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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 学术著作

数 学 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微积分学教程（第一卷）（第 ８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
茨 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积分学教程（第二卷）（第 ８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
茨 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积分学教程（第三卷）（第 ８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
茨 著

５３．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原理（第一卷）（第 ９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
茨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 ９ 版） Г． М． 菲赫金哥尔
茨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自然科学问题的数学分析 В． А． 卓里奇 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 ７ 版） В． А．卓里奇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第二卷）（第 ７ 版） В． А． 卓里奇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 ４ 版） В． А． 卓里奇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第二卷）（第 ４ 版） В． А． 卓里奇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讲义（第 ３ 版） Г． И． 阿黑波夫 等
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学分析习题集（根据俄文 ２０１０
年版翻译）

Б． П． 吉米多维奇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工科数学分析习题集（根据 ２００６
年俄文版翻译）

Б． П． 吉米多维奇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
指引 （第一册）

沐定夷、谢惠民 编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
指引 （第二册）

谢惠民、沐定夷 编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学习
指引 （第三册）

谢惠民、沐定夷 编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变分学（第二版） М． А． 拉夫连季耶
夫 等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复分析导论（第一卷）单复变函数
（第 ４ 版） Б． В． 沙巴特 著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复分析导论（第二卷）多复变函数
（第 ４ 版） Б． В． 沙巴特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函数论与泛函分析初步（第 ７ 版） А． Н． 柯尔莫戈洛夫
等著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实变函数论（第 ５ 版） И． П． 那汤松 著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复变函数论方法（第 ６ 版） М． А． 拉夫连季耶夫
等著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常微分方程（第 ６ 版） Л． С． 庞特里亚金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偏微分方程讲义（第 ３ 版） О． А． 奥列尼克 著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偏微分方程习题集（第 ２ 版） А． С． 沙巴耶夫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奇异摄动方程解的渐近展开
А． Б． 瓦西里耶娃
等著

３４．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线性空间引论（第 ２ 版） Г． Е． 希洛夫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代数学引论（第一卷） 基础代数
（第 ２ 版）

А． И． 柯斯特利金
著

３３．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代数学引论（第二卷） 线性代数
（第 ３ 版）

А． И． 柯斯特利金
著

４４．１０ ２００７．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代数学引论（第三卷） 基本结构
（第 ２ 版）

А． И． 柯斯特利金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１０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代数学习题集
А． И． 柯斯特利金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数值方法（第 ５ 版） Н． С． 巴赫瓦洛夫
等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现代几何学：方法与应用 （第一
卷）几何曲面、变换群与场（第 ５
版）

Б． А． 杜布洛文 等
著

４８．１０ ２００６．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现代几何学：方法与应用 （第二
卷）流形上的几何与拓扑 （第 ５
版）

Б． А． 杜布洛文 等
著

４１．１０ ２００７．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现代几何学：方法与应用 （第三
卷）同调论引论（第 ２ 版）

Б． А． 杜布洛文 等
著

４５．８０ ２００７．０４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简明教程
А． С． 米先柯、
А． Т． 福明柯 著

３２．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微分几何与拓扑学习题集（第 ２
版）

А． С． 米先柯、
А． Т． 福明柯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概率（第一卷） （修订和补充第三
版）

А． Н． 施利亚耶夫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概率（第二卷） （修订和补充第三
版）

А． Н． 施利亚耶夫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概率论习题集
А． Н． 施利亚耶夫
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随机过程论
А． В． 布林斯基 等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随机金融数学基础（第一卷）事实
和模型

А． Н． 施利亚耶夫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随机金融数学基础（第二卷）理论
А． Н． 施利亚耶夫
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经典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第 ４ 版） В． Н． 阿诺尔德 著 ５４．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理论力学（第 ３ 版） А． П． 马尔契夫 著 ５４．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理论力学习题集（第 ５０ 版） И． В． 密歇尔斯基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连续介质力学（第一卷）（第 ６ 版） Л． И． 谢多夫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连续介质力学（第二卷）（第 ６ 版） Л． И． 谢多夫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非线性动力学中的定性理论方法
（第一卷） Ｌ．Ｐ． Ｓｈｉｌｎｉｋｏｖ 等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非线性动力学中的定性理论方法
（第二卷） Ｌ．Ｐ． Ｓｈｉｌｎｉｋｏｖ 等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苏联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试题汇
编（１９６１—１９９２） 苏淳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俄罗斯数学教

材选译

分析与代数原理（及数论） （第一
卷）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ｌｍｅｚ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分析与代数原理（及数论） （第二
卷）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ｌｍｅｚ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完全集与三角级数
Ｊ．⁃Ｐ． Ｋａｈａｎｅ，Ｒ． Ｓａ⁃
ｌｅｍ 著，姚家燕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ｐ 进约化群表示论 Ｄａｖｉｄ Ｒｅｎａｒｄ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有限群讲义
Ｊ．⁃Ｐ． 塞 尔 著， 于
品、黎嘉荣 译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线性与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上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 Ｃｉａｒｌｅｔ
著，秦铁虎、童裕孙
译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线性与非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
（下册）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 Ｃｉａｒｌｅｔ
著，秦铁虎 译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代数学教程 Ｒ． 戈德门特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谱理论讲义（第二版） Ｊ． 迪斯米埃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分布系统的精确能控性、摄动和
镇定（第一卷）精确能控性

Ｊ．⁃Ｌ． 利翁斯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无穷小计算 Ｊ． 迪厄多内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概率与位势（第 Ｉ 卷）可测空间
Ｃ． 德拉歇利、Ｐ．⁃Ａ．
梅耶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解析与概率数论导引 Ｇ． 特伦鲍姆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广义函数论 Ｌ． 施瓦尔茨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微分几何：流形、曲线和曲面
Ｍ． 贝尔热、Ｂ． 戈斯
丢 著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拓扑学教程———拓扑空间和距离
空间、数值函数、拓扑向量空间

Ｇ． 肖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微分学 Ｈ． 嘉当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拟微分算子和 Ｎａｓｈ⁃Ｍｏｓｅｒ 定理
Ｓ． 阿里纳克、Ｐ． 热
拉尔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解析函数论初步 Ｈ． 嘉当 著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法兰西数学精
品选译

现代动力系统理论导论（第一卷） Ｋａｔｏｋ， Ｈａｓｓｅｌｂｌａｔｔ
著，金成桴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二阶椭圆型偏微分方程 （第二版
修订版）

Ｄａｖｉｄ Ｇｉｌｂａｒｇ， Ｎｅｉｌ
Ｓ． Ｔｒｕｄｉｎｇｅｒ 著， 王
耀东 译校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世界数学精品
译丛

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试题及解
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丘成桐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黎曼全集（第二卷） 李培廉 译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黎曼全集（第一卷） 李培廉 译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可压缩流与欧拉方程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缪爽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Ｒｉｃｃｉ 流与球定理 顾会玲 张珠洪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数学在 １９ 世纪的发展（第二卷） Ｆ． 克莱因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数学在 １９ 世纪的发展（第一卷） Ｆ． 克莱因 著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数论———从汉穆拉比到勒让德的
历史导引

Ａ． 外尔 著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完备开曲面上全曲率的几何 Ｋ． Ｓｈｉｏｈａｍａ 等著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第一届丘成桐中学数学奖获奖论
文集

丘成桐 主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莫斯科智力游戏———３５９ 道数学
趣味题

Б． А． 柯尔捷姆斯
基 著

２４．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趣味密码术与密写术 Ｍ． 加德纳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著名几何问题及其解法：尺规作
图的历史

