就应该写好辞职信？
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为什么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尼采有句名言：“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

互联网企业安全高级指南
赵彦 江虎 胡乾威/2016-8-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由业内多位顶级安全专家亲力打造，分享了他们十多年的安全行业经验。
从技术到管理，从生产网络到办公网络，从攻防对抗到业务风控，涉及安全领
域的各个维度，包括了三十多个重要话题，为企业实施符合互联网特性的安全
解决方案提供了实战指南。...

实战移动互联网营销
江礼坤/2016-1/机械工业出版社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又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的价
值与前景，但是在具体操作时，移动互联网具体如何玩？企业如何向移动互联网转型？如何通
过移动互联网做营销？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虽然目前相关的资料和文章很多，但是都
过于零散，让人看完后，还是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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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的自我修养
李笑来/2018-9-21/江苏文艺出版社

你可以是新手，但你必须不是韭菜！记住—— ◆韭菜的根本误区在于，把交易当作零和游戏 ◆
降低你的交易频率，降低降低再降低 ◆不要一进场就买买买，看上一年再动手 ◆
已经买了？先买交易量最大的那只！ ◆你需要的是学习和成长，不是打探“内部消息” ◆Never
All-in，不要全职投资 ◆认真生活，这比...

精益创业
[美] 埃里克·莱斯/2012-8/中信出版社

《精益创业: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内容简介：我们正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创业兴盛时代，但无
数创业公司都黯然收场，以失败告终。精益创业代表了一种不断形成创新的新方法，它源于“
精益生产”的理念，提倡企业进行“验证性学习”
，先向市场推出极简的原型产品，然后在不断地试验和学习中，以最小的成本和有...

众筹
杨倩/2014-5-2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未来属于众筹。十年内，众筹在全球将有3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本书站在市场最前沿，回眸众筹历史，描述众筹的当下图景，理性分析众筹模式的革命性，勾
勒出在社交网站上玩转众筹的模式，并深入解读中美众筹业不同的发展机遇与监管规则，解密
推动众筹成为主流筹资方式的动力所在。 本书适合希望在互联网...

让大象飞
史蒂文·霍夫曼/2017-3/中信出版社

这是一本为中国创业者量身定做的创业指南，将帮助创业者理解创新的基本方法、模式和硅谷
的创业理念。作者霍夫曼频繁地穿梭于中美两地，与不同的创业者、投资人、政府负责人进行
对话，积累了大量的来自中国创业者的第一手经验。在这本书里，从创业团队的人员配备到创
业融资的成败再到团队的高效管理，从...

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
[美]埃里克·施密特/2015-8/中信出版社

谷歌高管手绘风漫画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xMzQ3NjMyMA==.html?from=y1.7-1.2 Google
掌门人第一本国内引进作品 首次公开谷歌内部的管理与运营方法
全面解密执掌谷歌10余年的内幕故事 谷歌 创始人拉里•佩奇作序推荐
今日的谷歌是全球最具标志性的企业，在各个领域都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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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王坚/2018-05-21/中信出版社

50多万年前的关键词是光明与黑暗， 50多年前的关键词是数字和模拟，
而今天的关键词是在线与离线。
移动互联网是比传统互联网在线程度更深的互联网。对于真正成熟的互联网来说，手机只是诸
多的在线设备之一，慢慢地，每一个设备都会变成互联网的终端。
真正的竞争力，是把所有人都可能拥有的东西变成财...

重新理解创业:一个创业者的途中思考
周航/2018-10-20/中信出版社

易到用车创始人/
顺为资本投资合伙人周航，首度复盘20年创业经历，全方位坦陈创业得与失。这不是一本创业
成功手册，却是思想的一次出走。
20年创业经历的咀嚼与反思，从战略、品牌、竞争，到流量、领导力、团队管理等，多角度多
维度的重新认知，如李开复所言，“都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经验，值得每一位创...

见识
吴军/2018-3-1/中信出版社

《见识》是硅谷投资人、国家文津图书奖得主吴军博士首部认知升级类著作，吴军老师认为，
与其他外部资源或者个人因素相比，个人的成就首先取决于“见识”
。因此在书中，他将自己的经历，以及身边那些时代先行者的经验，以鲜明睿智的方式阐述出
来，为你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值得深度思考的看待世界、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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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城邦·娱乐至死
［美］尼尔·波兹曼 著，章艳 译/2015-5/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
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是尼尔·波兹曼的代表作之一。
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
何其...

5分钟商学院套装
刘润/中信出版社

这个时代，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被卷进了“无限责任时代”。每个人都是自己这家“
无限责任公司”的CEO，承担自身的风险和回报。 你应该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自己——
组团队，构建自己的协作关系；做产品，塑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创品牌，呵护自己的名声；
控资源，把注意力投放到产出更高的地方。 《5分...

副业赚钱之道 从0到1打造多元化收入
安晓辉 程涛/人民邮电出版社

我们想挣更多钱、想晋升、想要更丰富的生活、想提升竞争力、想自由职业……却往往被“
持续攀爬职场阶梯”这一固定轨道限制住了思维，无法创造更多精彩。 《副业赚钱之道
从0到1打造多元化收入》提供的正是帮助读者跨越职场栏杆创造全新可能的思维、方法和工具
：三花聚顶法帮助读者判断何时开始探索新可...

