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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哥教 IT.C 语言、指针、内存》 

（1），C语言深学活用 

 
C语言是一门既重要又难学的编程语言。曾经就职于 Amazon和 Google的卓越程序员 Steve 

Yegge指出“你必须懂 C”，因为 C最懂冯诺依曼计算机，而冯诺依曼计算机是当今计算机的

架构标准。《周哥教 IT. C语言深学活用》是一套直接面向企业需求和安全底层开发的高标准

C语言学习教程，也是我们多年内核安全教学经验的总结。如果你有如下需求： 

 对系统底层开发有兴趣 

 系统需要高性能（python，java，go，php等都提供了调用 c的接口  ） 

 学习信息安全技术 

 分析和使用各种开源库（mysql，redis等） 

 学习 C++ 

那么你很有必要把 C语言当做学习编程的第一门编程语言。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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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针  

 

指针是 C 语言中的重点和难点，很多同学在学习 C 语言的时候，就是因为无法掌握指针的

概念而前功尽弃。本课将会为大家深入讲解指针的概念、应用以及指针的注意事项，让您彻

底驾驭 C语言中的指针！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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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存  

 

内存是程序执行的舞台，分为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数据和指令存放在物理内存，现代 OS

提供了虚拟内存到物理内存映射机制。本课将深入介绍内存相关理论，包括物理内存，虚拟

内存，程序内存空间，实模式分段模型，保护模式扁平模型，X86（含 PAE），X64页表映射

理论与实验，还介绍了与地址翻译相关的 CPU漏洞（meltdown&spectre）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7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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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语言精讲  

 
本课程以我们整理的 10道经典的 C语言试题为纲，发散拓展，以点带面，面向问题，将整

个 C 语言的重点和难点以及精华串联起来，向大家指明了面向系统底层安全的 C 语言学习

方向和方法。本课程是《周哥教 IT.C语言深学活用》课程的有益补充和总结。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87215 

 

 

           

二，《周哥教 IT.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与算法是大型软件项目必用，名企面试必考的编程基础。因此，再怎么强调这门课

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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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链表  

 

链表作为一种线性表，是一种应用很广的数据结构，在大型软件项目中，在操作系统中都有

大量的链表应用。另外常用的栈和队列也可以基于链表来实现。链表的创建，插入，删除，

遍历，销毁涉及到了 C语言中的指针运算，因此有一定的难度。本课将为大家深入浅出的讲

解链表，为大家进一步的 IT学习扫清障碍。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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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队列和栈  

 

队列和栈是两种重要的数据结构，在各种算法，大型项目，操作系统中都有大量的应用。队

列和栈可以基于链表或者数组实现。队列具有先进先出（FIFO）的性质，栈具有后进先出的

性质。操作系统中线程或者进程的调度用的是队列，银行排队办业务是生活中队列例子，将

递归转化非递归调用约定会用到栈，枪械的弹夹是栈现实中的例子。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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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树  

 

树与链表和数组不同，树是一种非线性表。在大型软件工程中，需要用树来存储和管理数据，

这样可以提高查找速度，树也是面试笔试中经常考查大家基本能力的热点。在树中，递归思

想的应用非常常见。本课最后的作业就是一道常见的 BAT面试题。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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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序和查找  

 

排序和查找是在程序设计中经常使用到的算法，也是 BAT等名企经常考查大家的基础能力。

本课将给大家仔细介绍各种常见的排序和查找算法的思想，原来，计算和代码实现。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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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算法秘技  

 

为什么一看代码，都懂；自己动手写，就什么都不会呢？究竟有没有办法或者捷径快速提高

算法能力？算法问题与编程能力是 IT 名企面试中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我们在长期的算法教

学中不断积累了宝贵的教学经验，总结了一些算法秘技，获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不少同学

算法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反映写程序不再吃力。在此与大家分享。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3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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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哥教 IT.汇编系列课》 

（1），C语言与底层汇编 

 

汇编语言是一门比 C语言更底层的编程语言，在程序调试，逆向分析，反病毒，漏洞分析与

挖掘等领域都要求大家熟悉汇编语言。而且从汇编层面来理解 C 语法中的一些重点或难点

（比如 i++与++i，函数传参，函数调用约定等），能够更好的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以

