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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简介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成立于1999年3月，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的科技类专业出版社。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从事科技、计算机、信息技术领
域教育与应用方面的图书、电子出版物、教育产品的开发、出版和发行，2007年被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批准为首批“盘配书”跨媒体出版试点单位，2015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确定的第二批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出版社累计出版品种近7000种，其中包括1200多种多媒体学习软件，承担国家新闻出
版署“九五”至“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包括“计算机动画教室系列”“计
算机网络技术和网络教室系列”“计算机知识普及和软件开发系列”“数码视觉艺术系
列”“国家题库技能实训指导教材”和“数字创意教室系列”等，为推动我国计算机应用
事业的发展，普及计算机知识，繁荣电子出版业做出了贡献。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在教材出版方面拥有多年的开发、出版经验，在信息技术图书出
版方面位于行业的领先水平，承担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的开
发、出版、发行工作，为全国近2000所职业院校提供全系列的计算机信息类教材。近年来
在数字出版领域创新发展，采用“盘书网云”全媒体出版形式，为读者提供多层次、多终
端阅读产品和智能化协同学习应用平台，深受读者、教师好评。
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部分获奖产品和荣誉：
• ★《照相馆的故事》荣获第二届国家电子出版物奖、新世纪莫必斯多媒体光盘国际
   大赛中国杯
• ★《再现世界》荣获莫必斯多媒体光盘国际大赛技术提名奖
• ★《想象》荣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北京市优秀电子出版物奖、首届“中华杯”
   优秀电子出版物奖、第二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最佳作品奖”
• ★《图形图像处理（Photoshop平台）Photoshop CS3中文版职业技能培训教程（图
   像制作员级）》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 ★《计算机操作员（中级）国家题库技能实训指导手册》荣获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 ★《版式设计》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第三届中国轻工业优秀教材奖
• ★“高新技术考试教材云服务内容平台”项目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
   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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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平台）Windows 7、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平台）Windows 7、
Office 2010试题解答（操作员级）》
Office 2010试题汇编（操作员级）》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办公软件应用模块
（Windows平台）Windows 7、
Office 2010操作员级考试的全部
试题。本书既可供正式考试时使
用，也可供考生考前练习之用。
CX：8103
定价：￥45.80
出版时间：2013.10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平台）Windows 7、
Office 2010职业技能培训教程（操作员级）》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办公软件应用
（Windows平台）培训和考核标
准及操作员级考试大纲编写，共分
8章，与《试题汇编》一一对应，
可供考评员和培训教师在组织培
训、操作练习等方面使用。
CX：8101
定价：￥43.80
出版时间：2013.11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平台）AutoCAD
2012试题解答（绘图员级）（机械专业）》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办公软件应用模
块（Windows平台）Windows
7、Office 2010操作员级考试全
部试题的解答。全部解答根据试
题特点，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CX：8102
定价：￥46.80元
出版时间：2013.10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平台）AutoCAD
2012试题汇编（绘图员级）》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计算机辅助设计
（AutoCAD平台）AutoCAD 2012
绘图员级试题库的全部试题。本书
既可供正式考试使用，也可供考生
考前练习使用。
CX：8228
定价：￥44.80
出版时间：2017.7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平台）AutoCAD
2012职业技能培训教程（绘图员级）》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计算机辅助设计模

本书包含计算机辅助设计模

块（AutoCAD平台）培训考核

块（AutoCAD平台）AutoCAD

标准及绘图员级考试大纲编写，

2012绘图员级考试机械类试题的

共分9章，每章选取一道真实试

操作解答（共80道试题）。

题，分析其技能考核点，并以图

CX：8230
定价：￥38.80
出版时间：2017.7

文对照的方式进行详细讲解。
CX：8229
定价：￥46.80元
出版时间：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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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面向全国各界、各层次的劳动者，各类院校学生，国家企事业单位从业者
统一标准、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考评员资格、统一培训考核机构条件标准、
统一颁发证书

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面向全国各界、各层次的劳动者，各类院校学生，国家企事业单位从业者
统一标准、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考评员资格、统一培训考核机构条件标准、
统一颁发证书

《会计软件应用（用友软件系列）用友U8试题汇
编（中级）》
内容简介

《会计软件应用（用友软件系列）用友U8职业技
能培训教程（中级）》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会计软件应用（用

本书是会计软件应用模块

友软件系列）用友U8中级试题库

（用友软件系列）用友U8中级的

的全部试题。本书既可供正式考

配套教材，由考试教材编写委员

试使用，也可供考生考前练习使

会组织编写，共分8章。

用。
CX：8263
定价：￥49.80元
出版时间：2018.10

CX：8264
定价：￥37.80元
出版时间：2018.10

《图形图像处理（Photoshop平台）Photoshop CS5 《 办 公 软 件 应 用 （ W i n d o w s 7 / 1 0 ， O f f i c e
2010/2013）试题汇编（中级）》
试题汇编（高级图像制作员级）》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图形图像处理模块
（Photoshop平台）Photoshop
CS5高级图像制作员级考试试题
库的全部试题。本书可供正式考
试时使用。
CX：8053
定价：￥44.80
出版时间：2012.12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 XP/7、Office
2010）试题汇编（高级操作员级）》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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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办公软件应用的
相关知识点与技能点，注重基础
性和实践性训练。全书分8个单
元，每个单元有15道试题，试题
内容适用于Office 2010和Office
2013版本环境下操作。
CX：8625
定价：￥48.80元
出版时间：2019.6