成长型思维
[英]乔·欧文(Jo Owen)/2018-5/人民邮电出版社

经过14年对世界各地领导者的研究，本书作者乔·
欧文发现，最优秀、最成功的领导者之所以和其他人做得不一样，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技
能，而在于他们思维模式的不同。
这本书会帮助你解密自己真正的潜力，告诉你如何拥有超越成功、终身成长的七种重要思维模
式。正确的思维模式能够帮助你发现职场上更多...

掌控力——让所有人对你讲真话
[美]菲利普•休斯顿 迈克尔•弗洛伊德 苏珊•卡尼瑟洛/2017-2/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审讯间谍、商战博弈、职场斗法、谈判交涉…… 掌控力无处不在，如何叫ta知无不言?
本书作者来自一个实打实的精英团队，他们在情报和执法领域摸索和积累的技术，不仅在审讯
领域屡试不爽，也同样适用于生活场景，不管我们的目标是谈判公司合并条款、让零售店员工
道出偷窃真相，还是识破推销员的不实之词，...



社会科学 / 45

非虚构的艺术
[美] 特雷西·基德尔 理查德·托德/2020-05-1/上海译文出版社

《非虚构的艺术》记述了一位作家和一位编辑在近四十年的共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它的目
标受众是读者和作家，是那些关心写作、关心如何写作和提高写作的人。我们基本的前提，就
是你有能力学会如何写得更好。
在坚持事实方面，我们毫不含糊。非虚构远不止于事实确凿，可是它的出发点，就是不要凭空
捏造。...

生活黑客
[美]约瑟夫·M.小雷格尔/2020-8-5/台海出版社

把破解系统的黑客思维带入生活 人生可以这么使巧劲，四两拨千斤 【内容简介】
生活黑客是一个新兴的社会文化现象，英文中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Lifehacker
。你不一定听过这个词，但是你应该已经很熟悉这个现象，也许你自己就是一个生活黑客。
比如说，如果你特别讲究做事的效率，使用过番茄钟这类的...

心流: 最优体验心理学
［美］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2017-10-1/中信出版社

“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
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
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演...

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
［美］安德斯·艾利克森， 罗伯特·普尔 著/2016-11-6/机械工业出版社

4岁就会弹奏小提琴，童年时代写出多部名曲，只用一根弦也能弹完一首曲子，
瞬间记住几百个随机数字，开平方比计算器还快，一秒内说出某个日子是周几，
入行1年就获得世界跳高冠军，同时和26人下　 盲棋，14岁即成为世界象棋大师 所有人都以为“
杰出”源于“天赋”， “天才”却说：我的成就源于“正确的...

思考的艺术（原书第10版）
文森特·赖安·拉吉罗/2013-1/机械工业出版社

你对思维这件事了解多少？以上这些问题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文森特·赖安·
拉吉罗所著的《思考的艺术》这本独特的书将帮你打破思考的局限、克服思考的障碍，让你学
会创造性、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并有效地沟通想法、说服别人。请不要错过《思考的艺术》中
俯拾皆是的珍宝――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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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Fast and Slow快思慢想
Daniel Kahneman康納曼/2012/05/10/PENGUIN BOOKS LTD.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acclaimed by author such as Freakonomics co-author
Steven D. Levitt, Black Swan author Nassim Nicholas Taleb and Nudge co-author Richard
Thaler, "Thinking Fast and Slow" offers a whole new look at the way our minds work, and
ho...

失控
（美）凯文·凯利（Kevin Kelly）/2016-1/电子工业出版社

《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全新修订本）是一部思考人类社会（或更一般意义上的
复杂系统）进化的“大部头”著作，对于那些不惧于“头脑体操”的读者来说，必然会开卷有益。 “
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社区、网络经济、协作双赢、电子货币……
我们今天所知的，绝大多数是我们二...

内向思考(美国西点军校的卓越思维训练)
[美]雷蒙德.卡特利奇（Raymond,M.,Kethledge）,迈克尔.欧文（Michael,S/2019-7-1
独处是一种心境，一个可以心无旁骛地内向思考的空间，一种将头脑和灵魂结合在清晰的信念
当中的力量。然而随着手持设备等媒介的普及，让我们被爆炸的信息和他人的想法占据，我们
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渐渐失去独处的时刻。
运用独处，忍受孤独，内向思考，是每一位追求卓越者都须面临的课题，而内向思考...

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
[加]克里斯多福•孟/2015-4/湖南文艺出版社

★国际演说家、生命教练和咨商师克里斯多福•孟经典作品。 ★
华语世界深具影响力身心灵作家张德芬翻译并全力推荐。 ★
本书让你掌握所有人际关系包括温暖浪漫的亲密关系的本质。 ★
持续十六年畅销经典、知见领袖最权威的亲密关系指导方案，美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
中国的数十万家庭受益。 这是少...

非暴力沟通
(美) 马歇尔·卢森堡/2018-08-01/华夏出版社

我对非暴力沟通感兴趣始于2005年底。当时，一位朋友给我带
来了《非暴力沟通)一书的英文版，并告诉我作者卢森堡博士希望能
有中文版。我原以为这只是一本提高语言修养的书，没怎么放在心
上。可开始读后，却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后来，我在给卢森堡博 土的信中写道:“
开始时，我并不指望能学到多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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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天性
彼得C布朗 亨利L罗迪格三世 马克A麦克丹尼尔/2018-10/中信出版社

这本书是11位认知心理学家10年的科研心血。以罗迪格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团队在项目上投入
了10年时间，
首次提出人类认知规律和学习之间的紧密联系，透彻解读人类普遍的学习过程规律。根据脑神
经科学研究成果，推导出的最有利于大脑的简单学习法则。
在这本书中，你将掌握学习领域的终极规律：  •为什...