Ｂ． 波尔德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调和映照讲义 孙理察、丘成桐 著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偏微分方程 Ｈａｒｏｌｄ Ｌｅｖｉｎｅ 著 ６１．００ ２００７．０８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有限群的线性表示 Ｊ．⁃Ｐ． 塞尔 著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６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数论教程 Ｊ．⁃Ｐ． 塞尔 著 ２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分析学（第 ２ 版） Ｅ． Ｈ． Ｌｉｅｂ，Ｍ． Ｌｏｓｓ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基础偏微分方程
Ｄ． Ｂｌｅｅｃｋｅｒ， Ｇ．
Ｃｓｏｒｄａｓ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高等微积分（修订版） Ｌ． Ｈ． Ｌｏｏｍｉｓ， Ｓ．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著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５．０７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初等几何的著名问题 Ｆ． 克莱因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５．０７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微分几何讲义 丘成桐、孙理察 著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４．１２ 丘成桐主编数
学翻译丛书

分形几何与动力系统讲义
Ｙａｋｏｖ Ｐｅｓｉｎ， Ｖａｕｇｈｎ
Ｃｌｉｍｅｎｈａｇａ 著，金成
桴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大学生图书馆

平面代数曲线 Ｇｅｒ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大学生图书馆

初等代数几何（第 ２ 版） Ｋｌａｎｓ Ｈｕｌｅｋ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大学生图书馆

可计算函数
Ａ． Ｓｈｅｎ， Ｎ． Ｋ． Ｖｅ⁃
ｒｅｓｈｃｈａｎｇｉｎ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大学生图书馆

拓扑学导论 Ｖ． Ａ． 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大学生图书馆

集合论基础 Ａ． Ｓｈｅｎ 等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大学生图书馆

动力系统引论 Ｍ． Ｂｒｉｎ 等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大学生图书馆

流形上的几何与分析 张伟平、冯惠涛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现代数学基础

椭圆型偏微分方程 刘宪高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７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模糊计算中的数值方法 修东斌、周涛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编码与密码 许以超，马松雅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学（下） 修订版
莫宗坚、蓝以中、赵
春来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学（上） 第二版
莫宗坚、蓝以中、赵
春来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非线性泛函分析（第三版） 郭大钧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阶的估计基础
潘承洞、于秀源、展
涛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微分动力系统 文兰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实分析与泛函分析（续论）（下册） 匡继昌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实分析与泛函分析（续论）（上册） 匡继昌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高等线性代数学
黎景辉、白正简、周
國暉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黎曼几何初步
伍鸿熙 沈纯理 虞
言林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古典几何学
项武义、王申怀、潘
养廉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李群讲义
项武义、侯自新、孟
道骥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格论导引 方捷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旋量代数与李群、李代数 戴建生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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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问题 （中文
修订版） Ｎａｉｌ Ｈ．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数学分析中的反例 汪林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泛函分析中的反例 汪林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实分析中的反例 汪林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拓扑空间和线性拓扑空间中的反
例

汪林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拓扑线性空间与算子谱理论 刘培德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李代数（第二版） 万哲先 编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伽罗瓦理论 ——— 天才的激情 章璞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索伯列夫空间 王明新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 系统预处理方法 金小庆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数论基础
潘承洞 著，展涛、刘
建亚 校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现代芬斯勒几何初步 沈一兵、沈忠民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工程数学的新方法 蒋耀林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现代数学基础

多复变函数论
萧荫堂、陈志华、钟
家庆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数论———从同余的观点出发 蔡天新 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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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介质力学基础（第二版） 黄筑平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次正常算子解析理论 夏道行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复变函数专题选讲
余家荣、路见可 主
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现代数学基础

可靠性数学引论（修订版） 曹晋华、程侃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现代数学基础

群表示论 丘维声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现代极小曲面讲义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ｏ Ｘａｖｉｅｒ，潮
小李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变分学讲义 张恭庆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矩阵计算六讲 徐树方、钱江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多项式代数 王东明 等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控制论中的矩阵计算 徐树方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几何与拓扑的概念导引 古志鸣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现代数学基础

偏微分方程 孔德兴 著 ４５．３０ ２０１０．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现代极限理论及其在随机结构中
的应用

苏淳、冯群强、刘杰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微分几何例题详解和习题汇编 陈维桓 编著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实变函数论与泛函分析（下册） 夏道行 等著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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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变函数论与泛函分析（上册） 夏道行 等著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有限群表示论（第二版） 曹锡华、时俭益 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现代数学基础

数论（第二卷）——— 岩泽理论和
自守形式

［日］ 黑川信重 等
著，印林生、胥鸣伟
译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数论（第一卷）——— Ｆｅｒｍａｔ 的梦
想和类域论

［日］ 加腾和也 等
著，印林生、胥鸣伟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整体微分几何初步（第三版） 沈一兵 著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现代数学基础

奇异摄动问题中的渐近理论 倪明康、林武忠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现代数学基础

无限维空间上的测度和积分 ———
抽象调和分析（第二版） 夏道行 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泛函分析第二教程（第二版） 夏道行 等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现代数学基础

可靠性统计
茆诗松、汤银才、王
玲玲 编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现代数学基础

矩阵论 詹兴致 著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线性代数与矩阵论（第二版） 许以超 编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高等概率论及其应用 胡迪鹤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现代数学基础

实分析（第二版） 程民德、邓东皋、龙
瑞麟 编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现代数学基础

应用偏微分方程讲义
姜礼尚、孔德兴、陈
志浩 编著

３３．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现代数学基础

代数与编码（第三版） 万哲先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５ 现代数学基础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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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习题集及解答 方源、王元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数学精品系列

微积分（上） 方源、王元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精品系列

微积分（下） 方源、王元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精品系列

高等数学引论（第一卷） 华罗庚 著，王元 校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数学精品系列

高等数学引论（第二卷） 华罗庚 著，王元 校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数学精品系列

高等数学引论（第三卷） 华罗庚 著，王元 校 ４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数学精品系列

高等数学引论（第四卷） 华罗庚 著，王元 校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数学精品系列

高等统计学概论
赵林城、王占锋 编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统计思维与艺术：统计学入门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Ｙａｋｉｒ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纵向数据分析方法与应用 （英文
版） 刘宪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应用统计学丛

书

诊断医学中的统计学方法
周晓华 著，李康、侯
艳宇、传华 等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应用统计学丛
书

极点对称模态分解方法———数据
分析与科学探索的新途径

王金良 李宗军 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Ｒ 软件教程与统计分析———入门
到精通

唐年胜、李启寨、潘
东东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生物数学模型的统计学基础
唐守正、李勇、符利
勇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随机估计及 ＶＤＲ 检验 杨振海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２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随机域中的极值统计学（英文版）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Ｙａｋｉｒ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高等计量经济学基础
缪柏其、叶五一 编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金融工程中的蒙特卡罗方法
Ｐａｕｌ Ｇｌａｓｓｅｒｍａｎ 著，
范韶华、孙武军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结构方程模型：Ｍｐｌｕｓ 与应用（英
文版） 王济川、王小倩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生存分析：模型与应用（英文版） 刘宪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应用统计学丛
书

大维统计分析
白志东、郑术蓉、姜
丹丹 编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ＭＩＮＩＴＡＢ 软件入门———最易学实
用的统计分析教程

吴令云 等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结构方程模型：贝叶斯方法 李锡钦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
王济川、王小倩、姜
宝法 编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随机环境中的马尔可夫过程 胡迪鹤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应用统计学丛
书