《计算机应用基础（Windows XP/7、
Office 2010）》
内容简介
本书为福建省计算机职业

本书包含福建省计算机

技能鉴定办公软件应用模块操

职业技能鉴定办公软件应用

作员级和高级操作员级考试的

（Windows XP/7,Office

指定培训教材。本书以“学习

2010）高级操作员级考试的全部

情境 + 项目任务”的编写方

试题。

法，共分5个学习情境。

CX：8126
定价：￥48.80
出版时间：2018.11

CX：8127
定价：￥38.00
出版时间：2015.9

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建筑信息模型（BIM）建模（Revit平台）中级
试题汇编》

内容简介
    本产品包含专项职业能力考试

《建筑信息模型（BIM）工程造价（Revit平台）
中级试题汇编》
内容简介
    本产品包含专项职业能力考试

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块（BIM应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块（BIM应用

技能平台-建模方向）中级考试的

技能平台-工程造价方向）中级考

全部试题，试题经福建省职业技

试的全部试题，试题经福建省职

能鉴定指导中心审定。

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定。

CX：8565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9.3

CX：8566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9.3

《物联网技术应用中级试题汇编》
内容简介

《3D打印设计与应用中级试题汇编》
内容简介

本产品包含专项职业能力考

本产品包含专项职业能力考

试IT应用模块（物联网系统开发

试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块（3D打

应用）中级考试的全部试题，试

印平台）中级考试的全部试题，

题经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试题经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心审定。

中心审定。本产品既可供正式考

CX：8567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6.3

试时使用，也可供考生考前练习
之用，是参加计算机辅助设计模
块（3D打印平台）中级考试的
考生人手一册的常备技术资料。
出版时间：2020.3

《因特网应用高级试题汇编》
内容简介
本产品包含专项职业能力
考试因特网应用模块（Internet
Explorer平台）高级考试的全部
试题，试题经福建省职业技能鉴
定指导中心审定。
CX：8568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6.3

《虚拟现实设计与制作试题汇编（操作员级）》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虚拟现实设计与制
作模块操作员级试题库的全部试
题，考生考试时所做题目从中随
机抽取。本书共分8个单元，既
可供正式考试时使用，也可供考
生考前练习使用。
CX：8493
定价：￥45.00
出版时间：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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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

面向全国各界、各层次的劳动者，各类院校学生，国家企事业单位从业者
统一标准、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考评员资格、统一培训考核机构条件标准、
统一颁发证书

互联网 职
+ 业技能系列微课版创新教材

互联网+职业技能系列微课版创新教材
配套资源丰富——提供微课视频、线上线下互动教学辅导等优质教学资源
详细图解教程——高清的教学操作图片展示重点操作技能
项目教学模式——集理论讲解、案例操作、项目实训为一体的项目教学

《C#程序设计与数据库编程》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NET框架中
C#的知识点，每一道案例均给出
了解答问题的详细逻辑推理过程，
读者在梳理知识结构的同时还可通
过众多案例开拓理论学习及实践操
作的视野。在内容上，源于工程实
践，基于作者多年的工程和教学经
验进行书稿的创作，尽可能覆盖最
新、最实用的.NET开发技术。
出版时间：2020.3

《HTML5+CSS3网页编程项目实战》
内容简介

《CorelDRAW项目实战全攻略》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集理论讲解+案例
操作+项目实训为一体的项目教
学，全面讲解CorelDRAW软件
知识及技巧方法。其中内容包
括：LOGO设计、名片设计、包
装设计、DM宣传单设计、折页
设计、图书封面设计、插画设
计、网页设计、产品造型设计十
个项目。
出版时间：2020.3

《Photoshop CC核心技法项目实战》
内容简介

本书是针对零基础编程学习

本书采用“理论+实战”的

者全新研发的HTML5+CSS3入门

形式，重点讲解Photoshop CC

教程。本书从初学者角度出发，

的核心技法，内容包括图像基

详细地介绍了使用HTML5+CSS3

础、图像处理、文字编辑、颜

进行程序开发需要掌握的知识

色调整、通道与蒙版，以及综

和技术。本书设置了“实训任

合案例。本书案例精美，实用

务”“技能要点”“预习作业”

性强，配套提供所有案例的素

等许多贴心小栏目，辅助读者理

材文件及微课视频，方便读者

解相关知识，学会开发技巧。

深入学习。

出版时间：2020.3

出版时间：2020.3

《PHP+MySQL——Web项目实战》

《计算机基础与网络应用》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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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微型计算机为基

