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ACM 电子书简介 

ACM 电子书是 ACM 与 Morgan & Claypool 新合作推出的一系列高质量、动态更新的计算

机科学电子出版物。这一系列的书籍将弥补 ACM 在电子书方面的空白，同时融合 Morgan & 

Clapool 的风格，每份报告全面阐述一项重要的研究或技术发展，由该领域著名专家撰写。

新的报告随时完成随时出版，报告的内容可能随其研究项目的变化而修改，系列也会随整个

学科的发展而增加或调整，这种动态持续增加内容的方式确保了出版物能紧跟技术发展前沿。 

ACM 电子书将囊括所有计算机科学学科范围，用户包括计算机从业人员、研究人员、

教育者和学生等。内容根据用户群将首要专注四种类型：针对学生人群的教科书、对研究人

员提供已存在和新兴领域的计算机专著-、对计算机从业人员提供专业书籍，还有描述计算

机历史和社会影响的书籍。 

 

二、ACM 电子书的三本新书作者与内容简介 

1、Trust Extension as a Mechanism for Secure Code Execution on Commodity Computers 

《商用电脑安全代码执行过程中的信任扩展机制》---Bryan Jeffery Parno 

 关于作者 

Bryan Jeffery Parno 毕业于哈弗大学的计算机系，后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师从 Adrian 

Perring 教授并获得博士学位，2010 年加入微软研究院安全与隐私小组（微软研究院是目前

世界顶尖的研究中心之一，有很多在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受到高度公认的专家及许多

著名科学奖项得主在微软研究院）。2011 年 5 月获得 ACM 2010 年度博士论文奖项。 

Bryan从2003年到2013年共出版了32本书，累计下载量为8402次，平均下载量为646.31

次/篇，平均引用量为 17.44 次/篇。 

 文章内容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商用电脑给人们带来了极大便利和低成本等种种好处的同时，

也带来了计算机安全隐患，如何使人们在获得商用电脑的好处的同时保证信息安全成为本书

关注的内容。本书详细阐述了如何用“自助法”来解决商用电脑安全与数字化信息时代给人

们带来的好处之间的矛盾。 

2、Embracing Interference in Wireless Systems 

《转换无线网系统中的干扰》---Shyamnath Gollakota 

 关于作者 

Shyamnath Gollakota 大学时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获得理工学士学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7%90%86%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2007-2012 年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于 2012-2014 美国华盛

顿大学（西雅图）任教。 

Shyamnath Gollakota 在计算机科学方面获得多种奖项： 

 2004 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的年轻发明家（35 岁以下）； 

 2008 年获得 William A. Martin SM 论文奖；2006 年获得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分校

计算机科学奖。 

 2011 年获得第二届 AT&T 最佳实践论文奖； 

 2012 年获得 ACM 博士论文奖； 

 2011-2013 年每年都获得 ACM SIGCOMM 最佳论文奖 

 2013 年 MOBICOM 最佳论文奖;  

 2013 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 George M. Sprowls 计算机科学最佳论文奖； 

作者自 2006 年以来共出版了 17 本书，被引用次数为 347 次，总下载量 13,972 次；平

均下载量为 1,074.77 次/篇，平均引用量为 20.41 次/篇。 

 文章内容 

无线媒介由于是一个共享的资源，因而在公共场所与其他设备同时传输的时信号容易受

到干扰而导致冲突的发生。在传统的网络中，冲突会导致传输的信息的丢失，所以无线网系

统都是在“干扰是有害的，必须排除干扰”的理念下设计出来的。 

在本书中作者却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无线网系统中的干扰是可以转换的。本书就如何

设计一个实际应用系统转换干扰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3、A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Discovery through Video Games 

《从电子游戏中得到科学发现框架》---Seth Cooper 

 关于作者 

Seth Cooper 是华盛顿大学游戏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科学

和工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这本书被 Zoran Popović 推荐获得 ACM 2011 年最佳博士论

文奖。 同年获得 UW CSE William Chan 纪念论文奖；2007 年获得英伟达芯片公司奖金。他

与其他研究人员共同开发了有名的科学发现游戏---Foldit 和早期数学教育游戏 Refraction 和

Treefrog Treasure。 

Seth Cooper 自 2006 年至 2012 年出版了 9 本书，被引用次数为 192 次，总下载量为 6,203

次，平均下载量为 775.38 次/篇，平均引用量为 21.33 次/篇。 

 文章内容 



由于科学研究变得越来越计算机化，是否能够计算处理成为科学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