金融市场中的统计模型和方法
黎子良、刑海鹏 著，
姚沛沛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２ 应用统计学丛
书

统计诊断
韦博成、林金官、解
锋 编著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应用统计学丛
书

属性数据分析引论
Ａｌａｎ Ａｇｒｅｓｔｉ 著，张
淑梅、王睿、曾莉 译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Ｒ 语言与统计分析 汤银才 主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 应用统计学丛
书

信用风险估值的数学模型与案例
分析

任学敏、魏嵬、姜礼
尚 等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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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产品定价的数学模型与
案例分析（第 ２ 版） 姜礼尚 等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金融工程和计算———
原理、数学与算法 影印版）

Ｙｕｈ⁃Ｄａｕｈ Ｌｙｕｕ 著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２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
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
ｉｃｓ ｔｏ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金融风险
和衍生证券定价理论 第二版， 影
印版）

Ｊｅａ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Ｂｏｕｃｈａｕｄ 等著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２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ｎｕｉｔｙ（精算模型———寿险和年
金 英文版）

朱彦云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期权定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第 ２
版） 姜礼尚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金融学中的数学 史树中 著 ４４．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精算学———理论与
方法 英文版）

尚汉冀 主编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６．０３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人民币均衡汇率与中国外贸 张静、汪寿阳 编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５．０９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模糊投资组合优化：理论与方法 房勇、汪寿阳 编著 ２７．００ ２００５．１１ 金融 数 学、 精
算学系列

组合问题与练习 （上册）
［匈］ Ｌáｓｚｌó Ｌｏｖáｓｚ
著 李学良、史学堂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组合数学丛书

组合问题与练习 （下册）
［匈］ Ｌáｓｚｌó Ｌｏｖáｓｚ
著 李学良、史学堂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组合数学丛书

图论（第四版）
［德］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Ｄｉ⁃
ｅｓｔｅｌ 著，于青林、王
涛、王光辉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组合数学丛书

组合优化
［ 美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Ｃｏｏｋ 等著，李学良、
史永堂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组合数学丛书

图的因子和匹配可扩性 于青林、刘桂真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组合数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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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ｓ（图的因子和匹配可扩性 英
文版）

Ｑｉｎｇｌｉｎ Ｒｏｇｅｒ Ｙｕ，
Ｇｕｉｚｈｅｎ Ｌｉｕ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组合数学丛书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ｅｏｒｙ（设计理论 英文版） 万哲先 著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组合数学丛书

计数组合学（第一卷）

［ 美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
Ｓｔａｎｌｅｙ 著，付梅、侯
庆虎、辛国策、杨立
波 译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组合数学丛书

地图的代数原理 刘彦佩 著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组合数学丛书

超图的理论基础 王建方 著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６．０７ 组合数学丛书

生物信息学基础教程 张洛欣、马斌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近似算法的设计与分析
堵丁柱、葛可一、胡
晓东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算法演化论 王能超 著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近似算法（翻译版）
Ｖｉｊａｙ Ｖ． Ｖａｚｉｒａｎｉ
著， 郭 效 江、 方 奇
志、农庆琴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算法理论与应
用丛书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Ｕ⁃
ｓｉｎｇ ＳＡＳ（多层统计分析模型：ＳＡＳ
与应用 英文版）

王 济 川、 谢 海 义、
Ｊａｍｅｓ Ｆｉｓｈｅｒ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科学计算中的蒙特卡罗策略 唐年胜、徐亮、周勇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计算复杂性导论
堵丁柱、葛可一、王
杰

５３．００ ２００８．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多层统计分析模型－方法与应用 王济川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变分不等式简介：基本理论、数值
分析及应用

韩渭敏、程哓良 编
著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５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反演问题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王彦飞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５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非线性时间序列 ——— 建模、预报
及应用

范剑青、姚琦伟 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拟阵论 赖红建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２．０７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妙思统计 （第 ２ 版） Ｕｒｉ Ｂｒａｍ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科学素养丛书

对称的观念在 １９ 世纪的演变：
Ｋｌｅｉｎ 和 Ｌｉｅ Ｉ． Ｍ． Ｙａｇｌｏｍ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科学素养丛书

Ｍｉｌｎｏｒ 眼中的数学和数学家 Ｊ． Ｗ． Ｍｉｌｎｏｒ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泛函分析史
迪厄多内 著，曲安
京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欣赏———论数与形 左平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来自德国的数学盛宴
Ｇ． Ｍ． Ｚｉｅｇｌｅｒ 等著，
丘予嘉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Ｇｒｏｍｏｖ 眼中的数学和数学家 孙宏伟 梅加强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科学素养丛书

Ｌａｎｇｌａｎｇｓ 纲领及其眼中的数学 Ｌａｎｇｌａｎｇｓ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科学素养丛书

简 史———哈 佛 数 学 的 １５０ 年
（１８２５—１９７５）

Ｓｔｅｖｅ Ｎａｄｉｓ， 丘 成
桐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天书的证明（第五版） 冯荣权 宋春伟 宗
传明 李璐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数之书 蔡天新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科学素养丛书

一张数学请帖： 从竞赛到研究 姚一隽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计数之乐
Ｔ． Ｗ． ＫＯＲＮＥＲ 著，
冯承天、涂泓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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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教与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百草园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丘成桐的数学人生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科学素养丛书

二十世纪伟大的数学书（英文版） 季理真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之英文写作 汤涛、丁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智者的困惑： 混沌分形漫谈 丁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解码者———数学探秘之旅 Ｊ．⁃Ｆ． Ｄａｒｓ 等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及其历史 Ｊｏｈｎ Ｓｔｉｌｌｗｅｌｌ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世界Ⅰ Ｊ．Ｒ．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世界Ⅱ Ｊ．Ｒ．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世界Ⅲ Ｊ．Ｒ．Ｎｅｗｍａｎ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科学素养丛书

圆与球
Ｗ． 布拉施克 著 苏
步青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代数基本概念
Ｓｈａｆａｒｅｖｉｃｈ 著 李福
安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生命·艺术·几何 Ｍ． 吉卡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关于概率的哲学随笔 Ｐ． Ｓ． 拉普拉斯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７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惠更斯与巴罗、牛顿与胡克———数
学分析与突变理论的起步，从渐伸
线到准晶体

В． И． 阿诺尔德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直观几何（下册）附亚历山德罗夫
的拓扑学基本概念

Ｄ． 希尔伯特、Ｓ． 康
福森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直观几何（上册）附季理真代译序
Ｄ． 希尔伯特、Ｓ． 康
福森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Ｋｌｅｉｎ 数学讲座：附季理真代译序 Ｆ． 克莱因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Ｌｉｔｔｌｅｗｏｏｄ 数学随笔集
Ｊ． Ｅ． 李特尔伍德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生活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艺术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的应用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科学
丘成桐、刘克峰、杨
乐、季理真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与数学大师面对面
丘成桐、刘克峰、杨
乐、季理真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对称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科学素养丛书

百年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科学素养丛书

好的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前沿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回望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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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求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魅力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无处不在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传奇数学家华罗庚 丘成桐 等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教育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科学素养丛书

女性与数学 丘成桐 等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科学素养丛书

陈省身与几何学的发展 丘成桐 等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科学素养丛书

数学与人文 丘成桐 等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科学素养丛书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 第 ２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第 １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Ａｍａｎ⁃
ｄａ Ｂｅｅｃｈｅｒ、Ｊｉｅ ｗａｎ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正确写作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论文（第 ２ 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７ 辑） 吴孟达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６ 辑） 叶正麟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５ 辑） （美）王杰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９１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４ 辑） 窦霁虹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３ 辑）