本书采用“理论+实战”的形

础，系统介绍计算机基础知识

式，详细讲解PHP的基础知识与实

及其基本操作。本书由浅入

际应用，内容包括PHP入门与环境

深，层层深入，共分8个章节，

搭建、在线相册、Web考试系统、

通俗易懂地知识点进行解析说

信息资料管理、早新闻等。本书配

明，每个章节的最后安排了配

套提供所有案例的微课视频，可作

套的课后练习题，以便对所学

为学习PHP语言的入门工具书。

知识进行实践练习和巩固。

出版时间：2020.3

出版时间：2020.3

配套资源丰富——提供微课视频、线上线下互动教学辅导等优质教学资源
详细图解教程——高清的教学操作图片展示重点操作技能
项目教学模式——集理论讲解、案例操作、项目实训为一体的项目教学

《3ds Max建筑效果图表现技法》
内容简介

《VRay渲染器及项目实战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本教材以建筑效果图表现

本教材以“基础知识+项目

的关键流程和基本技法为主要内

案例”为主线，使读者从VRay渲

容，重点讲解整体画面感觉的把

染器的基础知识入手，深层了解

握、色彩的搭配使用、摄影机视

VRay渲染器的工作原理，精准掌

图的角度设置以及材质/灯光的氛

握VRay渲染器的工作流程。

围营造等内容。
CX:8559
定价：￥49.80
出版时间：2019.3

《Maya游戏道具及场景模型全攻略》
内容简介

CX:8560
定价：￥43.00
出版时间：2019.3

《搜索引擎技术应用实训指南》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MAYA游戏道

本书以百度竞价广告为基

具及场景模型制作的讲解，阐

础，全面阐述了搜索广告的重

述了游戏道具及场景模型制作

要环节、操作及优化方法。全

的各项要领，全书共分5章，可

书共有32个任务，实用性强，

作为游戏动漫专业教材。
CX:8561
定价：￥41.00
出版时间：2019.3

能够解决工作实际问题。

《广告设计材料与工艺实用教程》

CX:8563
定价：￥38.00
出版时间：2019.3

《AutoCAD施工图设计深化解析》

内容简介
本书是提高平面设计师工

内容简介

作能力和作品变现力的一本使

AutoCAD施工图是室内设

用书籍，共分为7个课题。可

计施工的重要依据，而平面布

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

置图更是施工图的重中之重。

业教材。

本书共有11个项目。

CX:8564
定价：￥32.00
出版时间：2019.5

CX:8562
定价：￥40.00
出版时间：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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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职
+ 业技能系列微课版创新教材

互联网+职业技能系列微课版创新教材

互联网 职
+ 业技能系列微课版创新教材

互联网+职业技能系列微课版创新教材
配套资源丰富——提供微课视频、线上线下互动教学辅导等优质教学资源
详细图解教程——高清的教学操作图片展示重点操作技能
项目教学模式——集理论讲解、案例操作、项目实训为一体的项目教学

《Photoshop CC项目实战全攻略》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集理论讲解+案例
操作+项目实训为一体的项目教
学，共设计有10个项目，可作
为大中专院校平面设计专业教
材。
CX：8558
定价：￥46.00
出版时间：2019.3

《淘宝天猫电商运营实战速成指南》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从Office 2016基础知识
和基本操作出发，详细讲解了
Office 2016三大常用组件的使用
方法和功能特点，以及如何使用
它们提高日常办公效率。
CX：8449
定价：￥49.80
出版时间：2018.3

《玩转网店“视觉营销”设计》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电商行业资深运营

本书是新华电脑教育研究

讲师集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实

院组织编写的都市IT新职场系

践经验编写而成,适合电商淘宝天

列从书中的一本，教材主要用

猫从业者、数据分析、产品美工

于电子商务、天猫创业与运营

以及相关电商项目人员等从业者

类专业学生的课程学习，也可

使用。

用于相关专业领域的职业院校

CX：8452
定价：￥32.00
出版时间：2018.3

课程教学和职业技能培训。
CX：8453
定价：￥38.00
出版时间：2018.3

《新媒体UI视觉界面实训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UI视觉界面设计的
项目实训使读者对视觉设计有更全
面和系统的认识，掌握视觉设计的
应用领域及发展趋势，希望本书能
够真正为读者在UI视觉设计之路
上带来力所能及的引导和帮助。
CX：8451
定价：￥36.00元
出版时间：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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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掌握Office 2016高效办公全攻略》

《Maya经典动画学习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弧线动作轨
迹、预备动作、动画编辑、动画编
辑、构架、跟随动作和重叠动作、
直接处理方法和逐个处理方法、实
体绘制和设计技能。
CX:8448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8.3

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计算机平面设计
《中文版Illustrator CC 2017平面设计与制作208例》
内容简介
全书共14章，由浅入深、循序