然而，对于许多科学问题，还是依赖于人类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这种人类处理问题的能力

成为计算机能力的有利补充。本书阐述了如何将公开的科学问题付诸于电子游戏的框架，这

种游戏框架将计算能力与人类处理问题的能力及对科学发现创造性结合起来，这将会是一个

解决现如今无法攻克的科学难题的全新途径。 

 

三、ACM 电子书编委会介绍 

ACM 电子书委员会由计算机科学各学科的主编构成，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编委

会主席是 M. Tamer Ö zsu。以下是 M. Tamer Ö zsu 的简介。 

 M. Tamer Ö zsu 1984-2000年就读于阿尔贝尔塔大学的

计算机科技学院，后于俄亥俄洲大学就读获得博士学位。

2007~2010 年任切瑞顿学院的董事,现任滑铁卢大学大

卫·R·切瑞顿计算机科学学院的教授。 

M. Tamer Ö zsu 既是美国计算机学会（ACM）和美国电气

电子工程协会（IEEE）的一员，也是 Sigma Xi 的会员，从 2007

年开始他就是 ACM 杰出讲师。 除此之外，M. Tamer Ö zsu 是滑铁卢大学学院研究主席（2004

—2011 年）和学科研究团体的高级会员（2000—2003 年），并于 2006 年获得 ACM 特别兴

趣小组数据管理奖（SIGMOD）。 

M. Tamer Ö zsu 在大数据管理方面的研究分为两条主线：大规模数据分布和非传统意义

数据（如无关联数据）的管理。早前他的研究着眼于物质系统、图像、录像、XML数据及它

们在分布环境下的管理。目前，他的研究着重于图形数据和资源描述框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数据。他与 Patrick Valduriez 合作出版了一本经典的书籍《分布式

数据系统基本原理》，现在已是第三版了；另外与Ling Liu合作出版了《数据系统百科全书》 。 

 

四、ACM 电子书涉及的专业学科及编委 

ACM 电子书目前涉及的学科有以下这些，随着不断的发展扩大，将囊括计算机科学和

工程所有领域的学科，这个学科列表将不断更新。 

 

 复杂算法 



 学科编辑 Clifford Stein 

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工程和运作研究、计算机科学教授 

，1987 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2 年就

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92-2001 年在达特茅斯学

院任教，现如今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业工程和运筹研究、计

算机科学领域的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设计和分析算法、组合优化、运筹研究、调度、算法工程和网络算法。除

了发表论文，他还在《美国计算机协会算法杂志》（ACM Transactions on Algorithms)、《数学

程序设计》(Mathematical Programming)、《算法杂志》 （Journal of Algorithms)、《美国工业

和应用数学协会离散数学期刊》 （SIAM Journal on Discrete Mathematics）和《运筹学研究

快报》 （Operations Research Letters）中担任编辑，并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就奖和

阿尔弗雷德·斯隆研究奖学金，同时他也是 ACM 的资深会员。

 

 生物信息学 

 学科编辑 Limsoon Wong 

Limsoon Wong 1988 年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取

得学士学位，并于 1994 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获得博

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院的

KITHCT 教授，同时也是该校的病理学教授。研究的课题

主要涉及科技发现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他在《信息

系统》(Information Systems)、《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杂志》（Journal of Bioinfor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生物学直通报告》（Biology 

Direct）、《 IEEE/ACM 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会报》（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今日药物发现》（Drug Discovery Today）、《生

物医学语义杂志》（Journal of Biomedical Semantics）等担任编委会委员。 

 

 云计算 

 学科编辑 Divyakant Agramwal 

Divyakant Agramwal 是加利福利亚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教



授和基础设施工程计算学院主任，主要研究数据库系统、分布式计算、数据存储和大规

模信息系统。 

2006 年至 2007 年，Divyakant 任网络搜索公司 ASK.com 的副总。1997 年至 2009 年

间他任美国 NEC 实验室高级科学家顾问，同时他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计算机学院的

特约顾问、香港大学的威廉茂资深会员和 IBM Almaden 研究中心的高级会员。2013 年

至 2014 年期间，他在 Google 公司以一个访问科学家的身份渡过他的学术假期。 

Divyakant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为无数个国际性会议、研讨会和座谈会担任计划委员