赵仲孟、王嘉寅、乔
琛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２ 辑） 韩中庚 等 ４７．７０ ２０１３．０１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第 １ 辑）

西北工业大学建模
组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正确写作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论文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王杰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美国大学生数
学 建 模 竞 赛
（ ＭＣＭ ／ ＩＣＭ ）
指导丛书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
（Ｖｏｌ． Ｉ）（第 ６ 届世界华人数学家
大会文集，第 Ｉ 卷）

林长寿、杨乐、丘成
桐、于靖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６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ｉａｎｓ
（Ｖｏｌ． ＩＩ）（第 ６ 届世界华人数学家
大会文集，第 ＩＩ 卷）

林长寿、杨乐、丘成
桐、于靖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从黎曼到卡勒－爱因斯坦和卡拉
比－丘的复几何

季理真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Ｒｉｅｍａｎｎ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黎曼的学术遗产： １５０ 年巡礼）

丘成桐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Ｓｏｍ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调和分析及其应
用中的一些问题）

李俊峰、李晓春、陆
国震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现代数学导论（英文版） 郑绍远 等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
用手册）（第三卷，第四卷）

季理真，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
ｌｏｓ，丘成桐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
用手册）（第二卷）

季理真，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
ｌｏｓ，丘成桐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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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ｔｉｏｎｓ （群作
用手册）（第一卷）

季理真，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
ｌｏｓ，丘成桐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丘成桐综述文章选集： 附评论
（第 ＩＩ 卷） 丘成桐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丘成桐综述文章选集： 附评论
（第 Ｉ 卷） 丘成桐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Ａｕ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自守形式与 Ｌ⁃函数） 刘建亚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数论及其相关领域（英文版） 欧阳毅 等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ｉ（Ｖｏｌ． Ｉ） （模手
册 第一卷）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Ｆａｒｋａｓ 主
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ｉ（Ｖｏｌ． ＩＩ）（模手
册 第二卷）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Ｆａｒｋａｓ 主
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ｉ（Ｖｏｌ． ＩＩＩ） （模
手册 第三卷）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Ｆａｒｋａｓ 主
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Ｓ． Ｃｈｅｒｎ（在陈省身先
生影响下的微分几何）

沈一兵、沈忠民、丘
成桐主编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几何与分析中的最
新进展）

东喻昕、傅吉祥、陆
国震、盛为民、朱小
华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几何分析与相对论）

Ｈｕｂｅｒｔ Ｌ． Ｂｒａｙ，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Ｐ． Ｍｉｎｉｃｏｚｚｉ ＩＩ
主编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几
何分析进展）

Ｓ． Ｊａｎｅｃｚｋｏ， Ｊｕｎ Ｌｉ，
Ｄ． Ｈ． Ｐｈｏｎｇ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ｏｒ⁃
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算术几何与自守形
式）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ｇｄｅｌｌ 等主
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 ＩＩ） （几
何与分析 第二卷） 季理真 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 Ｉ） （几
何与分析 第一卷） 季理真 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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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ｕｌｉ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Ｃｕｒｖｅｓ 变换群与曲线模
空间

季理真、丘成桐 主
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Ｌａｔ⁃
ｔｉｃｅｓ： Ｆｉｎｉｔ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ｔｔｉｃｅｓ 群与格引
论：有限群与正定有理格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Ｇｒｉｅｓｓ， Ｊｒ．
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Ｉ）几何分析手册（第一卷）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Ｐｅｔｅｒ Ｌ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ｅｎ， Ｌｅ⁃
ｏｎ Ｓｉｍｏｎ 主编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ＩＩ）几何分析手册（第二卷）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Ｐｅｔｅｒ Ｌ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ｅｎ， Ｌｅ⁃
ｏｎ Ｓｉｍｏｎ 主编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ＩＩＩ）几何分析手册（第三卷）

Ｌｉｚｈｅｎ Ｊｉ， Ｐｅｔｅｒ Ｌ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ｈｏｅｎ， Ｌｅ⁃
ｏｎ Ｓｉｍｏｎ 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Ｃｏ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ｅｂｒａ⁃
ｉｃ Ｋ⁃ｔｈｅｏｒｙ 群的上同调与代数 Ｋ⁃
理论

季理真、刘克峰、丘
成桐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偏微分方程进展

汪徐家 等主编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几何分析最新进展

林长寿、李莹英、崔
茂培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Ａｕｔ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自守形式与 Ｌａｎｇ⁃
ｌａｎｄｓ 纲领

季理真、刘克峰、丘
成桐、郑驻军 主编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Ｇｒｏｕｐｓ 离散群的几何、分
析与拓扑

季理真、刘克峰、杨
乐、丘成桐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４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计算共形几何

顾险峰、丘成桐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离散曲面上的变分原理

罗锋、顾险峰、戴俊
飞 著

２６．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概
率统计中的极限理论及其应用

Ｌｉａｎｆｅｎ Ｑｉａｎ， Ｔｚｅ
Ｌｅｕｎｇ Ｌａｉ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数学高级讲义
（ ＡＬＭ， 英 文
版）

离散和切换动力系统 罗超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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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ｏｓ ｉｎ Ｎｅｗｒａｌ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神经网络、经济学和物理中的混
沌复制

Ｍａｒａｔ Ａｋｈｍｅｔ，Ｍｅｈ⁃
ｍｅｔ Ｏｎｕｒ Ｆｅ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离散化与隐映射动力学 罗超俊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张量与黎曼几何：微分方程应用
（英文版） Ｎａｉｌ Ｈ．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非线性振动理论导引（英文版）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Ｉｓａａｋｏｖｉｃｈ
Ｎｅｋｏｒｋｉｎ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Ｋｅｌｌｅｒ⁃Ｂｏｘ Ｍｅｒ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ｌｌｅｒ⁃Ｂｏｘ 方法及其应用

Ｋ． Ｖａｊｒａｖｅｌｕ， Ｋ． Ｖ．
Ｐｒａｓａｄ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ｉｍｅＤｅｌａｙ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时
滞动力系统的分析与控制

孙建桥、丁千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Ｃｈａｏｔ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混沌信号
处理

Ｈｅｎｒｙ Ｌｅｕｎｇ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Ｌｉｅ Ａｌ⁃
ｇｅｂｒａｓ 变换群和李代数

Ｎａｉｌ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微分方程群性质理论讲义

Ｎ． Ｈ．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 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物理及工程中的分
数维微积分： 第 Ｉ 卷 数学基础及
其理论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
Ｕｃｈａｉｋｉ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物理及工程中的分数维微积
分： 第 ＩＩ 卷 应用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
Ｕｃｈａｉｋｉ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Ｆｌｏｗ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Ｈｏ⁃
ｍｏｔｏｐ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ｌｕｉｄ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流动非线性及其同
伦分析： 流体力学和传热

Ｋｕｐｐａｌａｐａｌｌｅ Ｖａｊｒａｖ⁃
ｅｌｕ，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Ｖａｎ
Ｇｏｒｄｅｒ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离散和切换动力系统

罗朝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连续
动力系统

罗朝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３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Ｈｏｍｏｔｏｐ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同伦分
析方法与非线性微分方程

廖世俊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Ｃｈａｏｓ：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 ’ ｓ
Ｖｉｅｗ 双曲混沌：一个物理学家的
观点

Ｓｅｒｇｅｙ Ｐ． Ｋｕｚｎｅｔｓｏ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Ｗ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ｎｏｎ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ａｃｏｕｓ⁃
ｔｉｃｓ 非线性非分散介质中的波与
结构：非线性声学的一般理论及
应用