《案例大讲堂——中文版Photoshop平面广告设计与
制作300例》
内容简介

渐进地介绍了中文版Illustrator CC

本书共计300个案例，从平

2017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内容

面设计最基础的元素的设计制

涉及的每个案例都配有相应的视频

作入手，逐渐过渡到完整作品的

教学，便于读者快速掌握和提高

设计制作，全面介绍了如何使用

Illustrator CC 2017的使用水平。

Photoshop进行平面设计。

CX：8556
定价：￥86.00
出版时间：2019.3

CX：8217
定价：￥79.80
出版时间：2015.10

《案例大讲堂——中文版Illustrator图像创意设计与
制作300例》
内容简介
全书共19章，用300个案例
介绍Illustrator的使用方法和操作
技巧，包括标识设计、企业VI设
计、产品设计、商业海报设计等
众多Illustrator应用领域。
CX：8214
定价：￥68.00
出版时间：2015.10

《中文版Illustrator CC平面设计实例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Illustrator
CC软件的使用方法，以及如
何应用Illustrator CC进行平面
设计与处理，帮助读者快速掌
握Illustrator CC的平面设计技
能，全书共12章。
CX：8600
定价：￥68.00
出版时间：2019.7

《Adobe Illustrator CS6图形设计与制作案例技能实 《Adobe创意大学Illustrator CS6标准教材》
训教程》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11个模块，每个模块

本书知识结构清晰，内容

的结构分为模拟制作任务、知识点

丰富，以“理论知识+实战案

拓展、独立实践任务3部分，知识

例”对Illustrator CS6进行全面

点拓展与步骤中知识相呼应，让学

讲解，是“Adobe创意大学产

生能够“做中学”和“学中做”。

品专家认证”指导用书。

CX：8144
定价：￥42.00元
出版时间：2014.2

CX：8084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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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专业名称：计算机平面设计
《服装设计效果图手绘表现实例教程》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实例讲解服装设计

色彩构成是设计专业的基

效果图手绘表现方法和技巧，

础课程之一。全书分5章，具体

对服装设计效果图中的人体比

包括色彩基本理论知识、色彩

例、结构、动态，服装面料质

对比调和与色彩设计、色彩感

感，服装经典图案，服装常见

觉与色彩设计、色彩的联想与

款式都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色彩设计、实例制作。

CX：8610
定价：￥89.90
出版时间：2019.8

《Adobe Photoshop CS6图像设计与制作技能基础
教程》
内容简介

CX：8587
定价：￥69.80
出版时间：2019.6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辅导教程
及Photoshop应用》

一级计算机基础

内容简介

本书共12章，从最基础的

本书遵照教育部考试中心

平面设计知识讲起，深入浅出

科目考试大纲规定的技能要求

地讲解了平面作品的创作方法

组织和编写，旨在考核计算机

和设计技巧，最后讲解了两个

基础知识及图形图像工具软件

商业应用案例。
CX：8169
定价：￥52.00
出版时间：2015.1

（Photoshop）的基本技能。

《Adobe Photoshop CS6图像设计与制作案例技能实
训教程》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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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构成与CoreDRAW实例制作》

CX：8150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4.4

《Adobe创意大学Photoshop CS6标准教材》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丰富，共12个模块。

本书介绍Photoshop CS6入

每个模块包含一个商业典型案例，

门速成、创建与编辑选区、图层

将案例切割成多个部分，展开设计

与图层组、路径与选区、绘制矢

与制作的具体操作方法，最后提供

量图形等内容，是“Adobe创意

独立实践任务供读者学后练习。
CX：8142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4.2

大学产品专家认证”指导用书。
CX：8085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3.4

专业名称：计算机平面设计
《Adobe InDesign CS6版式设计与制作案例技能实
训教程》
内容简介

《版式设计》
内容简介

本书选用真实商业案例

本书编写立足实用，从版式

进行讲解，还原工作场景，让

设计概述、版式设计的发展、构

学生亲身感受工作流程的真实

成原则、造型要素、编排形式、

性，全书12个模块，每模块间

网格系统六方面进行编写，重点

相互关联，内容环环相扣。

明确，案例新颖。

CX：8143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4.2

CX：8422
定价：￥59.80
出版时间：2017.9

《Photoshop CS6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Photoshop CS6完全自觉一本通》
内容简介

本书以Photoshop CS6为基

本书从Photoshop CS6的基本

础，主要针对初学者以实例的形

操作入手，结合大量的可操作性

式讲解使用Photoshop对图形图像

实例，全面深入地讲述Photoshop

进行调整与设计的方法，根据书

CS6的基础知识，目的在于通过鼠

中操作，仅仅通过鼠标和键盘就

标和键盘就可以对图形图像进行

可以表达各种创意。

处理，表达各种创意。

CX：8435
定价：￥109.00
出版时间：2018.3

CX：8436
定价：￥49.90
出版时间：2018.5

《色彩搭配——设计师必备宝典》
内容简介

《时装画手绘表现技法从基础到进阶全解析》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如何把设

本书为设计初学者提供了大

计思路转化绘制成时装画的过

量的配色组合，信息量大，分类简

程。全书共有四章，分别介绍

洁、清晰，是一本设计人士必备的

绘制时装画的常用工具与绘制

配色速查类参考工具书。全书共8

的基本技法，时装画常用人体

章。

比例及局部人体结构分析等。

CX：8444
定价：￥59.90
出版时间：2018.3

CX：8410
定价：￥89.90
出版时间：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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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计算机平面设计专业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中文版Animate CC 2017动画设计与制作208例》
内容简介