会委员，并分别于 1993-2008 年和 2003-2008 年间担任《分布式和平行数据库》和《大

型数据库》期刊编辑。如今，他是《分布式和平行数据库》的主编，同时也是《ACM

数据系统会刊》 《ACM 空间算法和系统会刊》和《IEEE 知识与数据工程会刊》的编辑

委员会委员。近来，Divyakant 被推选为《大型数据库》期刊的捐赠受托委员会委员和

ACM 特别兴趣小组--空间信息兴趣小组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在他的学术生涯期间，在著名的论坛上发布了关于数据管理和分布系统方面的 350

多份研究手稿，并指导了 35 个博士生完成学业，因而他获得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学术参议院颁发的 2011 年度杰出研究生导师奖。 

 

 电脑制图 

学科编辑 John C. Hart  

 学科编辑 John C. Hart 

John C. Hart 于 1987 年研究生毕业于奥罗拉大学，

1991 年毕业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大学的电子可视化研

究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现如今他是伊利诺伊州大学

香槟分校的计算机学院教授，早年他曾在那里学习过电

脑制图和计算拓扑学。 

他在电脑制图方面的研究得到了 Adobe、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因特尔、

微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诺基亚和英伟达的大力支持。Hart 过去曾是《ACM 制图

会刊》的主编并与他人合著了《实时阴影》，同时也是《变形和建模—一个程序方法》

的特约作者。1994 年至 1999 年，他担任过 ACM 特别兴趣小组—制图小组的执行委员

会委员，也是纪录片《电脑制图故事》的执行制片人。 

 



 数据管理 

 学科编辑 Gerhard Weikum 

Gerhard Weikum 早年毕业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大学，

现如今是德国萨尔布吕肯地区的马克斯·普朗克信息学院

的科技主任，也是萨尔兰大学的兼职副教授。 

他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交易型系统的综合性教科书；

他因在自动化数据库调谐研究方面的作品获得过大型数

据库时间检验奖；也是 YOGO 知识库的创始人之一。 

Weikum 是美国计算机工程协会（ACM）、德国计算机协会、德国科技工程协会和

欧洲科学院的会员。2003 年至 2009 年，Weikum 是大型数据库捐赠机构的主席，现如

今在德国科技和人文委员会任职。他获得 2010 年 Google 专门研究奖和 2011 年 ACM 特

别兴趣小组数据管理贡献奖。 

 

 计算机历史 

 学科编辑 Thomas J. Misa  

Thomas J. Misa 管理着明尼苏达大学查尔斯巴贝奇

学院，同时他也是电子计算机工程学院的教员和科学技

术医药历史的研究员。他近期的著作有：2010 年发表于

Wiley 出版社的《性别解密：为什么从事计算领域研究的

领域越来越少》和 2013 年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电子类

现状：明尼苏达大学的计算工业历史》。 

 

 以人为主导的计算 

 学科编辑 Michel Beaudouin-Lafon 

Michel Beaudouin-Lafon 是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计算

机学院的教授和法兰西大学研究院高级院士。他曾经连续

八年担任巴黎第十一大学计算机长期研究（LRI）实验室（该

实验室有 280 个教职工和博士生）的主任， 然后在斯坦

福大学担任了两年的客座教授。 

Michel 在人机交互（HCI）研究项目中工作了 20 多年并于 2006 年获得了 ACM 人机



交互兴趣小组奖项。他创立了 AFIHM—法国人机交互协会，也是 ACM 欧洲委员会的委

员。 

 

 信息检索和电子图书馆 

 学科编辑 Edward Fox 

Edward Fox 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理学士学位（师从

“人机共存”理论先驱---杰·西·亚·利克里德），后在科隆

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 Gerry Salton)。自

1983 年以来 Fox 一直是弗吉利亚技术学院电子图书研究

实验室的主任，他也是论文电子图书馆的创始人和执行

董事、ACM 信息检索兴趣小组的主席、IEEE 电子图书馆技术委员会委员和数字图书馆

联合会（JCDL）指导委员会主席。他在电子信息方面的出版物或演示文稿多达 1000 多

篇。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学科编辑 Bernhard Schölkopf  

Bernhard Schölkopf是德国杜宾根市的马普研究所智

能系统研究主任，经验推理部门的部长。他研究领域是

从经验数据、机器学习和感知中推理，特别是利用克隆

的方式从高维数据中获得统计性的科学规律的研究。近

年来，他也对寻找因果规律的方法产生兴趣。 

 