Ｓ．Ｎ． Ｇｕｒｂａｔｏｖ， Ｏ．Ｖ．
Ｒｕｄｅｎｋｏ， Ａ． Ｉ．
Ｓａｉｃｈｅ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线
性与非线性积分方程： 方法及应
用

Ａｂｄｕｌ⁃Ｍａｊｉｄ Ｗａｚｗａｚ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动态域上的不连续动力学系统
（中文版） 罗朝俊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非线性变形体动力学（中文版） 罗朝俊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李
群分析在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中
的应用

Ｒａｎｉｓ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Ｎａｉｌ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ｓ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不连
续及连续系统中的分岔和混沌

Ｍｉｃｈａｌ Ｆｅｃˇ ｋａ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 分数维非线性系统： 建模、
分析与仿真

Ｉｖｏ Ｐｅｔｒáｓˇ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可变
重力条件下神经元系统中的自组
织和斑图动力学：空间条件下的
生命科学

Ｗｉｅｄｅｍａｎ， Ｋｏｈｎ，
Ｒｏｓｎｅｒ，Ｈａｎｋｅ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分数维动力学 Ｖａｓｉｌｙ Ｅ． Ｔａｒａｓｏ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 Ｃｈａｏ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Ｍ
Ｔｈｅｏｒｙ 超越 ＫＡＭ 理论的哈密顿
混沌

Ａｌｂｅｒｔ Ｃ． Ｊ． Ｌｕｏ，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 Ａｆｒ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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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长距离
的相互作用，随机及分数维动力
学

Ａｌｂｅｒｔ Ｃ．Ｊ． Ｌｕｏ，Ｖａｌ⁃
ｅｎｔｉｎ Ａｆｒａｉｍｏｖｉｃｈ 主
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ｂｏｄｙ 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非线性变形体动力学

罗朝俊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ｌｉｔｏｎｓ 色散管理
光孤子的数学理论

Ａ． Ｂｉｓｗａｓ， Ｄ．
Ｍｉｌｏｖｉｃ，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ｇ 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问题

Ｎａｉｌ Ｈ． Ｉｂｒａｇｉｍｏ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８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Ｗａｖ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偏微分方程
与孤波理论

Ａｂｄｕｌ⁃Ｍａｊｉｄ Ｗａｚｗａｚ ９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ｎ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ｓ 动态域上
的不连续动力学系统

罗朝俊 ４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ｎｏｒｍｇｒｏｕｐ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逼近与重整化群对称

Ｎａｉｌ Ｈ． Ｉｂａｒｇｉｍｏｖ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非线性物理科
学系列 （ ＮＰＳ，
英文版）

应用矩阵分析 （英文版）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Ｊｉｎ，Ｓｅａｋ⁃
Ｗｅｎｇ Ｖｏｎｇ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第八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
论文集

Ｌｅｉ Ｇｕｏ 主编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单维双曲守恒律及其应用
Ｊｅａｎ－Ｍｉｃｈｅｌ Ｃｏｒｏｎ，
李大潜、李亚维 主
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矩阵函数与矩阵方程（英文版） Ｚｈａｏｊｕｎ Ｂａｉ 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Ｓｏｍ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调和分析与应用
中的一些问题）

陆国震 等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ｕ⁃
ｍｅ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双曲型
问题———理论、数值方法及应用
（第一卷）

李大潜、江松 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ｕ⁃
ｍｅ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Ｉ）双曲型
问题———理论、数值方法及应用
（第二卷）

李大潜、江松 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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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应用反问题中的
计算方法

王彦飞，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Ｇ．
Ｙａｇｏｌａ， 杨长春 主
编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Ｈｙｐｅｒ⁃
ｂｏｌ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非线性双曲型方程
的一些问题与应用

李大潜、彭跃军、饶
伯鹏 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计算反演问题中的优
化与正则化方法及其应用

王彦飞 等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Ｑｕａｓｉｌｉｎｅａｒ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拟
线性双曲系统的能控性与能观性

李大潜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ｓ， Ｆｌｕｉ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非线性
守恒律、流体系统和相关课题

陈贵强、李大潜、柳
春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ｌｕｉｄｓ：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复杂流体中的
多尺度问题：

侯一钊、柳春、刘建
国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３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中国的工业与应用数学

李大潜、张平文 主
编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微分几何———理论与
应用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 Ｃｉａｒｌｅｔ， ４７．００ ２００７．０６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Ｓｏｍ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工业与应用数
学中的一些问题

Ｒｏｌｆ Ｊｅｌｔｓｃｈ， 李 大
潜， Ｉａｎ Ｈｕｇｈ Ｓｌｏａｎ
主编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７．０５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现代应
用数学前沿与展望

李大潜、张平文 主
编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６．０１
现代应用数学
丛书（ＣＡＭ，英
文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ｉｎｓｌｅｒ 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
现代芬斯勒几何初步

Ｙｉ⁃ｂｉｎｇ Ｓｈｅｎ，Ｚｈｏｎｇ⁃
ｍｉｎ Ｓｈｅｎ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Ｉ）物理学与偏微分方程
（第二册）

李大潜、秦铁虎 著，
李亚纯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Ｉ）物理学与偏微分方程
（第一册）

李大潜、秦铁虎 著，
李亚纯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拓扑学教程：理论与应
用

严明 著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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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ｏ⁃
ｅｐｌｉｔｚ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ｅｐｌｉｔｚ 系统预处理
方法

金小庆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伪装的 Ｇａｕｓｓ－Ｍａｎｉｎ 联络 （英文
版） Ｈｏｓｓｅｉｎ Ｍｏｖａｓａｔｉ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微分几何与积分几何（英文版） 陈省身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微分几何专题（英文版） 陈省身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高教社英文数
学教材（ＨＳＭＭ，
英文版）

有限群讲义导引（英文版） Ｊ．⁃Ｐ． Ｓｅｒｒｅ 著，于品
黎嘉荣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可压缩流和欧拉方程（英文版）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ｂｌ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Ｅｕｌｅｒ’ｓ 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ｄｏｕｌｏｕｍ，
Ｓｈｕａｎｇ Ｍｉａｏ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李－巴克兰－达布变换（英文版） 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
ＡＲＴＹＯＭ ＹＵＲＯ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流形拓扑导论讲义（英文版） （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Ｔｏ⁃
ｐｏｌｏｇｙ：Ｓｉｇｎｐｏｓｔｓ）

Ｆ． Ｔｈｏｍａｓ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Ｙａｎｇ Ｓｕ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完全交的孤立奇异点 Ｅ． Ｊ． Ｎ． Ｌｏｏｉｊｅｎｇａ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微分几何未解决问题及当代数学
概况

季理真、潘日新、丘
成桐 主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微分几何在影响分析中的应用

潘日新、潘伟贤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ｏｔａ⁃Ｂａｘｔｅｒ Ａｌ⁃
ｇｅｂｒａ Ｒｏｔａ⁃Ｂａｘｔｅｒ 代数导论

郭锂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Ｌｉ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ｙ 李理论与表示论

王建磐、舒斌、胡乃
红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ｂｒａｉｃ 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 代数几何中的解析方法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ｍａｉｌｌｙ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现代数学纵览
（ ＳＭＭ， 英 文
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
讲义（第一卷）

林芳华、王雪平、张
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晨兴数学讲义
（ ＭＬＭ， 英 文
版）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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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
讲义（第二卷）