《Adobe Flash CS6动画设计与制作案例技能实训教
程》
内容简介

全书共16章，由浅入深、循序

本书共分11个模块，按照动画

渐进地介绍了中文版Animate CC

制作过程构建任务，以完成工作任

2017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书中每

务为主线，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

个案例都配有相应的视频教学，便

讲解Flash CS6动画制作的基本原

于读者快速掌握和提高Animate的使

理和相关职业技能。
CX：8145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4.2

用水平。
CX：8555
定价：￥79.00
出版时间：2019.3

《Adobe Flash CS6动画设计与制作技能基础教程》

《中文版Animate CC动画制作实例教程》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共12章，从最基础的二

本书注重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

维动画设计知识讲起，深入浅出

相结合，以实例操作为主线，深入浅

地讲解Flash动画制作的方法和

出地讲解了使用Animate CC 2018进

技巧，最后讲解动画短片设计与

行动画制作的各种知识与技巧。本书

网站片头设计两个综合性案例。

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职业院校的

CX：8170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5.2

教材。
CX：8607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9.7

《案例大讲堂——中文版Flash商业广告设计与网络 《经典动画角色赏析》
动画制作300例》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讲解Flash动画设
计与制作，能够从浅入深、循序
渐进地学习Flash动画。全书共
15章，从零开始、图文并茂、讲
解细致、循序渐进，可作为相关
培训教学用书。
CX：8216
定价：￥69.00
出版时间：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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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全书共分6章，包括动画角色
塑造的重要意义、动画角色赏析的
角度以及美国、日本、中国、欧洲
动画作品中具有典型特征的动画角
色分析。
CX：8588
定价：￥59.80
出版时间：2019.6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机械制造技术专业
机械制造技术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机械制造技术
《室内设计基础与应用教程》（上册）
内容简介

《室内设计基础与应用教程》（下册）
内容简介

本书包含“设计理论与空

本书包含“设计理论与空

间组织”和“细部设计与软装

间组织”和“细部设计与软装布

布置”两部分，将室内设计的

置”两部分，将室内设计的理论

理论知识与应用设计相结合，

知识与应用设计相结合，既具备

既具备专业性又具备实用性。

专业性又具备实用性。

CX：8640
定价：￥168.00
出版时间：2019.10

CX：8640
定价：￥168.00
出版时间：2019.10

《中文版UG NX 10.0实例教程》

《模具设计师（注塑类）（三级）》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介绍了UG NX

内容简介

10.0软件的应用方法，以及使用

本书依照《模具设计师.国

UG NX 10.0进行模型设计与处

家职业标准》技术要求，以广东

理的方法与技巧。本书内容共分

省典型模具行业案例为习题，贴

为12章，适合于UG NX 10.0的

合模具行业实际，同时符合注塑

初、中级读者使用。

模具设计师鉴定考核的需要。

CX：8604
定价：￥68.00
出版时间：2019.7

CX：8213
定价：￥45.00
出版时间：2015.10

《中文版Solidworks 2013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中文版
SolidWorks 2013草图绘制、曲
面建模、钣金设计、焊件设计、
装配体设计、线路设计和工程图
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共分18章。
CX：6057
定价：￥59.80
出版时间：2012.12

《Altium Designer 10原理图与PCB设计教程》
内容简介
全书共17章，分别介绍
Altium Designer 10原理图的
绘制与编辑、层次原理图的设
计、原理图的后期工序、PCB
设计的布局与布线操作、电路
板的后期制作等内容。
CX：8155
定价：￥45.00
出版时间：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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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机械制造技术专业

专业名称：机械制造技术
《中文版Creo Parametric 5.0模具设计实例教程》
内容简介
全书分18个项目。每个项目
都从产品造型开始讲解，逐步深
入到收缩率、工件、分模线、分
型面、抽取零件等设计环节，每
个实例都自成一个完整的流程。
CX：8609
定价：￥49.80
出版时间：2019.8

《中文版AutoCAD 2015室内装饰装潢技法精讲》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从实用角度出发，通过
大量的实例，从易到难，循序渐
进地讲解了使用AutoCAD 2019软
件绘制机械图纸的流程和方法。
CX：8619
定价：￥68.00
出版时间：2019.10

《AutoCAD 2015循序渐进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介绍如何使用

本书结合AutoCAD 2015的

AutoCAD针对室内装饰装潢进行

功能与机械制图的特点，介绍了

设计。全书针对初级和中级读者使

使用AutoCAD绘制各种机械图形

用，循序渐进、使读者掌握所学知

的方法。本书实例丰富、典型，

识，并完全可以应对工作。

内容繁简得当、由浅入深。

CX：8252
定价：￥55.00
出版时间：2016.5

CX：8166
定价：￥49.80
出版时间：2015.1

《中文版3ds Max/VRay效果图设计与制作300例》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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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CAD 2019 循序渐进教程》

《3ds Max/VRay室内效果图完美空间表现》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300个室内外建筑