必然
（美）凯文·凯利 (Kevin Kelly)/2016-01-01/电子工业出版社

《必然》的作者凯文·凯利，被称为“硅谷精神之父”和“世界互联网教父”
。前两部《失控》和《科技想要什么》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书中凯文·
凯利对十二种必然的科技力量加以详细的阐述，并描绘出未来三十年这些趋势如何形成合力指
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作者凯文·凯利基于过往从业经历和对未来趋...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以] 尤瓦尔·赫拉利/2017-2/中信出版社

进入21世纪后，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智人面临着新
的待办议题：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
的人类。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颠覆我们很多当下认为无需佐证的“
常识”，比如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将面临严峻挑战，机器将会代替人类...



文学 / 48

痛苦的中国人
[奥] 彼得·汉德克/2020-1/上海人民出版社

《痛苦的中国人》具有鲜明的汉德克风格，以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和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
展现出一个不同于主流媒体的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既有文学上的探索和实验，也有政治领域
的思考和立场，是全面了解汉德克的思想和风格的不可错过的作品。 【 内容简介】
《痛苦的中国人》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包...

Flipped
Wendelin Van Draanen/2003-05-13/Knopf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The first time she saw him， she flipped. The first time he saw her， he ran. That was the
second grade， but not much has changed by the seventh. She says: “My Bryce. Still
walking around with my first kiss.” He says: “It’s been six years of strategic avoidance and
...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菲茨杰拉德 著；陈伯雨 译/2018-7/中国华侨出版社

《了不起的盖茨比》描述了出身贫寒的盖茨比一方面历尽艰辛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从一个穷
光蛋变成人们心中的“了不起”
的大富豪，同时又苦苦追求曾经由于贫穷而失去的情人的故事，再现了美国20世纪“爵士乐时代”
的社会现实，揭示了“美国梦”的诱惑和破灭。...

叫我第一名
（美）科恩，维索基合　著，于海游　译/2011-04-01/中信出版社

真人真事改编电影《叫我第一名》 励志历程感动千万观众
布拉德从小患有妥瑞症，无论在教室、电影院还是餐厅，都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各种怪声，做出
怪动作。这种病无法遮掩，因此时刻引来误解和憎恨。老师让他罚站，所有的孩子都叫他怪胎，
连亲生父亲都无法接受他“顽劣成性”的事实。 饱受嘲笑和欺侮，并没...

假如真有时光机
[日] 村上春树/2018-5-1/南海出版公司

《假如真有时光机》是村上春树周游世界各地，写下的妙趣横生的随笔集。在遍布苔藓的冰岛，
邂逅没有尾巴的羊和可爱的迷途之鸟；再访《挪威的森林》的起点希腊小岛，在日益繁杂的街
上追溯遥远的记忆。在梅雨季节去熊本，拜访夏目漱石的故居……
不论怎样的旅行都充满了惊喜与意外，诸多的挫折都化为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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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美] 塔拉·韦斯特弗/2019-11/南海出版公司

★ 奇迹！一部新人处女作，上市第一周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至今已累计80周，仍高居
Top1，全美销量破百万册，作者因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 比尔•
盖茨年度荐书 第一名 ★ 美国亚马逊年度编辑选书 第一名 ★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畅销书排行 第一名 ★...

傅雷家书
傅雷著/2018-01-05/北岳文艺出版社

辑录傅雷与傅聪在1954年至1966年的家书。附有傅雷遗书影印件，以傅雷1956年所作《傅聪的成
长》代序。

人间失格
太宰治/2016-11-0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人总会有孤独的时刻，一生中一定要读一次《人间失格》！
2、全新版本，随书附赠太宰治书迷必备手册： 太宰治笔名的由来 太宰治人物关系
太宰治与芥川奖的恩怨情仇 太宰治的五次自杀经历 太宰治语录精选
3、随书附赠太宰治的自画像明信片。
4、太宰治的自我毁灭与救赎之路，有趣的灵魂和传奇的一生。...

如何阅读一本书
[美]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2004-1/商务印书馆 (北京)

每本书的封面之下都有一套自己的骨架，作为一个分析阅读的读者，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个骨架。
一本书出现在面前时，肌肉包着骨头，衣服包裹着肌肉，可说是盛装而来。读者用不着揭开它
的外衣或是撕去它的肌肉来得到在柔软表皮下的那套骨架，但是一定要用一双X
光般的透视眼来看这本书，因为那是了解一本书、...

蔡骏24堂写作课
蔡骏/2019-11/长江文艺出版社

蔡骏以近20年的持续写作状态，10多年的行业指导经验，系统梳理了一套实用的写作课程。每
堂课选用中外文学作品，结合自身创作经历，精准分解每一个写作技巧。轻松有趣，浅显易懂，
帮你解决难以下笔的写作难题。 写作的前期准备——三种方法训练联想力； 谋篇布局的技巧
——好的结尾是留白艺术； 写作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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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不露相：冯骥才小说精选，执笔50年纪念版
冯骥才/2019-1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冯骥才执笔50年小说精粹，亲自审定书名和篇目，成名作、代表作全收录。
2、前半本书，带你读懂天津卫——一幅藏在市井烟火中的津门众生相。
刷子李、泥人张、皮大嘴、好嘴杨巴、蔡二少爷……
这些都是清末民初天津卫码头上的乡土怪客与民间英雄，性格各色，手艺高超，叫人称奇叫绝，
如果没有这些人，...

