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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期专题推荐书目的选题是计算机等级考试专题。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National Computer Rank Examination，以

下简称 NCRE），是经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批准，

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面向社会，用于考查应试人员计算机

应用知识与技能的全国性计算机水平考试体系。本考试不以评

价教学为目的，考核内容不是按照学校要求设定，而是根据社

会不同部门应用计算机的不同程度和需要、国内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情况以及中国计算机教育、教学和普及的现状而确定的；

它以应用能力为主，划分等级，分别考核，为人员择业、人才

流动提供其计算机应用知识与能力水平的证明。 

市面上的考试参考书籍纷繁错杂，因此备考资料选择的

科学性显得尤为重要。 

本年度计算机等级考试已于 3、6、9 月份分别举办，12

月份第四批考试来临在即，望同学们结合个人实际情况，科学

选择参考书籍，击破薄弱环节，攻破考试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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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三级教程一本通——信息管理技术》：

教育部考试命题研究中心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索书号：

TP3/Q890 

本套用书按2005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

试科目分为十分册:《C 语言程序设计)、《C++语

言程序设计》、ava 语言程序设计》、《 Visual Basic

语言程序设计)、( Visual Foxpro 程序设计》、《Aces

数据库程序设计》《PC 技术》、《信息管理技术》、

《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全书具有以下特点：多模块讲解，

全面精确地阐释。本套用书的每一分册都紧扣 2005 年最新考试大

纲，从不同角度对每一章内容进行深入透彻地讲解剖析；多模块演

练，注重提高考生的实战能力本套用书的每一分册除了在每一章都

编制了大量的强化训练习题外，还设置了“历年真题演练”、“上

机演练”等模块，让考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进行大量的实战

练习，以便考生快速、深入地掌握出题方向，熟悉上机考试环境，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线辅导，提供超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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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本通——二级 Visual Basic》：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命题研究中心 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索书号：

TP3/W172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专业研究机构一一未

来教育教学与研究中心历时 11 年，累计对 6 万多

名考生的备考情况进行了跟踪硏究。从对考生的

调查得知，考生备考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时间比较

短，因为从报名到参加考试只有近 4 个月的时间，

留给考生的复习时间比较有限，许多考生存在选择题或操作题其中

一项偏弱的情况。因此，为满足广大考生的需要，未来教育教学与

研究中心精心策划、编写了本从书。本书为其中一本，面向二级 

Visual Basic 科目，旨在帮助考生提高备考效率。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针对选择题和操作题；章前考点总结；内

容讲解易学易懂；考前模拟训练；智能考试模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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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历年真题必练——三级网络技术》：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命题研究组 编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索书

号：TP3—44/Q8965 

本书包含了本科目开考以来的历年真题试

卷，试题全面，历年真题一书网罗，可供考生全

面复习与突破过关。答案解析，详略得当。试卷

不仅给出了参考答案，且一一予以解题分析，突

出重点、难点，详略得当，力求通过解析的学习，

强化理解、记忆。每套试题解析最后附有关键考点评注。根据培训

老师的实际培训经验，在每套试卷解析最后加了“关键考点评注”，

对本套试卷中难点、重点进行剖析，使考生能达到举一反三功效;

对重点考点进行链接，使考生重温了相关知识点，备考更有信心。

装帧独特，便于销售。每套试题按“试卷十解析+评注”装成一份，

非常适合考生按“练、学、查”方式实战，而且充分考虑到培训班

的特点，方便教学使用。作者实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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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真题汇编与专用题库——二级 C 语言》：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命题研究组编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索书号：

TP3—44/Q89620 

本书题库中的试题全部来自真考题库，光盘

中真考模拟系统的考试环境、题库试题、答题步

骤、评分标准与真考一模一样。主要特色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计算机等级考试大纲和教材设计

的知识点众多，为了让考生复习更有针对性，组

织了一批有丰富计算机等级考试教学和培训经验的专家，将真考题

库中每道试题所考查的考点提炼出来，总结出一套覆盖真考题库所

有试题的高频考点，帮助考生迅速掌握考试所需的知识点，真正做

到事半功倍。本书包含的“选择题”和“操作题”两部分，均配有

标准答案和详细解析。此外，考生可利用光盘学习系统在真考环境

下练习书中的真考试题。未来教育研究计算机等级考试 20 年，通

过研究试题考点的分布规律，从新增题库中精心挑选了两套典型试

题，供考生熟悉、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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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教育部考