全书以实战经验为基础，详

效果图实例，从基础建模到完整

细介绍了3ds Max/VRay在绘制

室内外建筑效果图制作，将理论

效果图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

知识与实际操作融会贯通，使读

用，以及绘制真实感效果图的实

者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学习。

用技法与技巧。

CX：8258
定价：￥99.00
出版时间：2016.9

CX：8122
定价：￥69.80
出版时间：2013.7

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软件与信息服务
《Android从入门到精通》

《路由交换技术与网络安全》

内容简介
全书共23章，分别为
Android开发基础，剖析
Android应用程序，界面UI设计
和布局，基本视图组件，事件处
理Activity程序界面等。
CX：8633
定价：￥79.80
出版时间：2019.11

《SQL Server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建设方案等方面的专业课
程标准，以强化专业技能培养
为目标，安排教材内容。本书
共10章，可作为大中专院校计
算机专业的教材。
CX：8599
定价：￥38.00
出版时间：2019.7

《中文版MindManager思维导图绘制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本书结构合理、内容
详实、通俗易懂，注重SQL
Server数据库的实用性和可操作
性，可作为各培训机构、企事业
办公人员的参考书，以及各大中
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CX：8359
定价：￥65.00
出版时间：2017.9

《SPSS 24统计分析基础与案例应用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使零基础读者能够熟练掌
握SPSS统计分析方法，共分17
章、4大部分：软件介绍、基础
操作、统计分析和进阶学习。
CX：8415
定价：￥59.80
出版时间：2017.10

内容简介
本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地讲解了使MindManager简体
中文版软件绘制思维导图的基
本方法，并通过25个实例帮助
读者绘制工作、学习生活中常
用的导图。
CX：8577
定价：￥49.00
出版时间：2019.5

《黑客攻防从入门到精通（全新精华版）》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介绍黑客攻防的
主要知识，涵盖了黑客攻防前
的准备工作、扫描与嗅探攻防、
Windows系统漏洞攻防、密码
攻防、病毒攻防、木马攻防等内
容。
CX：8409
定价：￥49.90
出版时间：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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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数字媒体技术应用
《全视频课堂—中文版Premiere Pro CC 2017影视片 《中文版Premiere Pro CC实例教程》
头创意与设计208例》
内容简介
    全书共14章，由浅入深、循序

内容简介

渐进地介绍了Premiere Pro CC

Pro CC软件的应用方法，以及

2017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巧。书

使用Premiere Pro CC进行视频

中每个案例都配有相应的视频

编辑与处理的方法和技巧。本书

教学，便于读者快速掌握和提高

共12章，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院

Premiere Pro的使用水平。
CX：8557
定价：￥79.00
出版时间：2019.3

《中文版After Effects 影视后期特效设计与制作
300例》
内容简介
全书共由20章300个案例组
成，重点讲解After Effects常用
高级特技。最后通过9个综合案
例，充分展现After Effects高超
的创造力。
CX：8251
定价：￥85.00
出版时间：2016.4

本书详细介绍了Premiere

校、职业院校的教材。
CX：8613
定价：￥79.80
出版时间：2019.7

《Adobe Premiere CS6影视后期设计与制作案例技
能实训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分8个模块，均配有案
例，综合应用该模块所涉及的知
识点介绍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设
计过程，最后通过课后练习来培
养读者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CX：8148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4.2

《Adobe After Effects CS6影视后期设计与制作案例 《案例大讲堂——中文Premiere Pro视频编辑剪
辑设计与制作300例》
技能实训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分8个模块，全面介绍软
件基本功能和影视制作的基本理
论，并穿插介绍大量实际工作经
验和技巧，可作为本科、高职高

16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300个案例，共分
18章，所有案例都经过精心挑选
和制作，将Premiere Pro的关键
知识点融于案例操作中，并进行

专艺术、影视编辑等专业教材。

了深入而到位的讲解。

CX：8147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4.2

CX：8215
定价：￥89.80
出版时间：2015.10

电气技术应用专业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电气技术应用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电气技术应用
《数控车床编程与操作》

《电气CAD实训教程》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包括基础知识、新

本书选用9个项目，可作为

知识与附录。在一体化教学中，

高职高专机电、计算机及其相关

可方便地了解变频器的结构、安

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工程

装与接线的基本知识，同时掌握

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参考书或

变频器的基本操作及其维护。

成人教育和岗前培训教材。

CX：8603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9.9

CX：8233
定价：￥45.00
出版时间：2015.12

《维修电工实训教程》

《数控车床电气故障诊断与维修》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全书分为6个项目、24个任

全书分为7个项目，全面系

务进行编排，可作为高职高专电

统地阐述了数控车床电气使用中

器类和机电类电工技能实训教

出现的故障问题及解决方法。既

材，也可供电气技术人员、电气

可作为中职教材，也可作为数控

工程师等工作人员参考。

加工培训资料。

CX：8218
定价：￥45.00
出版时间：2015.8

CX：8243
定价：￥30.00
出版时间：2016.1

《数控车床编程与实训》

《特种作业电工培训教程》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产品以SIEMENS 802S系

