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电脑办公综合应用从新手到高手》

馆藏索书号：

TP317.1

Q178A

基本信息：前沿文化编著. 科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针对初学者的需求，全面、详细地讲解了电脑办公

综合应用的基本方法、疑难问题与相关技巧。图书在讲解上图

文并茂，图片中清晰地标注出要进行操作的位置与操作内容，

并对重点、难点操作均配有视频教程，以求您能高效、完整地

掌握《电脑办公综合应用从新手到高手(全彩)》内容。

2 《揭秘:优秀 PPT 这样制作.修订版》

馆藏索书号：

TP391.41

X873A

基本信息：许江林编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将 PowerPoint 方方面面的应用知识融会贯通。通

过案例讲解将各种职场需求融会其中，提供具有针对性的要素

讲解和详尽的执行步骤。对于 PowerPoint 使用者来说，精心

一读回味犹存，实践一二受益无穷。

3《Premiere CS5 入门与提高》

馆藏索书号：

TP317.53

L212

基本信息：李敏虹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主要包括通过采集卡采集 DV 视频，通过软件的功

能修剪和装配视频，对视频素材应用特效和切换，制作影片作

品的字幕，录音与编辑音频，以及导出媒体和刻录影片等的方

法和技巧。《Premiere CS5 入门与提高》最后通过一个婚礼纪

录片的案例，即通过采集、编辑、合成以及导出影片的流程，

详细介绍自己 DIY 设计影视作品的操作过程；另外还通过一个

电子相册案例和一个儿童舞蹈影片专辑案例，详细介绍了

Adobe Premiere Pro CS5 配合其他应用程序制作影视作品的

方法。

4 《Photoshop CS6 从入门到精通》

馆藏索书号：

TP391.413

C922

基本信息：创锐设计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 本书学习运用 Photoshop CS6 处理图像的书籍，

由浅入深地讲解了各个知识点，配合实例的操作，使读者轻松

快捷地学会运用 Photoshop CS6 处理图像，并能很好地掌握其

中的处理技巧和常规方法。《华章科技:Photoshop CS6 从入门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607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5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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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精通》共分为四篇，分别是入门基础篇、必备知识篇、高级

技术篇和综合案例篇。

5《“笨办法”学 Python》

馆藏索书号：

TP311.56

S534

基本信息：(美) Zed A. Shaw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 Python 入门书籍，适合对计算机了解

不多，没有学过编程，但对编程感兴趣的读者学习使用。这本

书以习题的方式引导读者一步一步学习编程，从简单的打印一

直讲到完整项目的实现，让初学者从基础的编程技术入手，最

终体验到软件开发的基本过程。

6《父与子的编程之旅:与小卡特一起学

Python》

馆藏索书号：

TP311.561

S214

基本信息：(美) Warren Sande, Carter Sande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详细介绍了 Python 如何安装、字符串和操作

符等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介绍了条件语句、函数、模块等进

阶内容，最后讲解了用 Python 实现游戏编程。

7《动手玩转 Scratch2.0 编程》

馆藏索书号：

TP311.561

M344

基本信息：(美) Majed Marji 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Scratch 是一个有趣、免费、易学的编程平台，你

可以通过它来构建程序。Scratch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可用于孩

子们孩子的编程学习，它可以使任何年龄的人都轻松了解计算

机编程知识。Scratch 用五颜六色的命令块和卡通精灵来创建

功能强大的脚本，而不是使用晦涩的在编程语言和难懂的大量

行代码。在学习 Scratch 编程过程中，作者 Majed Marji 使用

Scratch 解释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编程问题的概念和方法。

8 《逆袭大学:传给 IT 学子的正能量》

馆藏索书号：

TP3-49

H315

基本信息：贺利坚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以作者近二十年的从教经历和义务为 IT 学子

解答咨询的工作为基础，以认识专业为起点，以编程能力的提

高为关键，帮助计算机类专业的大学生更新学习观念、重塑学

习品质、培养学习方法，找到自己的大学之路。书中直接解答

了学无用处论、专业兴趣、考研、职场等诸多大学生面临的典

型困惑。

本书主要面向在校计算机类（包括软件工程、网络工程等）

专业高校学生，也能让非计算机类专业的高校学生、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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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194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194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openlink.php?title=%E5%8A%A8%E6%89%8B%E7%8E%A9%E8%BD%ACScratch2.0%E7%BC%96%E7%A8%8B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09587