林芳华、张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晨兴数学讲义
（ ＭＬＭ， 英 文
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３）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
讲义（第三卷）

林芳华、张平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晨兴数学讲义
（ ＭＬＭ， 英 文
版）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
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４）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分析
讲义 （第四卷）

Ｊｅａｎ－林芳华、张平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晨兴数学讲义
（ ＭＬＭ， 英 文
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Ｖｏｌ．Ⅰ）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第一卷）

Ｎｅｗｔｏｎ（牛顿）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Ｖｏｌ．Ⅱ）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卷）

Ｎｅｗｔｏｎ（牛顿）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ｒｖ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曲面的一般研究（１８２７ 年和 １８２５
年）

Ｇａｕｓｓ，Ｃ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高斯）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思维规律的研究

Ｂｏｏｌｅ， Ｇｅｏｒｇｅ （ 布
尔） １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ｓ． Ｖｏｌｓ． Ⅰ，
Ⅱ．
四元数的原理（第一、二卷）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ｗａｎ（哈密顿）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１）
高等数学引论（１）

Ｈｕａ Ｌｏｏ⁃Ｋ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ｅｒ Ｓｈｉｕ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ｃｓ（２）
高等数学引论（２）

Ｈｕａ Ｌｏｏ⁃Ｋ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ｅｒ Ｓｈｉｕ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Ｖｏｌ． Ｉ） 数学在 １９ 世
纪的发展 （第 Ｉ 卷）

Ｆｅｌｉｘ Ｋｌｅｉｎ （ 克 莱
因）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Ｃａｕｃｈｙ’ 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线性偏微分方程中的柯西问题讲
义

Ｈａｄａｍａｒｄ （ 阿 达
马）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ｔ 热的
解析理论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ｏｕｒｉｅｒ （ 傅
里叶）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世 界 学 术 经

典———数学卷

自守函数讲义第一卷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数学经典专题

８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自守函数讲义第二卷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数学经典专题

椭圆模函数讲义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数学经典专题

椭圆模函数讲义
Ｆｒｉｃｋｅ， Ｋｌｅｉｎ 著， Ａｒｔ
Ｄｕｐｒｅ 译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数学经典专题

拟共形映射讲义（第二版） Ｌａｒｓ Ｖ． Ａｈｌｆｏｒｓ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度量几何学教程
Ｄｍｉｔｒｉ Ｂｕｒａｇｏ， Ｙｕｒｉ
Ｂｕｒａｇｏ， Ｓｅｒｇｅｉ
Ｉｖａｎｏｖ 著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极小曲面教程
Ｔｏｂｉａｓ Ｈｏｌｃｋ Ｃｏｌ⁃
ｄｉ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
Ｍｉｎｉｃｏｚｚｉ ＩＩ 著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傅里叶分析
Ｊａｖｉｅｒ Ｄｕｏａｎｄｉｋｏｅｔｘ⁃
ｅａ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复分析与几何引论 Ｊｏｈｎ Ｐ． Ｄ＇Ａｎｇｅｌｏ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ｈ－原理引论
Ｙ． Ｅｌｉａｓｈｂｅｒｇ， Ｎ．
Ｍｉｓｈａｃｈｅｖ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偏微分方程（第二版）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 Ｅｖａｎｓ
著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单复变函数论（第三版）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Ｇｒｅｅｎｅ，
Ｓｔｅｖｅｎ Ｇ． Ｋｒａｎｔｚ 著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微分几何中嘉当的活动标架法和
外微分系统初步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Ｉｖｅｙ， Ｊ．
Ｍ． Ｌａｎｄｓｂｅｒｇ 著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代数群表示论（第二版） Ｊｅｎｓ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Ｊａｎｔｚｅｎ
著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轨道法讲义 Ａ． Ａ． Ｋｉｒｉｌｌｏｖ 著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经典数论中的 １００１ 个问题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Ｄｅ Ｋｏｎ⁃
ｉｎｃｋ， Ａｒｍｅｌ Ｍｅｒｃｉｅｒ
著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９２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实定理的复证明
Ｐｅｔｅｒ Ｄ． Ｌａｘ， Ｌａｗ⁃
ｒｅｎｃｅ Ｚａｌｃｍａｎ 著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Ｍａｒｋｏｖ 链与混合时间
Ｄａｖｉｄ Ａ． Ｌｅｖｉｎ， Ｙｕ⁃
ｖａｌ Ｐｅｒｅｓ，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 Ｗｉｌｍｅ 著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Ｊ－全纯曲线和辛拓扑 （第二版） Ｄｕｓａ ＭｃＤｕｆｆ， Ｄｉｅｔ⁃
ｍａｒ Ｓａｌａｍｏｎ 著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不变测度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著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连续和离散动力系统引论（第二
版）

Ｒ． Ｃｌａｒｋ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著

１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ε 空间 Ｉ：实分析（第三年的数学
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著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ε 空间 ＩＩ： 第三年的数学博客选
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测度论引论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高阶傅里叶分析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庞加莱的遗产 第 Ｉ 部分：第二年
的数学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著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庞加莱的遗产 第 ＩＩ 部分：第二年
的数学博客选文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Ｔａｏ 著 １３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最优输运理论专题 Ｃéｄｒｉｃ Ｖｉｌｌａｎｉ 著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金融数学引论 Ｒ． 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著 ６７．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美国数学会经
典影印系列

０３



物理、力学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四卷－
量子电动力学（第四版）

В． Б． 别 列 斯 捷 茨
基，Е．М． 栗弗席兹
著 朱允伦 译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力学》解读 鞠国兴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六卷－
流体动力学（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李
植 译 陈国谦 审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二卷－
场论（第八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鲁
欣 任朗 袁炳南 译
邹振隆 校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
弹性理论（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武
际可 刘寄星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五卷－
统计物理学Ⅰ（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束
仁贵 束莼 译 郑伟
谋 校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三卷－
量子力学（非相对论理论） （第六
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严肃
译 喀兴林校）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九卷－
统计物理学Ⅱ（凝聚态理论） （第
四版）

［俄］ Е． М． 栗弗席
兹，Л． П． 皮塔耶夫
斯基 著 王锡绂 译

５４．００ ２００８．０７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十卷－
物理动理学（第二版）

［俄］ Ｅ． Ｍ． 栗弗席
兹，Л． П． 皮达耶夫
斯基 著 徐锡申 译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朗道－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一卷－
力学（第五版）

［俄］ Л． Д． 朗道， Е．
М．栗弗席兹 著 李
俊峰、鞠国兴 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朗道理论物理
学教程

量子论的物理原理
Ｗ．海森伯 著王正
行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黑洞的数学理论
Ｓ．钱德拉塞卡 著卢
炬甫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引力和宇宙学：广义相对论的原
理和应用

Ｓ．温伯格 著邹振隆
等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１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相对论
Ｗ．泡利 著凌德洪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液晶物理学（第二版） Ｐ．Ｇ．德热纳 著 孙
政民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统计力学（第三版） Ｒ．Ｋ．Ｐａｔｈｒｉａ 著 方锦
清 戴越 译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
子力学（第二卷）

Ｃ．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
Ｂ． Ｄｉｕ， Ｆ． Ｌａｌｏë 著
陈星奎 刘家谟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费曼 ２－量子力学与
路径积分

Ｒ． Ｐ． 费曼 著张邦
固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量
子力学（第一卷）

Ｃ．Ｃｏｈｅｎ－Ｔａｎｎｏｕｄｊｉ，
Ｂ．Ｄｉｕ，Ｆ．Ｌａｌｏë 著 刘
家谟 陈星奎 译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泡利物理学讲义（１－
３ 卷）