 

 移动计算机处理技术 

 学科编辑 Mohmed F. Mokbel 早前就读于亚历山大

大学获得本科和理科硕士学位，后于普鲁士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现如今是明尼苏达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副教授。他研究的领域在于为时空数据提供数据库和

平台支持；智能定位服务；个性化和推荐系统。他的研



究成果获得 4 个最佳论文奖：2008 年 IEEE MASS 奖、2009 年 IEEE MDM 奖、2011 年 SSTD

奖和 2012 年 ACM 移动 GIS 产品奖。他是《IEEE 数据工程公报》、《分布平行数据库》期

刊和《空间信息科学》期刊的编辑委员会的编委。Mohmed 是 ACM 和 IEEE 的会员和 ACM 

空间兴趣小组（SIGSPATIAL）的创立成员。 

 

 多媒体系统---学科编辑 Shih-Fu Chang 

 Shih-Fu Chang 是哥伦比亚大学理查德·迪克尔教授及

数字影像和多媒体实验室主任。他引领多媒体信息的提取

和存档新技术的发展，同时对机器学习的改进、计算机可

视化和信号处理功不可没。 

Shih-Fu的学术作品以获得多种论文奖项和高引用量著称，

引领多个重要领域趋势，如以内容为依据的可视化搜索、

压缩域视频处理、图像认证、大规模高纬度数据索引和语义视频搜索领域。他获得了

ACM 兴趣小组多媒体技术成果奖、IEEE 信号处理协会技术成果奖、IEEE Kiyo Tomiyasu 奖

IEEE 和 ACM 联合颁发的服务识别奖和哥伦比亚毕业生学会的优秀教师奖。Shih-Fu 任职

的职位有：从 2013 年开始担任 ACM 特别兴趣小组多媒体组的主席；2012 年开始担任

哥伦比亚工程学校的资深副院长；2006 年 8 月开始担任《IEEE 信号处理杂志》的主编；

2007 至 2010 年任哥伦比亚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和多个公司研究机构的顾问。 

 

 网络通信---学科编辑 John Crowcroft 

 Jon Crowcroft1979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物

理系，本科毕业后就读于伦敦大学，分别于 1981 年和

1993 年获得计算机专业理科硕士和博士，从 2001 年 10

月始成为计算机实验室通信系统马可尼教授。他从事基

于网络的多媒体通信领域多达 30 余年，研究的三大主

题包括可扩展多点发送路径、流量管理的实践途径和可

扩展的端对端协议的设计。他现如今是英国皇家学会、美国计算机学会（ACM）、英国

计算机学会、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皇家艺术学院和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

的会员。 

 



 平行计算技术---学科编辑 Vivek Sarkar 

 Vivek Sarkar 拥有印度科技大学的技术专业本科学

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理科硕士学位和斯坦福大学的

博士学位。1995 年他成为 IBM 技术学院的会员；2007

年任赖斯大学的工程部的 E.D.Butcher 主席；2008 年就职

于 ACM 成为 ACM 的一员；2009 年开始 Sarkar 教授就职

于美国能源部的高级科学计算咨询委员会（ASCAC）委

员;2013 年 Sarkar 成为赖斯大学计算机部门部长。他是莱斯大学 Habanero 多核软件研

究项目的领头人，同时是多个大学国家科学基金会特定域计算中心（CDSC）的副主任。

他之前参与的项目有：X10 语言编程、Java 语言虚拟机的 Jikes 研究、麻省理工大学的

RAW 多核计划、运用于 IBM 公司的大号公式翻译产品编辑器 ASTI 优化器、PTRAN 自动

并行系统和资料导向的 Sisal 程序分割和调度。 

 

 编程语言---学科编辑 Laurie Hendren 

 Laurie Hendren 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

教授，她的研究小组主要从事新编译器工具和技术的研

发。他们过去的项目围绕指示器分析、高级 Java 编译器

框架（Soot）和面向切面的框架 AspectJ 。现如今，研

究的课题主要围绕动态语言编译器，特别是像 MATLAB

这样的数值语言。Laurie 是 ACM、加拿大皇家协会的会

员，也是加拿大研究院的主席。 

 