初涉 IT 职场的人员、参加 IT 职业培训的学员有所启发。

9《爱上 Processing.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TP311.1

R288-2

基本信息：(美) Casey Reas, Ben Fry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分 11 章，1-6 章介绍了 Processing 的基础用

法，而 7-10 章则结合计算机高级编程语言的基础知识，通过

示例让初学者更加透彻地理解编程的逻辑思路以及语言。第

11 章结合 Arduino 物理模块进行了延伸。

10 《从零开始学 C++:超值教学视频＋PPT 教

案》

馆藏索书号：

TP312C++

L417

基本信息：梁伟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 C++基础知识包括 Visnal C++6.0

集成开发环境、C++程序设计基础知识, 以及数组、函数、指

针和预处理机制等方面的知识。

11《电脑急救专家之七种武器:“修/用”电

脑的七套宝贵经验》

馆藏索书号：

TP307

Z342

基本信息：赵颖, 刘博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教会读者简单、实用的电脑软硬件维修七种

武器，来解决修电脑、用电脑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电脑急

救专家之 7 种武器:"修/用"电脑的 7 套宝贵经验》的核心宗旨

是通过最简单的方法和招数教读者解决绝大部分的电脑问题

12 《啊哈! 算法》

馆藏索书号：

TP301.6

A000

基本信息：啊哈磊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中涉及的数据结构有栈、队列、链表、树、并

查集、堆和图等；涉及的算法有排序、枚举、深度和广度优先

搜索、图的遍历，还有图论中不可以缺少的四种最短路径算法、

两种最小生成树算法、割点与割边算法、二分图的最大匹配算

法等

13《C++入门经典.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TP312C

L695D-2

基本信息：(美) Jesse Liberty, Rogers Cadenhead 著.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大量短小精悍的程序详细阐述了基本的

C++编程概念，包括 C++程序的组成部分、变量、常量、表达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2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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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语句、运算符、函数、循环、数组、指针、引用、函数和

运算符重载、继承、C++0x 新增功能、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

模板、错误和异常处理等主题。

14《自制编程语言》

馆藏索书号：

TP312C

Q177A

基本信息：(日) 前桥和弥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手把手地教读者用 C 语言制作两种编程语言：

crowbar 与 Diksam。crowbar 是运行分析树的无类型语言，

Diksam 是运行字节码的静态类型语言。这两种语言都具备四

则运算、变量、条件分支、循环、函数定义、垃圾回收等功能，

最终版则可以支持面向对象、异常处理等高级机制。

15《职场力！最具说服力的 Excel 图表技法》

馆藏索书号：

TP391.13

Z014A

基本信息：(日) 早坂清志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 Excel 图表从基础修饰到设置各种精美

格式等方法，包括如何灵活利用“直线”、“曲线”、“圆”

等各种图表的设置方法。同时，还介绍了“金字塔状图表”和

“帕累托图”等专业图表的制作方法，最后还讲解了通过 VBA

来操作图表的方法。

16 《Excel 2013 公式 函数 图表与电子表格

制作》

馆藏索书号：

TP391.13

Y483

基本信息：一线文化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全书共 12 章, 内容包括: Excel 2013 的入门操作,

电子表格的数据录入与编辑, 工作表与工作簿的管理, 单元

格格式的设置, 公式与函数的应用, 图文表格的制作, 使用

图表分析数据, 数据的排序、筛选与汇总, 数据的预算与决算

分析、数据透视表与透视图的应用等知识。

17《新手学 Excel 2007 表格处理》

馆藏索书号：

TP391.13

X578

基本信息：本书编委会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 Excel 2007 表格处理方面的知识。主

要内容包括：Excel 的基本操作、输入和编辑表格数据、美化

工作表、轻松管理表格数据、精确计算表格数据、函数的应用、

数据透视表与数据透视图等方面的知识，以及 Excel 的高级运

算功能、使用控件与超链接制作电子表格和打印工作表等方面

的知识、技巧及应用案例。

18《CPU 自制入门》
馆藏索书号：

TP33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6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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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85

基本信息：(日) 水头一寿, 米泽辽, 藤田裕士著.人民邮电出

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教读者制作原创的计算机系统。第 1 章以介绍

cpu 为主，同时介绍如何制作存储程序与数据的内存、输入与

输出的 i/o 以及将这些模块连接起来的总线，这些模块可以组

合成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系统。为了让这个计算机系统运转起

来，第 2章介绍电路板的设计和制作。第 3 章为这个计算机系

统编写程序，并上机测试。

19《你早该这么玩 Excel》

馆藏索书号：

TP391.13

W940（1）、（2）

基本信息：伍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只要换个角度，你会惊呼，Excel 原来可以这么玩