前难懂难理解的地方会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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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86汇编指令格式详解  

 

本课结合 Intel官方手册，详细的介绍了 X86 32位和 64位的汇编指令格式，并以实际的例

子结合 VS编译器，亲自动手计算了指令在不同寄存器和寻址方式下的机器编码。通过对汇

编指令格式的讲解和学习，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汇编指令，编译理论和程序调试理论。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2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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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RM汇编精讲  

 

ARM处理器是一种 RISC架构，是当今移动应用的王者。ARM汇编是移动安全的基础，名企

招聘移动安全工程师都要求掌握 ARM汇编。本课将深入介绍 ARM汇编编程，包括开发环境

搭建，指令集，函数，寻址方式，AArch64 架构，分析了 C 函数调用、传参、语句与底层

ARM汇编的实现，最后还结合Meltdown&Spectre漏洞讨论了 CPU芯片安全相关问题。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7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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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模式详解  

 

护模式是计算机理论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很多同学在学习保护模式的时候，觉得比较抽象

和绕，因此学习比较困难。但它又是我们进一步学习软件调试，内核开发，虚拟化技术的基

础。本课将为大家详细讲解保护模式的细节，包括分段分页机制，内存寻址以及相关的试验。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26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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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哥教 IT.C++之面向对象和 STL 库》  

 

C++是门复杂的编程语言，面向对象编程是种重要的编程思想。什么是面向过程编程和面向

对象编程？如何理解封装，继承和多态？构造函数为何没有返回值、为何不能声明为虚函

数？如何用面向对象构造一个自动锁？如何实现双重校验的多线程安全单例模式？STL模板

库的底层数据结构是什么？大量 BAT考点，本课将为大家详细分析讲解。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4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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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线程 

（1），《周哥教 IT.多线程开发与进程通信》  

 
线程是调度的基本单位，进程是资源分配的基本单位。线程的引入是为了提高系统并发的度，

引入多线程之后，系统也会面临多线程安全问题（程序一致性问题）。本课全面介绍了多线

程开发，线程同步互斥以及进程通信的方法以及要注意的事项。多线程开发与进程通信是 IT

开发中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 IT名企面试的重点和热点。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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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哥教 IT.无锁编程技术》 

 
本课从一道阿里巴巴的面试题讲起，详细介绍了一些常见的无锁化编程技术及相关应用实

现，比如原子操作，CAS操作，无锁队列，自旋锁，RCU和 Ringbuffer等。这些技术无论是

在 CPU 硬件层面，操作系统内核底层，数据库，还是实际应用项目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也是名企面试考查的重点和热点。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8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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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哥教 IT.网络协议与编程》  

 

 

网络 TCP/IP 协议和互联网的诞生，深远的影响了我们的世界。现在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

网络的世界会是如何。本课将给大家讲解各种网络协议，SOCKET编程，服务器端 IO Select

和 IOCP完成端口模型，HTTP协议和基于 CURL开源库的 HTTP编程。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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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数据库编程 

（1），《周哥教 IT.数据库 SQL编程》 

 

关系数据库（比如 MySQL，Oracle）是用于存储和管理数据的重要系统软件，一般采用 SQL

编程来管理数据。在服务端编程和 WEB服务方面都需要用到数据库和 SQL 编程。SQL编程

也是大数据处理和数据挖掘的基础，SQL注入是一种典型的WEB安全问题，SQL注入的检测

和预防至关重要。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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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哥教 IT.MYSQL索引与锁机制》 

 

MYSQL 开源数据库是互联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在高性能 SQL 编程中，必须了解并

掌握MYSQL的索引和锁机制。本课详细介绍了MYSQL的索引和锁机制，包括索引及底层数

据结构 B+树，事务及隔离级别以及脏读、不可重复读、幻读，共享锁、排它锁、意向锁、

乐观锁、悲观锁、间隙锁以及多版本并发控制（MVCC）。是互联网名企面试重点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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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哥教 IT.SQL优化技巧》 