三体Ⅱ
刘慈欣/2008-5/重庆出版社

三体人在利用魔法般的科技锁死了地球人的科学之后，庞大的宇宙舰队杀气腾腾地直扑太阳系，
意欲清除地球文明。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局，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地球人组建起同样庞大的太空舰队，同时，利用三体
人思维透明的致命缺陷，制订了神秘莫测的“面壁计划”，精选出四位“面壁者”
。秘密展开对三体人的反击...

三体
刘慈欣/2008-1/重庆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秘计划“红岸工程”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按下发射键的那一刻，历经劫难的叶文洁没有意识到，她彻底改变了
人类的命运。地球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啼鸣，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向宇宙深处飞驰……
四光年外，“三体文明”正苦苦挣扎——三颗无规则运...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戴维•梭罗/2013-7/天津人民出版社

★12822字导读，1083条注解。帮你真正读懂梭罗这本"文学、哲学、博物学的永恒经典"。 ★
《小王子》《追风筝的人》《与神对话》译者李继宏译作。 ★
与《圣经》一同被美国国会评为"塑造人类文明25部作品"之一。 ★
影响马丁路德金、托尔斯泰、圣雄甘地、海明威一生，从而改写一些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海子
离...

黄金时代
王小波/2013-1/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包括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
的阴阳两界》等。...



科教文体 / 51

斯坦福大学创意课
[美]蒂娜•齐莉格/2018-5-15/中信出版集团·财经出版社

【编辑推荐】
很多人都在怀疑自己究竟能否拥有理想中的生活。他们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何方，也不知道身
处困境时该如何应对。他们自己并不是一个创新者，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成
功与幸福似乎只是个遥远的梦。同时，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大多数正式的教育机构都忽视了
创新方面的训练，对于大...

我们要自学
张　玳/2014-12/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自学者，英文称之为 autodidact
，意为自己教育自己的人。大部分人都会在某个时刻走出学校，开始工作，也开启自学的人生。
在自学的时候，没有制订好的教材，没有老师，没有同学，怎么来确保更高效的学习呢？这本
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套学习方法论，用于帮助你形成自己的学习和自学方法。除此之...

深度工作
［美］卡尔·纽波特 著/2017-7/江西人民出版社

如何在网络时代善用脑力，创造真实价值，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 ※编辑推荐※ ☆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力荐畅销书，引发数百万讨论的年度话题之作。收到电邮有必要
在1小时之内回复吗？在工作中一直保持联结状态重要吗？开放式办公环境合理吗？……
本书将帮你重新审视一直以...

大数据智能：数据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刘知远 崔安颀/2019-12/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是介绍大数据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的科普书籍，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人
工智能技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让大数据智能技术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全书包括大数据智能基础、技术和
应用三部分，共14章。基础部分有3章：第1章以深度学习为例介绍大数据智能的计算框架；第2
章以知识图谱为例介绍...

格局
吴军/2019-10-15/中信出版社·先见

《格局》是吴军博士继《见识》《态度》后第三部人生进阶作品。
对大多数人来讲，获得偶然的成功并不难，难的是逐渐让成功从偶然变成必然。有些人满足于
自己某件事做得快、做得漂亮，而大格局的人追求的则是重复的成功和可叠加式的进步。
在本书中，吴军博士为你总结了提升格局的五个维度：位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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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军产品方法论
俞军等/2019-12-1/中信出版集团

【编辑推荐】
他曾是最励志的产品经理传奇，6年内，从一个不懂技术的普通用户，做到中国互联网第一个产
品副总裁，几乎以一己之力开创了百度的产品经理黄金时代。他的产品理念影响过无数产品经
理。
转战滴滴后，他在持续的自我否定中重新探索产品经理之路。为了学习产品经理选拔，三年面
试500多个产品经...

Elasticsearch技术解析与实战
朱林/机械工业出版社

如何高效学习
[加]斯科特·扬/2013-12/机械工业出版社

一位因为快速学习而成名的神奇小子，他应用自己发明的学习方法，完成了10天搞定线性代数，
1年学习4年MIT课程的“不可能任务”
。本书就是对他学习方法的全面介绍，其中包括整体性学习策略的核心思想和具体技术，详细
介绍了快速阅读法、流笔记法、比喻法、内在化等七大方法，并为高效学习提供了从生活...

态度
吴军 著/2018-11/中信出版社

《态度》一书是吴军老师首部个人成长类著作。吴军老师认为，由于处事的态度不同，起点差
不多的人会不断分化，进而拉开命运的差距。
这本书是吴军老师给正在上大学和上高中的女儿们的家书，针对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要遇到
的有效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理解并赚取财富等具体问题，以及如何洞察世界、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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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家法则
[德] 博多·舍费尔/2019-6/现代出版社

德国《明镜》周刊最佳畅销书。全球销量逾200万册。像赢家一样学习思考和打破边界。“
欧洲巴菲特”、《财务自由之路》作者博多·
舍费尔写给你的获得成功和幸福的答案之书。德国顶级投资人雷纳·齐特尔曼鼎力推荐。
从财务危机到财务自由的30个人生进阶之道！ 《赢家法则》是博多• 舍费尔的“生命之作”...