本书讲解电工岗位培训内

统车削为基础，详细讲解了数控

容，共分6个项目，可作为高职

车床的操作方法及编程方法。可

高专院校机电类专业电工技能实

作为高职高专和中职数控加工、

训教材，也可作为电工上岗培训

机电类专业的实训教材使用。

和维修电工晋级考试参考教材。

CX：8244
定价：￥30.00
出版时间：2016.1

CX：8219
定价：￥45.00
出版时间：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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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网站建设与管理专业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专业名称：网站建设与管理
《中文版Dreamweaver CC网页制作实例教程》
内容简介

《HTML5+CSS3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本书注重理论知识与实

本书通过知识加案例的形式，

际应用相结合，以实例操作为

详细讲解了如何运用HTML5 和

主线，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使用

CSS3 对网站进行设计与构造的基本

Dreamweaver CC 2018进行网

应用知识及技巧。本书与同类教程

页制作的各种知识与技巧。

书相比，更容易让读者快速掌握知

CX：8612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9.7

识，并运用到实际设计工作中。
CX：8403
定价：￥69.90
出版时间：2017.11

《Adobe Dreamweaver CS6网页设计与制作案例技 《Adobe Dreamweaver CS6网页设计与制作技能基础
能实训教程》
教程》
内容简介

本书共13章，从最基础的网

工具讲解网页制作的基础知识，

页制作开始讲起，深入浅出地讲

内容完全贴合网页设计行业的实

解了网站建设与网页制作的方法

际岗位需求，是一本全面细致的

和技巧，可以作为各大中专院校

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教程。

的教材使用。

CX：8146
定价：￥42.00
出版时间：2014.2

CX：8171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5.2

《HTML 5开发技术》

《ASP动态网站68个典型模块精解》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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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Dreamweaver CS6为

内容简介

本书讲解了HTML+CSS网

全书共3篇68个实例，通过

页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实际运用

创建和连接数据库、登录功能、

技术，并结合实例讲解网页设

登录验证码、优化性能测试等内

计的各种方法，以培养读者符

容，全面讲述了ASP动态网站的

合标准的设计思维

特点、技术以及制作流程。

CX：8432
定价：￥56.00
出版时间：2018.4

CX：8206
定价：￥69.80
出版时间：2015.9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WPS Office高效办公从入门到精通》

《心理学》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心理学是普通高等师范院

本书以国产办公软件WPS

校的公共必修课之一，是培养

Office 2019为基础，以168个实战

合格师资的一门重要课程，也

案例为导向，讲解了行政文秘、人

是教育学、学科教学法、教学

力资源、财务会计、市场营销等多

技能及教育实习等其他教师教

个职场中常见的商务办公案例。

育系列课程的基础。

CX：8593
定价：￥59.90
出版时间：2019.7

CX：8157
定价：￥39.80
出版时间：2014.9

《C语言从入门到精通》

《Java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结构合理、案例详实，

本书结构合理、内容详实，

详细介绍了C语言的基础知识与

详细介绍Java语言的基础知识与

实际运用，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

实际运用，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

C语言程序设计用书，是C语言

程序设计参考书，是学习Java语

程序设计必备的工具书。

言必备的工具书。

CX：8357
定价：￥59.90元
出版时间：2017.10

CX：8355
定价：￥69.90元
出版时间：2017.9

《Excel财务会计应用宝典（全新精华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以实际应用为出发点，
通过介绍大量来源于财务实际工
作的精彩实例，在介绍相关财务
基础知识的同时，全面讲解了在
会计与财务管理日常工作中所遇
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CX：8586
定价：￥59.90
出版时间：2019.7

《Excel高效办公应用宝典（全新精华版）》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讲解了如何运用
Excel公式、函数与VBA快速且
正确地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以帮助读者可以更高效地完成
工作。
CX：8585
定价：￥59.90
出版时间：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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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

职业院校教学培训用书・公共基础课
依照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开发
参考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技能培训和鉴定标准
覆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

《电脑组装与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全新精华版）》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四大部分：维修

内容简介
本书在结构上采用“由浅到

基础与硬件选购、组装与使用设

深、由点到面、由理论学习到综

置、电脑故障检测与维修、组建

合应用”的组织思路，在写作上

小型局域网和故障修复。本书可

采用“图文并茂、一步一图、理

作为培训机构和各大中专院校相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原则。

关专业的教材。
CX：8404
定价：￥79.90
出版时间：2017.11

CX：8592
定价：￥58.00元
出版时间：2019.7

《Excel在会计与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案例应用》
内容简介

《Office 2019从入门到精通》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大量的实例，以图

本书共分为5个部分24章，

文并茂的形式，循序渐进地讲解

主要介绍Office 2019的通用操

了Excel 2019在日常会计与财务

作；Word 2019的初级、中级和

管理各个方面的实际应用，具有

高级操作，包括文档操作、文字

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输入和编辑等众多内容。

CX：8620
定价：￥69.00
出版时间：2019.10

CX：8636
定价：￥76.00元
出版时间：2019.11

《Word/Excel/PPT 2019高效商务办公从新手到
高手》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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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制作、设计与演示从新手到高手》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讲解Office 2019的