 
数据库一直是系统性能的瓶颈。人们一直不遗余力的对它进行优化，其中优化方案包括：SQL

与索引，缓存，读写分离，分库分表，升级硬件等。其中应该先对一些慢的 SQL 语句进行

优化，这样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本课将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些优化方案和细节，对于提高系

统的性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名企面试的重点和热点。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8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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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哥教 IT.高性能编程之缓存使用详解》 

 

在高性能编程中，缓存的使用有时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访问内存要比磁盘 IO 的效率高

很多。这样可以减轻后台数据库的压力。但是缓存的使用，也会导致新的问题，比如缓存穿

透，缓存雪崩或者数据不一致。本课将会给大家详细介绍缓存的使用。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6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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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哥教 IT.Kafka基础与实战》 

 

Kafka是 Apache软件基金会开发的一个分布式发布订阅消息系统（消息中间件的一种），可

以处理网站中的所有动作流数据（用户行为：网页浏览，搜索，广告点击等），可将这些数

据（日志）最终落入 hadoop等系统，为日志分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提供大数据来源。

Kafka与MYSQL，REDIS一起是服务端和大数据云计算开发的必备三剑客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16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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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哥教 IT.MFC 界面编程》 

 

MFC 是由微软官方推出的一个古老而成熟的界面库。作为一个底层安全工作者，为了完成

各种安全工具的开发，也需要一定的界面编程能力。本课程面向底层安全工作者，快速介绍

基于对话框的 MFC 编程入门基础，包括消息映射机制，数据输入输出，基本控件使用，模

态非模态对话框创建，托盘程序，定时器，多线程开发等。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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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周哥教 IT.加密与解密算法》 

 
密码学与加密解密算法是计算机安全的基石。本课程将详细介绍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常见

算法的应用，如：异或加解密，DES/3DES，AES，RSA以及MD5哈希散列算法，同时介绍数

字签名和对称加密非对称加密相结合的加解密思想。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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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周哥教 IT.Linux C/C++开发》 

 

Linux系统已经成为当今举足轻重的一个操作系统。大量 IT服务，云计算，大数据处理，人

工智能等后台都采用 Linux。Android平台底层也使用 Linux。本课将全面讲解 Linux的应用和

开发，包括系统命令，VIM，GCC,GDB，动态库静态库，多线程和进程通信，网络编程，开

源库 json,memcached,redis,mysql，内核编译与裁剪，内核模块开发等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4526 

 



 
麦洛科菲专注于计算机安全、数学和人工智能 

 28 

十一，《周哥教 IT.Java 基础编程》 

 
Java是一门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也是门准动态语言），跨平台，应用广泛。Android平台也

选择 Java作为它的应用编程语言。本课程将从 Java的基础语法讲起，包括了 Java开发环境

搭建，helloworld，类型，语句，数组，字符串，数据结构，文件操作，面向对象，接口，

反射机制，多线程等。本课程适合于 Android开发的 Java编程入门学习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6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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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周哥教 IT. Android 应用层与 NDK 开发》 

 
Android是一个底层基于 Linux的开源系统，是目前主流的移动应用平台。基于 Android的应

用生态非常完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扮有重要角色。本课程从 Android应用层讲起，详细介

绍 Android APP的开发，包含 Eclipse/Android studio环境搭建，java基础，hello world编写测

试调试，界面开发，四大组件，网络编程以及 NDK开发等。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69398 

 

   



 
麦洛科菲专注于计算机安全、数学和人工智能 

 30 

十三，《周哥教 IT.快速 Web 开发（面向 Web 安全）》 

 

本课程将从最基本的 HTML 标签语言讲起，涉及了 Web 开发的基础技术，包括基本标签，

DIV，CSS，JS，http/https 协议，AJAX，PHP，数据库连接，Session&Cookie等。最后以麦洛

科菲官网为例子，详细介绍了网站从开发到发布的整个流程。本课程是进一步学习 Web 安

全的基础入门课，因此没有深入讲解Web开发的各种高级技巧，美化技巧等。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2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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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周哥教 IT.DLL 劫持与注入》 

 