塔木德
塞妮亚/2015-7/上海三联书店

☆ 1500名犹太智者5000多年生活智慧精华 ☆ 犹太人眼中的第二部《圣经》 ☆
犹太人信仰来自《圣经》，智慧源于《塔木德》 ☆
编者是权威犹太学专家，先前出的致公版《塔木德》早已售罄，一书难求。 ☆
本书是经典名著，地位等同国内《论语》。
本书是对塔木德的选编，选编内容为对人生有帮助的部分，剔...

大器晚成
【美】里奇·卡尔加德/2020-8/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现代社会对年轻有为的痴迷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与个人计算机的崛起，以及比尔•
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20多岁就一举成名、颠覆传统和迅速致富的青年才俊相伴相生。
这种迷恋少年有成的文化氛围要求年轻人必须及早获得更多成就，快速走向成功。对于今天20
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期望传达的信息很明显：...

墨菲定律
梁新宇编著/2019-8/中国商务出版社

出众，从改变习惯开始
( 德 ) 马克•列克劳（Marc Reklau）斯坦威出品/2019-5/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习惯，决定了他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想从人
群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培养良好的习惯。因为只有良好的习惯，才能持续引发正向的行动，而
正向的行动，将推动你往卓越的方向发展！
那么，我们该如何改造自身的习惯呢？全球顶级个人发展专家马克•列克劳结合多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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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思考的艺术
罗尔夫•多贝里 (Rolf Dobelli)/2016-08-01/中信出版社

有时候，清晰的思考反而是一种浪费。 有时候，凭借直觉去决定，你会后悔莫及。
唯一横跨心理学、哲学、企管等领域，涵盖52个生活、工作、投资、爱情上最常见思考错误的
经典作品！
《清醒思考的艺术》不仅指陈思考错误，更提出有效对抗妙招，预防掉入隐形思考陷阱，让你
看清思考盲点，清除决策障碍，选对...

冥想
[印度]斯瓦米.拉玛/2016-11-1/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本介绍如何进行内在修习的指南书。在这本书里，斯瓦米·
拉玛大师教导我们如何通过冥想的练习超越日常思维给身体造成的压力和问题，进入到一种清
晰的意识之中。这可以使我们获得指引，打开身体的能量，永保愉悦感和身心的平静。
本书内容从冥想概念入手，谈及呼吸、体式、饮食、睡眠、精神等多个方...

斯坦福大学人生设计课
[美]比尔•博内特 [美] 戴夫•伊万斯/2017-12-20/中信出版集团

斯坦福大学人生实验室的创始人比尔•博内特和戴夫•
伊万斯不仅是硅谷著名的创新者，同时也是知名的人生设计师——
他们开设的人生设计课是斯坦福大学近几年极受欢迎的课程。
博内特教授和伊万斯教授认为，人生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人生也不可能被完美规划。正如
设计师不会一味“思考”未来而是主动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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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赞
林桂枝/2021-3/中信出版社

高效演讲
(美)彼得·迈尔斯, (美)尚恩·尼克斯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可能会在会议室对同事、客户讲话，也可能会在大礼堂对着几百人演讲。
这样的场合，你能否抓住机会，通过演讲一举赢得支持实现梦想？
本书作者在20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演讲中普遍适用的原则和方法，同时，科学解释了当众
讲话紧张的原因，并揭示出演讲的真谛——与听众分享。在分享...

零基础开口说英语
新东方英语研究中心/2016-11-01/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零基础开口说英语》一书提供了大量的英语口语素材，专为零基础英语学习者倾心打造，紧
扣生活主题，从音标到主题情景表达，让你一次搞定社交、旅游、休闲、购物、餐饮相关百种
话题，在有趣的学习中掌握课堂上学不到的生活口语！全书配套音频及“精雕细课”
线上拓展课程，全方位立体式学习课程，让学习...

程序员的英语
[韩]朴栽浒 [韩]李海永/2018-2/人民邮电出版社

高考以后就把英语都还给老师了？ 写代码特顺溜，一到英语就卡壳？
常见的语法书太枯燥，单词书又太宽泛？
不用急，快来加入针对开发人员的英语读解能力训练项目！ -
安全与黑客攻击、无人机与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顺应新技术潮流！ -
语法、单词、完形填空、阅读理解、翻译，多角度提升读解...

赖世雄美语音标
赖世雄/2014-3-1/外文出版社

本书特别为英语零基础或迫切想要改善自己发音的读者而精心编写，浅显易懂的语言保证你迅
速上手，学习起来毫不费力。
本书详细介绍了字母、元音、辅音和连音的读法，辅以发音嘴型图形和发音诀窍，并有相似发
音之比较，有助于读者打好标准美语发音的基础。 全书使用K.K
.音标，对于音标的发音尽量采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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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写作
粥左罗/2019-5/人民邮电出版社

大多数人都理解错了写作，认为只有依靠写作为生的人才需要学习这门技能。其实，写作是生
存技能，人人都需要，人人都能学好。如今普通人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越迁的机会越来稀缺，
写作正是当下最好的机会之一：不需要强大的资源和背景以及人脉积累，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
颗想要改变、敢于尝试的心。 2018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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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数学基础
唐宇迪 李琳 侯惠芳 王社伟/2020-10-1/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零基础讲解为宗旨，面向学习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读者，通俗地讲解每一个知识点，
旨在帮助读者快速打下数学基础。 全书分为 4 篇，共 17 章。其中第 1
篇为数学知识基础篇，主要讲述了高等数学基础、微积分、泰勒公式与拉格朗日乘子法；第 2
篇为数学知识核心篇，主要讲述了线性代数基础、特征值...