本书可作为本科院校计算机

三大主要组件—Word、Excel和

类、电子类、通信类、自动化类

PPT在商务办公中的应用，可以

等专业微机原理与应用、微机原

作为电脑培训班的培训教材或学

理与接口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

习辅导用书。

计等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CX：8634
定价：￥55.00元
出版时间：2019.12

CX：8576
定价：￥59.90元
出版时间：2019.2

精品图书

《走进西班牙》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三次游览

本书由资深摄影人张晓峰、

行笔记，引领读者体验西班牙

何春晖两位老师打造，以作者多

充满异域风情的宫殿、教堂、

年来拍摄的精品为示例，将拍摄

斗牛场、名人故居、高迪的建

时发生的事、考虑到的问题和后

筑作品、城堡等艺术精华。

期制作心得一一讲述给读者，使

CX：8535
定价：￥79.80
出版时间：2018.8

读者能够从中吸取经验，从普通

明日外星人

编程·技巧

础卷

基

编著

爱好者快速成长起来。
出版时间：2020.1

《Python速查手册.模块卷》

内容简介
明日科技

内容简介

西班牙所拍摄的摄影作品及旅

《Python速查手册.基础卷》
软／件／开／发／典／藏／系／列

《小白摄影入门：拍出美图很简单》

内容简介

本书从实用角度出发，全

本书全面细致地讲解了

面细致地讲解了Python中提供

Python中基础的字符串模块、

的内置函数、基本语句、常用

数学函数与随机数模块、日期函

操作等。全书共16章，包括输入

数模块、文件操作模块等。全书

输出、格式化、基本语句、字符

共14 章，包括string模块、re模

全彩版

串操作、列表、元组、字典、集

块、decimal模块、math模块、

速查手册

合、数学运算与数字处理函数、

random模块、calendar模块、

类型转换相关函数、迭代相关函

datetime模块、time模块、os模

数、序列操作相关函数等内容。

块、os.path模块等内容。

出版时间：2020.3

出版时间：2020.3

Python

基础语法，应用场景，双目录编排速查速用
程序员案头的 Python 速查工具书！

《手机摄影从入门到精通：拍出赞爆朋友圈的大片
很简单》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为广大手机用户量
身打造的手机摄影宝典，通过
众多手机实拍案例，将理论融
入到日常手机摄影实践中，让
读者快速掌握手机摄影的高超
技法。
CX：8440
定价：￥55.00
出版时间：2018.3

《漫画素描教程零基础入门超值版》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10个章节，内
容丰富，配合大量小知识的穿
插，帮助读者理解容易被人所
忽视的要点和难点。本书循序
渐进、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
十分适合初学者入门使用。
CX：8414
定价：￥29.80
出版时间：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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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图书

承担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至“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多次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莫必斯多媒体光盘国际大赛
技术提名奖
从事科技、计算机、信息技术领域的科技类专业出版社

精品图书

精品图书
承担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至“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多次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莫必斯多媒体光盘国际大赛
技术提名奖
从事科技、计算机、信息技术领域的科技类专业出版社
《美少女漫画教程：零基础入门超值版》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零基础美少女漫画
初学者的特点，对如何塑造吸引
人的角色、美少女脸部绘制、完
美身材的展现、不同服饰质感的
表现等均有详细讲解。
CX：8443
定价：￥29.80
出版时间：2018.1

《家装配色+软装陈设实用图典——北欧风格》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零基础Q版漫画
初学者的特点，对Q版人物的特
点、身体比例、五官与表情、发
型设计、个性与情绪表现、角色
换装、Q版穿越古代人物等均有
详细介绍。
CX：8442
定价：￥29.80
出版时间：2018.1

《零基础素描入门教程——人物头像》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国内外主流的

本人物素描是素描绘画中

北欧风格设计案例图片五百余

比较难以掌握的，尤其是头像素

张，对案例的配色设计与软装

描，初学者在素描表现时往往容

搭配进行详细讲解，帮助读者

易顾此失彼，而作为人物素描基

掌握北欧风格要点和设计色彩

础的石膏像素描，也有系统的绘

搭配。

制技巧。

CX：8508
定价：￥39.80
出版时间：2018.9

CX：8412
定价：￥20.00
出版时间：2018.11

《150个家居软装搭配图典》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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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版漫画教程：零基础入门超值版》

《150个家居设计配色图典》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五百余张国内

本书精选了五百余张国内

外高清实景家居图片，诠释了15

外高清实景家居图片，诠释了

种不同家居风格的软装搭配关键

15种不同家居风格的色彩设计

点，帮助读者更直观、全面地了

关键点，帮助读者更直观、全

解家居软装搭配技巧。

面地了解家居配色技巧。

CX：8524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8.7

CX：8525
定价：￥48.00
出版时间：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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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科技类专业出版社
国家新闻出版署首批“盘配书”跨媒体出版试点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署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项职业能力考试教材出版发行单位
教育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技术支持单位
承担“九五”至“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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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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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190

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24

出版社新浪官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