DLL（Dynamic Link Library），是一个包含可由多个程序同时使用的代码和数据的动态链接库 。

DLL使用不当会导致 DLL劫持漏洞。通过在目标进程执行 loadlibrary可以把 DLL注入到别的

进程空间，完成一些敏感操作。本课程将以 DLL开发为起点，详细介绍 DLL劫持，DLL注入

和基于 DLL注入的 R3应用层 HOOK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4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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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周哥教 IT.PE 格式详解与试验》 

 

PE格式是Windows上的可执行文件格式，是从事安全，病毒分析，逆向等工作必须掌握的

重点知识，也是笔试面试的必考内容。本课将详细介绍 PE各个头部，还重点介绍了导入表，

重定位表等的解析和理解，最后也简要介绍了 ELF 文件格式。本课详细演示了如何借助 PE

工具和二进制编辑器解析 PE结构，最后用 C代码示范了 PE的编程解析。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3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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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周哥教 IT.逆向分析基础与实战》 

 

本课程基于强大的 IDA PRO工具，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逆向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操作。最

后提供了 2个逆向实战例子，供大家参考。本课程适合于逆向零基础的同学作为逆向分析的

入门课程学习和开发同学逆向参考。以此为后续深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3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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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周哥教 IT.软件自保护基础与实战》  

 

如果我们辛苦开发的程序，不进行自保护，很容易被人逆向破解。本课详细介绍了目前常见

的程序自保护方法，包括 OLLVM混淆，花指令，加壳，移动端 APP加固，动态反调试等，

并结合大量的实战演示。非常适合大家学习软件自保护的入门基础。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0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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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周哥教 IT 最后一课.IT 热门方向比较与选择》 

 

假设大家已经学完周哥教 IT系列，这意味着你已经打下了 IT的基础。然后你应该：1，找一

个工作，应用所学，养活自己，积累经验。2，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选择一个 IT技

术方向，深耕。那么如何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呢？这是本课要给大家解决的问题。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3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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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周哥教 IT》系列课程毕业设计指导及要求   

 
计算机是工科，强调学以致用，提倡实践和动手。毕业设计就是对学习成果的一个检验。因

为学完课程后，懂了和会做还差十万八千里，在做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编译

问题，链接问题，运行问题，逻辑错误，崩溃，蓝屏等），不做毕设，各个知识点是离散的，

零碎的，做完毕设之后，才是是连贯的，融会贯通的。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5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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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哥教 IT.从程序员到架构师》 

 

程序员从硕士毕业的 25、26岁到 35、36岁，实际上只有 10年黄金期。程序员不能只埋头

写代码，不问前程，不计后果，宜早做打算未雨绸缪。而架构师就是程序员晋升通道之一，

架构师主要任务不再是写代码，而是技术领导者，负责顶层设计。本课将详细介绍架构设计

的方方面面，包括架构设计中的主要复杂度：高性能，高可用，可扩展等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4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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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周哥教 IT.Python 基础与 AI 方向》 

 

Python 是人工智能首选语言，易学易会，简洁优美，具有丰富和强大的库，常被称为胶水

语言，能把各种模块像胶水一样联结在一起。Python 在爬虫、数据分析、AI、机器学习、

Web 开发、金融、运维、安全等多个领域发展壮大。Python的杀手锏并不是语言本身，而

是它的生态系统和社区。无论你做什么，几乎都有一个库在做这件事。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65330 

 

 



 
麦洛科菲专注于计算机安全、数学和人工智能 

 39 

补充二，《周哥教 IT.从 C 语言到 GO 编程》 

 

GO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语言，吸收了各个编程语言的优点，有着极高的学习，开发和执行

效率，写得少，做得多。越来越多的大中小互联网公司选择从以前的 C++或者 python 迁移

到 GO做后台开发。GO语言有很多类似 C语言的地方(better C)，GO语言简单易学（尤其适

合学完 C语言的同学）。本课将从零基础开始全面介绍 Go语言开发的方方面面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5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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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三，《周哥教 IT.现代 C++精讲》 

 

我们把 C++11 及之后的标准叫做现代 C++。C++11为 C++98 发布后 13年来的第一次重大修

正：包含约 140个新特性，以及对 C++03约 600个缺陷修正。脱胎换骨，“看起来像一门新

语言”，性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C++很难，学习成本很高，学习周期长，因此我们不推荐