万物皆数:从史前时期到人工智能，跨越千年的数学之旅
［法］米卡埃尔·洛奈 著/2018-12/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已被译为英语、西班牙语、波兰语等6种语言 法国亚马逊科学史分类第1名 获法国数学期刊
Tangente图书奖 …………………… ◎ 编辑推荐 ★ 数学是人类的发明，还是独立的存在？
数学家是创造者，还是发现者？ ·鹦鹉螺的外壳、松果的正向与逆向螺纹……
数学原理是否掌控着自然选择的最优解？ ·数...

计算机科学中的数学：信息与智能时代的必修课
【美】埃里克•雷曼（Eric Lehman） 【美】F.汤姆森•莱顿（F. Thomson Leig/20
《计算机科学中的数学：信息与智能时代的必修课》是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本
科生的初等离散数学课程讲义。本书涵盖了国外计算机科学专业涉及的基础数学知识，内容涉
及形式逻辑符号、数学证明、归纳、集合与关系、图论基础、排列与组合、计数原理、离散概
率、递归等，特别强调数学定义、证明...

陶哲轩教你学数学
[澳] 陶哲轩/2017-11/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是天才数学家陶哲轩的第一本书，论述解决数学问题时会涉及的各种策略、方法，旨在激
发青少年对数学的兴趣。书中涵盖的内容包括：数论、代数、分析、欧几里得几何、解析几何。
适合对数学感兴趣的青少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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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软件工程师：用代码改变世界的人（罗振宇监制，来自
四位行业高手多年的从业智慧
丁丛丛 靳冉/2021-1/新星出版社

软件工程师是一群用代码改变世界的人。过去二三十年，互联网可以说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
的联络方式从延续数百年的写信，到后来发邮件，再到现在的即时通信；我们查询信息的方式
从一本一本翻书，到现在随时随地使用搜索引擎；我们的购物方式从去商场超市到去亚马逊、
淘宝、京东直接下单，再到一小时就能...

这就是投资人
翁慕涵/2021-1/新星出版社

本书介绍的是一个孵化创新和创造的群体——
投资人。他们在发现初创公司价值的基础上，以买入公司股权的形式进行投资。可以说，我们
这个时代有具代表性的科技企业，从苹果、脸书到阿里巴巴、京东，早期都是在投资人财务和
服务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投资人凭借慧眼识珠的判断能力，极大地加速了科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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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咪不是故意的
（日）浅井亮太 （日）自由社/2016-7-1/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全书以漫画带入的方式，从最基本都准备阶段开始，幽默诙谐地讲述了养猫过程中会遇到的几
乎所有问题。同时也介绍了猫咪的行为内涵，让养猫者更容易理解猫咪，并和睦相处。...

我的第一本养猫书
【日】阿尼霍斯宠物医院/2017-1-1/中国画报出版社

张旭动物医院院长审阅并推荐 傻瓜都能看懂的猫咪养护入门书 日本东京大型宠物医院权威编撰
从正式养猫之前就应该阅读的幸福猫咪饲养手册 萌猫示范，详实图解，卖萌教学两不误！
最简易实用的养猫入门书，从养猫前需要做的准备、需要购置的物品、养猫费用的大致估算、
如何做好心理准备，到猫咪刚进家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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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孙武/2015-7-1/北京联合出版社

千古兵学奇书，万世兵家鼻祖!
法国军事家拿破仑，在兵败滑铁卢之后，偶然得见《孙子兵法》，无限感慨地说：“
如果二十年前能见到《孙子兵法》，历史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注视，自曹操以来，历代注家蜂起，其中以孟氏、
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王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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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训练
（美）约瑟夫·J.卢斯亚尼/2012-10
《自我训练：改变焦虑和抑郁的习惯》，本书内容主要包括: 什么是自我训练 ;
自我训练可以解决的问题 ; 自我训练: 计划和实施 ; 自我训练: 对特殊人格对症下药 ;
生活中的自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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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升维：用经济学思维优化你的工作
人神共奋/中国铁道出版社

本书通过对经济学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讲解，结合工作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两者结合，提升认知，
直击问题本质，优化工作。...

认知心理学
[美]布里奇特•罗宾逊-瑞格勒（Bridget Robinson-Riegler）/2020-9/人民邮电出版社

认知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中相对抽象、也相对有趣的重要分支，研究的就是思维过程如感知、
注意、记忆、语言和推理等方面如何工作。
本书对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组织与整理，并且遵循思维过程设计了写作结构，
内容包括信息加工、知觉、意识、记忆机制、即时记忆、长时记忆、记忆重构、语言加工...

潮骚
[日] 三岛由纪夫/2020-1-1/哈尔滨出版社

《潮骚》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的中篇小说，十八岁的渔民新治，认识了刚从外地回来的
船主女儿、美丽活泼的姑娘初江。他们不知不觉地相爱了。不料，这时谣言四起，姑娘的父亲
听到后勃然大怒，反对他们再见面。后来在一次驾船捕鱼时，小伙子冒着生命危险，从惊涛骇
浪中挽救了初江父亲的一条船，受到船...