试中心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索书号：TP3/Z100 

编者受教育部考试中心委托,编写了本书,以

满足报考“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科目的广大 考

生复习的需要。 由于嵌入式系统涉及数字技术与

集成电路、计算机组成原理、网络通信、实时 操

作系统、程序设计等知识,编写教材的难度较大,

编者在撰写本书时严格按照《嵌入式系统开 发技术考试大纲》的

要求,对考生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

考虑到 报考人员已经在程序设计、计算机组成原理和操作系统方

面有一定基础,所以本书只对考试大纲中涉及的重点知识和技能加

以讲解,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限于篇幅无法展开,请读者参考其 

他相关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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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无纸化专用题库——二级 C 语言》：富

慧敏 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索书号：TP3—44/F992 

为了适应等级考试的变化、同时帮助广大老

师和考生更好地把握新的考试内容，高效地通过

计算机等级考试，本书编写组认真研究无纸化考

试的考试形式和最新考试大纲，组织具有多年教

学、命题、策划等经验的方面的专业人土，仔细

分析众多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以及其他教育产品的优点，精心策划

了本套无纸化专用图书。 

本书所有试题均为真实考试原型题，试题类型包括选择题和上

机操作题，知识点完全覆盖最新真题考题库，并逐年不断更新，以

真题为核心组织全书的内容，同时提供考前密押试题；配套软件完

全模拟真实考试环境，同时软件中配有所有试题的答案，方便有需

要的考生查阅或打印；网络课堂，名师、高清视频，循序渐进，由

浅入深，结合诙谐的语言和生动的举例，讲解考试中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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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教程——C++语言程序设计（2013

年版）》：教育部考试中心主编，索书号：TP3/Y912 

    随着计算机应用的发展，等级考试的内容也

在不断更新。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C++语言概述、

C++数据类型、基本语句、数组、指针和引用、

函数对象和类的相关知识、类的继承与派生、多

态性、模板和输入输出流。本书的编写力求在体系结构上安排合理、

重点突出、难点分散、便于掌握;在语言叙述上注重概念清晰、逻

辑性强、便于自学。为便于读者自我检查，书中各章的最后均配有

习题。带有“＊”号的章节是为了知识的完整性而编写的，考试大

纲中不要求，考试中也不涉及。此外，本书在附录中提供了集成开

发环境 Microsoft Visual C++6、0 的使用方法，读者可以参照其中

的具体步骤进行 C++语言编程的上机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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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无纸化专用题库——二级 MS Office 高

级应用》：高熠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索书号：TP3—44/G203 

     为了适应等级考试的变化，同时帮助广大老

师和考生更好地把新的考试内容，高效地通过计

算机等级考试、本书编写组认真研究无纸化考试

的形式和最新版考试大到，组织具有多年教学、

命题、策划等经验的各方专业人土，仔细分析众

多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以及其他教育产品的特点，精心策划了本套

无纸化考试专用图书。同时，以软件、网校、手机和现场培训等多

种形式为考生提供服务。 

本书具有以下四大特点：百分百,真考题库；无纸化，真考环境；

数字化，学习平台；自助式，全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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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零起点一本通——网络技术》：全国计

算机等级考试命题研究组   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索号：

TP3/Q89020 

    编写组通过几年的研究和探讨，进行反复论

证，推出本书专为那些基础薄弱的初学者量身定

做。无论是体例安排的逻辑性，还是考点讲解的

用词，我们都以读者的领悟理解为中心，以易学、

实用为目标。本书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两点：1、面 

向初学者——零起点。减轻初学者的学习负担，仔细研究历年真

题，把考试内容归纳为一个个考点，逐一为大家讲解。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2、考点—经典试题分析—模拟训练科学的编排，完美

的组合。有效地将考点和习题结合了起来，考生不仅能系统地掌

握知识，还能通过练习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也熟悉了本知识

点的考査形式，本书还将历年真题与模拟题结合了起来，透过真

题，考生能更真实地了解到本考点的考查形式，并且透过本书对

真题的分析，还能查缺补漏，全面地把握必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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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教程——三级网络技术》：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教材编写组、未来教育教学与研究中心  编著，人民邮电

出版社；索书号：TP3/W200 

本套图书的知识体系经过巧妙设计，力

求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理论难点通俗化，

让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针对初学者和

考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精选内容，分

散难点，降低台阶。例题丰富，深入浅出地 

讲解和分析复杂的概念和理论，力求做到概念清晰、通俗易懂。采

用大量插图，并通过生活化的实例，将复杂的理论讲解得生动、易

懂。精心为考生设计学习方案，设置各种栏目引导和帮助考生学习。 

深入分析和研究历年考试真题，结合考试的命题规律选择内

容，安排章节，坚持多考多讲、少考少讲、不考不讲的原则。在讲

解各章节的内容之前，都详细介绍了考试的重点和难点，从而帮助

考生安排学习计划，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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