大家学习 C++。本课将献给那些对 C++有执着信念并想与时俱进的人。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7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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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四，《周哥教 IT 第一课.谈七大能力培养》 

 

截止目前，《周哥教 IT 》已经推出了很多内容，并将继续推出。但让我担心的是同学们都能

坚持学习下去吗？能成功学会吗？能在 IT 行业获得成功吗？一个人的成功，智商往往不是

最重要的，情商才起决定作用。学习也是如此。第一节课，给大家谈谈成功路上的七大能力

养成，让大家在学习时保持良好心态并坚持学习下去。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33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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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一：《周哥教 IT.计算机英语》 

 

英语是计算机的母语，也是程序的母语，所以必然是程序员的母语。 阅读计算机原版英文

技术书籍，MSDN帮助文档， 专业技术领域前沿进展，搜索引擎网络资料，英文技术网站，

世界开源社区， 代码中良好的变量函数命名、代码自解释性， 甚至面试外企职位都需一定

的英语水平。课程旨在提高大家利用英语解决计算机技术问题的能力。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7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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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二：《周哥教 IT.计算机数学》 

（1），（第一部）中等数学 

 

数学是继英语之外学习计算机的重要基础。很多复杂计算机理论的理解，都需要以数学知识

为基础。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联系更加紧密。很多人工智能算法都离

不开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本课程将为大家讲解与计算机紧密联系的数学理论，为

数学基础薄弱的同学打下扎实基础，为进一步学习编程技术成为可能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29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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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部）高等数学（一：微分学） 

 

有人说，一流程序员靠数学，中美贸易战时，任正非呼吁培养更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

家，足见数学的重要。一切理工科复杂理论都会用到高等数学。其中极限是微积分基础，微

积分是概率论基础，概率论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我们把高等数学分为三块：极限与微分，积

分，多元微积分。本课主讲第一部分，这也是高等数学的入门基础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2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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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部）高等数学（二：积分学） 

 

有人说，一流程序员靠数学，中美贸易战时，任正非呼吁培养更多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

家，足见数学的重要。一切理工科复杂理论都会用到高等数学。其中极限是微积分基础，微

积分是概率论基础，概率论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我们把高等数学分为三块：极限与微分，积

分，多元微积分。本课主讲第二部分“积分”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430951 

 

各种课程包合集大全（课程包更优惠） 

合集：《周哥教 IT 超级课程包》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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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周哥教 IT开发基础课全集》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5 

    

合集：《周哥教 IT逆向基础课全集》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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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周哥教 IT 高级班拓展专用课程包》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2 

      

合集：《周哥教 IT GO语言就业班》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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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周哥教 IT C++就业班》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1 

 

合集：《周哥教 IT.高级班入学考试课程包》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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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周哥教 IT.数据结构课程包》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1982 

       

合集：《周哥教 IT计算机数学、英语课程包》  

链接与二维码： 

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1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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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系统安全高级班 

（1），课程介绍 

主打核心安全课程，专注于二进制安全。 “算法+内核+安全”独创教学方法和“4 步走”

课程体系， 包含内核安全、移动安全、WEB安全与渗透测试、漏洞分析挖掘，逆向工程等

热门方向。 学完可冲刺 BAT等工作机会。 

课程链接与二维码： 

https://www.mallocfree.com/classinfo.htm#2 

 

（2），上课时间 

共 5个月（4个月必修，1个月选修） 

一，前 4个月: 

周六，周日下午 1点到 6点上新课（周六下午 7点到 12点录播回放，这么安排是预防大家

996，周六加班错过白天的课，周日无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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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5个月: 

周六周日晚 8点到 11点安全选修课 

周一到周五完成课后复习，消化，课后作业，毕业设计 

周一到周日全天随时网络答疑 

（3），联系报名 

高级班报名请加 QQ:10950150。快速预报名方式：将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直接以短信的方式发

送到：18601277108，即预报名成功。 预报名成功后将会被邀请参加我们的免费远程试听

和 C语言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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