华章教材经典译丛·创造性思维:问题处理与科学决策
托马斯 L.萨蒂 (Thomas L.Saaty)/2016-05-0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作者托马斯L
.萨蒂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通过对顺序和优点及其不可分割性的完整论述，对创造性思维做出
了原始性、基础性的贡献。在多因素情况下做出好的权衡，词汇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利用数
学和优先权综合思考才是合理的。...

文案变现
叶小鱼/2019-1-1/东方出版中心

畅销书作者、文案写作教练叶小鱼让你没有灵感，也能写出爆款文案！
用文案4步法写出爆款文案，让用户情不自禁下单，让销量连翻十倍！
这本书的作者叶小鱼拥有10年文案实战经验以及2年文案训练营、企业内训的教育经验，她提炼
出来“说什么”“对谁说”“在哪说”“怎么说”4个写出有效文案的黄金步骤，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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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视频一秒抓住人心
高桥弘树/2020-6/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碎片化、场景化、垂直化、流量变现的媒体传播环境，如何落实以内容为王，引爆流量？
如何让视频的代入性、传播性更强，深入人心？
如何成就爆款视频？通过爆款视频打造属于自己的流量池？ ·一秒抓住人心 ·
挖掘内容潜藏的魅力 ·让“没兴趣”变成“狂点赞” ·时刻保持兴趣，一秒都不愿离开 ·深入人心...

从流量到留量
谢涵博 陈松月/2020-6-30/电子工业出版社

这是一本两个有7年经验的运营人把在线运营实战经验升级为运营策略和方法论的实战书籍。
分别从流量的本质、流量的运营及运营人的自我提升三方面提供可落地的工作方法和成长建议，
并针对流量贵、流量流失、流量无效等痛点，提出【留量】概念—— 
系统介绍如何以留量思维应对互联网商业变革，用旧流量...

点亮视频号
刘兴亮 秋叶/2020-7/电子工业出版社

视频号横空出世，微信官方给视频号打开了高级别入口，那么视频号有没有红利？怎样抓住视
频号的红利？
《点亮视频号：微信短视频一本通》的两位作者结合各自在视频号平台上的运营实战经验，为
广大读者全面介绍了视频号的诞生背景、基础操作、平台功能和规则、内容策划和运营策略等，
也为广大读者全面解读...

CTF竞赛权威指南（Pwn篇）(博文视点出品)
杨超/2020-12/无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专注于Linux二进制安全。全书包含12章， 从二进制底层开始，
结合源码详细分析了常见的二进制安全漏洞、 缓解机制以及漏洞利用方法，
并辅以分析工具和环境搭建的讲解． 本书在素材的选择上较为连续、 完整，
每个知识点均配以经典例题， 并花费了太量篇幅深入讲解，以最大程度地还原分析思路和解...

并行程序设计：概念与实践



其它分类 / 64

心智力
[德] 博多·舍费尔/2020-1/现代出版社

《财务自由之路》（全球销量1000万册）作者博多·舍费尔新作！
唤醒心智，带来动量，让你梦想成真！每个人都能变得富有！
一本深度思考、终身精进的自我励志书。 4年半实现财务自由的博多·
舍费尔，讲述了从破产者到亿万富翁的亲身经历，将自己的理财知识和成功的秘密传播给更多
的人。 我们成功的路上，...

用Python实现深度学习框架
张觉非 陈震/2020-10-12/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带领读者用原生Python语言和Numpy线性代数库实现一个基于计算图的深度学习框架
MatrixSlow（类似简易版的PyTorch、TensorFlow或Caffe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原理篇，实现了MatrixSlow
框架的核心基础设施，并基于此讲解了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的概念和原理，比如模型、计算图、
训...

7天创业指南 实践出真知

创业实战笔记
孙志超 郑可君/2018-9/清华大学出版社

创业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为了帮助大家减少困惑，本书从创业前的思考开始讲起，教你学会如
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创业，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创业，判断自己是否做好了创业的准备。然后，
逐一深入介绍创业方向的选择、团队建设、运营要点、怎样做好融资工作以及如何面对创业过
程中的一些困境等。 从投资人的角度，...

大型互联网企业安全架构
石祖文/2020-1/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型互联网企业安全架构》全面阐述了新一代安全理论与安全架构，并结合作者自身经验层
层剖析了包括Google
公司在内的各大互联网企业所应用的各种关键安全技术的原理及具体实现。全书分为3部分，共
15章。第一部分“安全理论体系”主要讲解了业界先进的安全架构体系（IPDRR模型、IACD
、网络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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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Fer修炼之路
NU1L战队编/2020-1/电子工业出版社

《从0到1：CTFer成长之路》主要面向CTF入门者，融入了CTF
比赛的方方面面，让读者可以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本书包括13章内容，技术介绍分为线上赛和
线下赛两部分。线上赛包括10章，涵盖Web、PWN、Reverse、APK、Misc、Crypto
、区块链、代码审计。线下赛包括2章，分别为AWD和靶场渗透...

深入浅出PyTorch――从模型到源码
张校捷/2020-3/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首先从深度学习的原理出发，介绍如何把深度学习的理论转换为PyTorch
代码，然后介绍如何在计算机上运行这些代码。作为一本面向初中级读者的技术类图书，本书
在前面所述内容的基础上，还介绍了学术界前沿的一系列实例，以及PyTorch
的源代码结构，以期读者能够融会贯通深度学习框架的设计和应用的...