Ｗ． 泡利 著苑之方
等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薛定谔－统计热力学
［奥］Ｅ． 薛定谔 著，
徐锡申 译，陈成琳
校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６－高分子动
力学导引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吴大诚 文婉元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 列 － 德 热 纳 ５ － 软 界
面———１９９４ 年狄拉克纪念讲演录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吴大诚、陈谊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３－高分子物
理学中的标度概念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吴大诚 刘杰 朱谱
新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费曼 １－量子电动力
学讲义

Ｒ．Ｐ．费曼 著，张邦
固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诺贝尔系列－德热纳 １－金属与合
金的超导电性

Ｐ．Ｇ． 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著，
邵惠民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著作
选译

量子光学导论———单光子和双光
子物理

史砚华 著 徐平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现代物理系列

大气运动的几何和拓扑
刘式达，刘式适，傅
遵涛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２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范德瓦尔斯力———一本给生物学
家、化学家、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的
手册

Ｖ． Ａｄｒｉａｎ Ｐａｒｓｅｇｉａｎ
著，张海燕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现代物理系列

经济物理学———用物理学的方法
或思想探讨一些经济

黄吉平 编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现代物理系列

现代统计力学导论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著，
鞠国兴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现代物理系列

磁学———从基础知识到纳米尺度
超快动力学

Ｊ． Ｓｔōｈｒ， Ｈ． Ｃ． Ｓｉｅｇ⁃
ｍａｎｎ 著，姬扬 译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理论声学（修订版） 张海澜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现代物理系列

表面、界面和膜的统计热力学
Ｓａｍｕｅｌ Ａ．Ｓａｆｒａｎ 著，
张海燕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现代物理系列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何大韧、刘宗华 汪
秉宏 编著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现代物理系列

半导体物理学（上册）（第二版） 叶良修 编著 ６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８ 现代物理系列

半导体物理学（下册）（第二版） 叶良修 编著 ８４．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物理系列

量子多体理论—从声子的起源到
光子和电子的起源

文小刚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４．１２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天体运行论（英文版） 哥白尼著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 ’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伽利略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 ’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牛顿光学 牛顿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 ’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惠更斯光论 惠更斯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ＨＥＰ Ｗｏｒｌｄ ’ 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黄土土力学 谢定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现代力学基础

３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非饱和土土力学 谢定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现代力学基础

斜坡水文与稳定

Ｎｉｎｇ Ｌｕ （ 卢 宁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Ｗ． Ｇｏｄｔ
著， 简 文 星、 王 菁
莪、侯龙 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现代力学基础

应用土动力学 谢定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现代力学基础

弹性理论
铁摩辛柯，古地尔
著，徐芝纶 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现代力学基础

非饱和土土力学
Ｎｉｎｇ Ｌｕ Ｗ． Ｊ． Ｌｉｋｏｓ
著，韦昌富、侯龙、
简文星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现代力学基础

试验土工学
谢定义、陈存礼、胡
再强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现代力学基础

土动力学 谢定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力学基础

岩土工程学
谢定义、林本海、邵
生俊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 现代力学基础

结构动力学（第二版，修订版）
［美］Ｒ．克拉夫、Ｊ．彭
津 著，王光远等 译
校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现代力学基础

应用力学的辛数学方法 钟万勰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６．０２ 现代力学基础

伟大的实验与观察———力学发展
的基础

武际可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大众力学丛书

趣话流体力学 王振东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谈风说雨———大气垂直运动的力
学

刘式达、李滇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大众力学丛书

音乐中的科学 武际可 ２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趣味振动力学 刘延柱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大众力学丛书

４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力学与沙尘暴 郑晓静 王萍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大众力学丛书

方方面面话爆炸 宁建国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大众力学丛书

科学游戏的智慧与启示 高云峰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大众力学丛书

涌潮随笔———一种神奇的力学现
象

林炳尧 １２．６０ ２０１０．０５ 大众力学丛书

漫话动力学 贾书惠 编著 １９．２０ ２０１０．０１ 大众力学丛书

力学史杂谈 武际可 著 ２６．８０ ２００９．１０ 大众力学丛书

创建飞机生命密码（力学在航空
中的奇妙地位） 乐卫松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大众力学丛书

趣味刚体动力学（第二版） 刘延柱 著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大众力学丛书

诗情画意谈力学 王振东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奥运中的科技之光 赵致真 著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拉家常，说力学 武际可 著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大众力学丛书

偶然之极———量子惊喜
赵佳 刘莎 译姚一
隽 校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解码者———数学探秘之旅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ａｒｓ，
Ａｎｎｉｃｋ Ｌｅｓｎｅ， Ａｎｎｅ
Ｐａｐｉｌｌｏｕｌｔ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边界元法（配光盘） 姚振汉、王海涛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资助

感知结构概念
Ｔｉａｎｊｉａｎ ｊｉ， Ａｃｌｘｉａｎ
Ｂｅｌｌ 著，武岳 等译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５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负折射光子晶体的基础研究 王燕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材 料 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光电功能材料与器件
周忠祥、田浩、孟庆
鑫、宫德维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工程材料结构原理 杨平、毛卫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温故而知创新———科研创新经验
谈

王秀梅、杜昶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化学键的弛豫 孙长庆 １０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先进高强度钢及其工艺发展 戎咏华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合金钢显微组织辨识 刘宗昌 等 ６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工程材料学 堵永国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分析电子显微学导论 （第 ２ 版） 戎咏华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金属塑性成形数值模拟 洪慧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材料与人类社会：材料科学与工
程入门

毛卫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材料科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第
一卷） 师昌绪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屈服准则与塑性应力－应变关系
理论及应用

王仲仁、胡卫龙、胡
蓝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６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相图理论及其应用（修订版） 王崇琳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材料分析方法 董建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材料相变 徐祖耀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电工钢的材料学原理 毛卫民、杨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铸造技术 介万奇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热处理工艺学 潘健生、胡明娟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 作 系 列，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

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 杨平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陶瓷科技考古 吴隽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电容器铝箔加工的材料学原理 毛卫民、何业东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磁化学与材料合成 陈乾旺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固体无机化学基础及新材料的设
计合成

赵新华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微观组织的分析电子显微学表征
（英文版）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Ｒｏｎｇ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水泥材料研究进展 沈晓冬、姚燕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 作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

半导体材料研究进展（第一卷） 王占国、郑有炓等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 作 系 列，
“十一五”国家
重点图书

７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材料热力学（英文版） Ｑ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ｉ Ｗｅ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省力与近均匀成形———原理及应
用

王仲仁、张琦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材料科学与工
程著作系列

固体表面、界面与薄膜（第六版） Ｌüｔｈ Ｈａｎｓ 著，王聪
等 译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材料力学行为（第二版）
Ｍ． Ａ． Ｍｅｙｅｒｓ， Ｋ． Ｋ．
Ｃｈａｗｌａ 著，张哲峰、
卢磊 等 译

１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粉末衍射理论与实践
Ｒ． Ｅ． Ｄｉｎｎｅｂｉｅｒ， Ｓ． Ｊ．
Ｌ． Ｂｉｌｌｉｎｇｅ 编，陈昊
鸿、雷芳 译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透射电子显微学（上册）

Ｄａｖｉｄ 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 Ｃａｒｔｅｒ 著李
建奇、杨槐馨、田焕
芳 译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透射电子显微学（下册）

Ｄａｖｉｄ Ｂ．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Ｂａｒｒｙ Ｃａｒｔｅｒ 著李
建奇、杨槐馨、田焕
芳 译