 安全与隐私---学科编辑 Ahmad-Reza Sadeghi 

 Ahmad-Reza Sadeghi 是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计算机科

学院正教授，也是达姆施塔特市高级安全研究护航的系统安全

实验室负责人和达姆施塔特工会计算机安全因特尔合作研究

院主任。他的博士学位毕业于德国萨尔布吕肯市的萨尔兰大学

计算机科学院，在进入学术界之前他在通信研究和发展公司工

作。他研究的课题为移动安全与隐私、网络物理系统安全和硬

件安全。他因信任和可信计算机技术研究及其在工业应用中的转化而获得德国有名的



“Karl Heinz Beckurts”奖，该奖项颁给德国取得对工业革新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科技成果

的科学家。 

 

 社交计算---学科编辑 Ramesh Jain 

 

 Ramesh Jain 集企业家、研究者和教育家于一身。他

现在是加利福利亚大学欧文分校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系

Donald Brent 教授，研究 EventWeb 和经验计算。早前，

他曾任教于多个学校，包括佐治亚理工大学、加利福利

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韦恩州立大学和印度

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同时也是 ACM、IEEE、AAAI、LAPR

和 SPIE 协会会员和包括 ACM SIGMM2010 年度技术成果奖项在内的多个奖项的得主。

Ramesh 与他人联合创立了包括 PRAJA、Virage 和 Image Ware 在内的多个公司，同时也

是多个大型媒体和搜索空间公司的顾问。 

 

 软件工程---学科编辑 Bashar Nuseibeh 

 Bashar Nuseibeh 是英国开放大学计算机学教授，于

2002 年~2008 年在开放大学担任计算机学院研究部主任；

同时他也是坐落于莱罗的爱尔兰软件工程研究中心的软

件工程教授，是该中心的 2009 年~2012 年度首席科学家；

另外他还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

的客座教授。在学术方面，他是 ACM/IEEE 软件工程国际

会议指导委员会主席；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研究需求工程的 2.9 工作小组主席；《IEEE

软件工程会报》主编和《自动化软件工程期刊》名誉编辑。他早期的研究以获得各种奖

项而闻名，包括 2002 年度菲利普 Leverhume 奖；2003 年度世界软件工程大会（ICSE）

最具影响力论文奖；2005 年度皇家工程学会高级研究会员奖；2007 年自动化软件工程

奖学金；2011 年度微软研究奖和各类最佳论文、宣传、视频和软件工具奖项。Bashar

拥有 2012 年~2017 年欧洲研究委员会高级授权和 2013~2018 年皇家协会 Wolfson 优秀

奖。 

 网络技术和科学---学科编辑 Ricardo Baeza-Yates 



 Ricardo Baeza-Yates 本科毕业于圣地亚哥智利大学，

取得电子工程学士学位，理学硕士和电子工程专业硕士双

学位硕士，后于 1989 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取得博士学

位。是雅虎公司欧洲和南美区域实验室的副总，从 2006

年起，负责西班牙巴塞罗拉实验室和智力圣地亚哥实验室，

2008 年~2012 年曾管理以色列海法实验室。他也是位于西

班牙巴塞罗那市的法普拉综合大学信息通讯技术部门的兼职教授。1999 年，他与

Addison-Wesley 合作出版了畅销书《现代信息检索》并在 2011 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次增订

版，该书获得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ASIST）2012 年度 最佳图书奖。1991 年，他与

Addison-Wesley 合著了《算法和数据结构手册》第二版。1992 年与 Prentice-Hall 合作编辑了

《信息检索：算法与数据结构》。2002 年-2004 年 Ricardo 被推举为 IEEECS 管理委员会委员，

2012 年被推选为 ACM 委员会委员。他获得的奖项有：1993 年获得美国国家精密科学青年研

究者奖项；2007 年作为杰出校友获得滑铁卢大学颁发的格雷厄姆奖章奖；2009 年因对南美

地区计算机科学做出的贡献而获得 CLEI 勋章；2010 年获得智利工程学会国家奖学金等其他

奖项。2003 年，Ricardo 是第一位被推举入智利科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并从 2010 年成为

智利工程学院创立者之一。 

 

五、ACM 购买方式 

ACM 会员可以按年订阅 ACM 电子书全套系列，专业研究会员价格是$ 29/年，学生会员

价格是$ 10/年；不是 ACM 会员的个人可以通过流行书籍或电子书零售商单个购买；团体可

以购买 ACM 电子书的单个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