大型系统应用架构实战：部署、容灾、性能优化
李彦超 等 编著/2019-8/电子工业出版社

《大型系统应用架构实战：部署、容灾、性能优化》理论与实战相结合，以 AliExpress
网站为基础，全面介绍大型系统的总体技术方案、全球区域化
部署技术、全球网络调度技术、性能优化，以及 SRE 在 AliExpress
的具体落地。涉及的内容有：领域建 模、调度编排、就近服务、异地多活、全球容灾、数...

携程架构实践
携程技术团队/2020-3/电子工业出版社

一个好的架构就像一个好的制度，我们不会时时刻刻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在关键时刻，它决定
了系统能够到达的高度。
本书浓缩了携程公司的整个技术架构，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支撑一家大型企业所需要的核心技术
产品，以及它们的架构和面临的挑战。本书由携程的一线研发工程师们精心编写，他们对携程
各个领域的技...

简爱（经典名著）
夏洛蒂.勃朗特/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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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的智慧（32开平装）

实战GAN：TensorFlow与Keras生成对抗网络构建
【美】Josh Kalin/2019-11/电子工业出版社

《实战GAN：TensorFlow与Keras生成对抗网络构建》通过多个不同的生成对抗网络（GAN
）架构的实现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生成对抗网络背后的原理及其构建方式。书中还提供了大
量易于理解并可以直接使用的GAN
代码及其部署方式和数据集，以帮助读者更快地上手解决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并积极应对相...

百面深度学习
诸葛越 江云胜 葫芦娃/2020-6-6/人民邮电出版社

深度学习是目前学术界和工业界都非常火热的话题，在许多行业有着成功应用。本书由Hulu
的近30位算法研究员和算法工程师共同编写完成，专门针对深度学习领域，是《百面机器学习
：算法工程师带你去面试》的延伸。全书内容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经典的深度学
习算法和模型，包括卷积神经网络、循环...

人工智能安全（精装版）

机器学习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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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机器人：入门、进阶与实战
刘宇 崔燕红 郭师光 党习歌/2019-10-25/机械工业出版社

这是一部能指导初学者轻松进入聊天机器人领域并快速实现进阶的实战型著作。
4位作者都是资深的NLP
技术专家，在聊天机器人领域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曾在唯品会等公司有大规模的成功实践。
这本书原理、技术、实战3个层面讲解了聊天机器人的数学与统计原理、NLP
模型和技术、算法与实现、工程架构，...

物联网安全

Linux内核分析及应用
陈科/2018-8-1/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由架构师亲力打造，分享了他十多年后端开发经验，特别是围绕Linux
系统进行的服务开发经验。本书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第1章介绍Linux
对进程和线程的实现原理，并分析了Memcached和Nginx
工作进程池模型的实现；第2章介绍并发的概念以及Linux
中的并发相关工具，然后分析常见开源软件的并发问题；...

UNIX网络编程 卷1
美国/人民邮电出版社

软件之道：软件开发争议问题剖析，ISBN：9789787115275，作者：

一人公司
保羅．賈維 Paul Jarvis/2019-6-27/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立志做小事！ 為目標設定下限，用你的生活方式經營你的事業， 每個人就是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不只是「一人」的公司， 一人公司是「質疑成長」的企業。
一人公司拒絕並質疑傳統經營理念中要大、要快的成長模式，因為成長並非永遠是最有利的，
要求更多，往往代表著更加複雜、更多責任 ，通常也產生更...



其它分类 / 68

Web漏洞防护
李建熠/2019-5/人民邮电出版社

本书以OWASP Top 10 2017 中涉及的漏洞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常见的Web
漏洞的防护方式。书中首先介绍了漏洞演示平台及一些常用的安全防护工具，然后对OWASP
Top 10 2017 中涉及的漏洞防护方式及防护工具进行了说明，接着介绍了如何通过HTTP
响应头提升Web 客户端自身对漏洞的防护能力，...

自宅創業聖經
佐藤傳/2017-6-21/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個人創業專家　佐藤傳 教你如何在自宅建立富有個人色彩的「一人事業」！
「只有一份薪水實在不安……」 「養老資金夠不夠用呢……」 「是不是該找個副業經營呢？」
在這個薪資凍漲，開支卻大幅增加的年代，對自己的將來感到茫然不安的你。
「與上司不對盤，日子苦不堪言……」 「我受夠了那些無理取鬧的...

联邦学习
杨强 刘洋 程勇 康焱 陈天健 于涵/2020-4-1/电子工业出版社

如何在保证本地训练数据不公开的前提下，实现多个数据拥有者协同训练一个共享的机器学习
模型？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需要将所有的数据集中到一个地方（例如，数据中心），然后进行
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但这种基于集中数据的做法无疑会严重侵害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如今，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烈要求科...

数据安全架构设计与实战
郑云文 编著/2019-10-30/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系统性地介绍数据安全架构的设计与实践，融入了作者在安全领域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
全书分四大部分，共20章。第一部分介绍安全架构的基础知识，内容包括安全、数据安全、安
全架构、5A方法论、CIA
等基本概念,为后续论述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介绍产品安全架构，内容包括：身份认证、授权、
访问控制...

AI安全之对抗样本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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