儿： 一张“天下第一表”，帮你走遍职场； 一个史上最“荒

谬”也最有用的“三表概念”，让你把 Excel 运转得出神入

化；一个“变表利器”，让你瞬间变出 N张汇总表，快速搞定

老板和客户。

一切从简的“懒人智慧”，教你从“偷懒”出发，不断地创新

和学习。无论菜鸟还是表哥，你都能升级为表格的“哥”！

20 《超好学! PowerPoint 精美演示全图解》

馆藏索书号：

TP391.412-64

J917

基本信息：九天科技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从初学者的学习角度出发，从软件的基本操作

到文本的录入、从对象的添加到幻灯片的修饰、从多媒体元素

的添加到动画的巧妙应用、从演示文稿放映设置到演示文稿输

出与打印，一步一步、环环相扣、由浅入深、全面展开，系统

地介绍了 PowerPoint 2010 的操作技能和技巧，以帮助广大读

者快速达到熟练驾驭 PowerPoint 进行演示文稿创作的目的。

21《毫无 PS 痕迹:你的第一本 Photoshop》

馆藏索书号：

TP391.413

Z312

基本信息：赵鹏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毫无 PS 痕迹-你的第一本 Photoshop 书》是一本

完全为初学者自学而著写的 PS 教程。配有高清视频实操讲解

DVD 一张，包含 200 多个精彩案例。

22 《大话 Photoshop 世界》

馆藏索书号：

TP391.41

L19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6338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58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0220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7129


基本信息：李凯，史克红 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你知道 Photoshop 吗？你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

吗？你知道它的最新版本都有哪些功能吗？李凯、史克红等编

著的《大话 Photoshop 世界》就将为你解答这些问题

23《Excel 办公秘技 360 招》

馆藏索书号：

TP391.13-44

H122

基本信息：杭琳, 汪智, 朱艳秋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内容简介：本书的 40 个专题涉及了 Excel 办公软件应用的方

方面面，汇集了广大白领在日常办公中最常用但也最棘手的

360 个问题，并给予了详细的解答。通过学习本书，读者可以

迅速掌握使用 Excel 办公的各种技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轻

松成为办公达人。

24 《 电 脑 入 门 完 全 自 学 手 册 :Windows

7+Office 2010 版》

馆藏索书号：

TP316.7

C511

基本信息：陈明峰编著.科学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针对电脑初学者，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电脑入门

的相关知识和基本的应用技巧。全书共分 15 章，内容包括：

认识与组装电脑、Windows7 操作系统、汉字的输入、文件和

文件夹的管理、方便好用的系统自带程序、常用软件的应用、

Internet 基础及上网方式、畅游互联网、网络休闲娱乐、刚

上新生活、文字处理软件 Word2010、电子表格软件 Excel2010、

幻灯片制作软件 PowerPoint2010、系统维护与管理、计算机

病毒防护。

25《Linux 从入门到精通.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TP316.89

C593-2

基本信息：陈祥琳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介绍了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

础入门知识，全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Linux系统篇和 Linux

服务器篇。主要内容包括 Linux 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基本命

令介绍，用户以及用户信息的安全管理，系统初始化和系统故

障处理，系统磁盘及文件系统，系统安全和性能管理，系统网

络管理，Bash 编程简介以及 Linux 服务器的搭建及配置管理

等内容。 《Linux 从入门到精通(第 2 版)》适合 Linux 初

学者、Linux 初级管理人员阅读使用。

26 《 电 脑 办 公 完 全 学 习 手
馆藏索书号：

TP316.7-6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0251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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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7868


册:Windows7+Office2010》
L420

基本信息：梁玉国, 宁双燕编著.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是帮助读者学习电脑日常办公的入门书籍，详

细介绍了常用办公软件和硬件设备的操作技法和使用技巧，使

读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电脑进行办公，轻松掌握主

流办公软硬件知识。

27《计算机软件基础》

馆藏索书号：

TP31

L631

基本信息：主编刘金凤, 赵鹏舒, 祝虹媛.哈尔滨工业大学出

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是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的综合教材, 共分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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