１０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晶体材料中的界面
Ａ． Ｐ． Ｓｕｔｔｏｎ， Ｒ． Ｗ．
Ｂａｌｌｕｆｆｉ 著，叶飞、顾
新福、邱冬、张敏 译

１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纳米结构和纳米材料：合成、性能
及应用（第二版）

Ｇｕｏｚｈｏｎｇ Ｃａｏ， 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著，董星龙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焊接冶金学（第二版）
Ｓｉｎｄｏ Ｋｏｕ 著，闫久
春、杨建国、张广军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电子显微镜中的电子能量损失谱
学（第二版）

Ｒ． Ｆ． Ｅｇｅｒｔｏｎ 著，段
晓峰、高尚鹏、张志
华、谢琳、王自强 译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金属和合金中的相变（第三版）

Ｄａｖｉｄ Ａ．Ｐｏｒｔｅｒ，Ｋｅｎ⁃
ｎｅｔｈ Ｅ． 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Ｙ． Ｓｈｅｒｉｆ
著，陈冷、余永宁 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金属高温氧化导论（第二版）

Ｎｅｉｌ Ｂｉｒｋｓ， Ｇｅｒａｌｄ
Ｈ． Ｍｅｉｅｒ，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Ｐｅｔｔｉｔ 著，辛丽、王
文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８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陶瓷导论（第二版）

Ｗ． Ｄ． Ｋｉｎｇｅｒｙ， Ｈ． Ｋ．
Ｂｏｗｅｎ， Ｄ． Ｒ． Ｕｈｌ⁃
ｍａｎｎ 著，清华大学
新型陶瓷与精细工
艺国家重点实验室
译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脆性固体断裂力学（第二版） Ｂｒｉａｎ Ｌａｗｎ 著，龚江
宏 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凝固原理（第四版，修订版）
Ｗ． Ｋｕｒｚ， Ｄ． Ｊ． Ｆｉｓｈｅｒ
著，李建国、胡侨丹
译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晶体结构精修———晶体学者的
ＳＨＥＬＸＬ 软件指南（附光盘）

Ｐ．Ｍｕｌｌｅｒ 等著，陈昊
鸿 译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金属塑性成形导论
Ｒｅｉｎｅｒ Ｋｏｐｐ， Ｈｅｒ⁃
ｂｅｒｔ Ｗｉｅｇｅｌｓ 著，康
永林、洪慧平 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非线性光学晶体手册（第三版，修
订版）

Ｖ．Ｇ．Ｄｍｉｔｒｉｅｖ 等著，
王继扬 译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非线性光学晶体———一份完整的
总结

Ｄａｖｉｄ Ｎ． Ｎｉｋｏｇｏｓｙａｎ
著，王继扬 译

８０．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材料科学经典
著作选译

油气井工程多相流动 （英文版，
ＡＭＭ１４） Ｂａｏｊｉａｎｇ Ｓｕｎ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量纲分析与 Ｌｉｅ 群（ＡＭＭ１３） 孙博华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非晶态固体：结构和特性 （英文
版，ＡＭＭ１２） Ｚ．Ｈ．Ｓｔａｃｈｕｒｓｋｉ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层状和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的边界
元法和应用（英文版，ＡＭＭ１１）

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Ｚｈｏｎｇｑｉ Ｙｕｅ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梁、板、壳结构非线性分析的二次
摄动法（英文版，ＡＭＭ１０） Ｈｕｉ－Ｓｈｅｎ Ｓｈｅ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压电结构与器件分析 （英文版，
ＡＭＭ９）

Ｄａｉｎ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Ｊｉ
Ｗａｎｇ，Ｗｅｉｑｉｕ Ｃｈｅｎ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结构非线性分析的二次摄动法
（ＡＭＭ８） 沈惠申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９３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力电 耦 合 物 理 力 学 计 算 方 法
（ＡＭＭ７） 方岱宁、刘彬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压电 材 料 高 等 力 学 （ 英 文 版，
ＡＭＭ６） Ｑｉｎｇ－Ｈｕａ Ｑｉ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ＡＭＭ５） 李凤臣、宇波、魏进
家、川口靖夫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表面活性剂湍流减阻 （英文版，
ＡＭＭ４）

Ｆｅｎｇ － Ｃｈｅｎ Ｌｉ， Ｂｏ
Ｙｕ，Ｊｉｎ－Ｊｉａ Ｗｅｉ，Ｙａ⁃
ｓｕｏ 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梯度材料断裂力学的新型边界元
法分析（ＡＭＭ３） 肖洪天、岳中琦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软物质力学进展（英文版，ＡＭＭ２） Ｓｈａｏｆａｎ ＬｉＢｏｈｕａ
Ｓｕ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细胞力学进展（英文版，ＡＭＭ１） Ｓｈａｏｆａｎ Ｌｉ， Ｂｏｈｕａ
Ｓｕｎ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材料与力学进
展，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

肿瘤靶向诊治纳米材料（英文版） 谭明乾、吴爱国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纳米科学与技
术著作系列

纳米科技基础（第二版） 陈乾旺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有序介孔分子筛材料
赵东元、万颖、周午
纵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时间分辨光谱基础 郭础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术及其
应用（英文版） Ｚｈｅｎｇ Ｃｕｉ，等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印刷电子学———材料、技术及其
应用

崔铮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纳米科学技术
著作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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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并联机器人机构学基础 刘辛军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月球车移动系统设计
邓宗全 高海波 丁
亮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柔顺机构设计理论与实例
Ｌａｒｒｙ Ｈｏｗｅｌｌ 主编，
陈贵敏 于靖军 邱
丽芳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机构学与机器人学的几何基础与
旋量代数

戴建生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机器人科学与
技术丛书

精密工程设计与分析 程凯，丁辉，陈时锦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整体立铣刀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
术

丁国富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先进制造科学
与技术丛书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刀盘系统现代
设计理论及方法

霍军周 孙伟 马跃
等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机械故障诊断技术
的案例教程

张玲玲 肖静 主编，
肖云魁 主审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第二
版） 邹慧君 颜鸿森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齿轮 箱 早 期 故 障 精 细 诊 断 技
术———分数阶傅里叶变换原理及
其应用

梅检民 肖云魁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误差分析－物理测量中的不确定
度：第 ２ 版

Ｊｏｈｎ Ｒ． Ｔａｙｌｏｒ 著；
王中宇等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机构自由度计算———原理和方法 黄真 曾达幸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工程统筹技术 任世贤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现代机构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进展 李瑞琴 郭为忠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１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生物机械电子工程 王宏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液压伺服与比例控制 宋锦春 陈建文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连杆 机 构 现 代 综 合 理 论 与 方
法———解析理论、解域方法及软
件系统

韩建友 杨通 尹来
容 钱卫香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车辆动力学控制与人体脊椎振动
分析

郭立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润滑数值计算方法（配光盘） 黄平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二卷） 邹慧君 高峰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与实现 季忠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机械动力学史 张策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微流动及其元器件 计光华 计洪苗 ６４．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机械创新设计理论与方法 邹慧君 颜鸿森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新一代 ＧＰＳ 标准理论与应用 蒋向前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现代机构学进展（第一卷） 邹慧君 高峰 ６２．００ ２００７．０２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精密工程发展论（双语版） Ｃｈｒｉｓ Ｅｖａｎｓ 著， 蒋
向前 译

５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机械工程前沿
著作系列

功能设计原理及应用
曹国忠 檀润华 郭
海霞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基于 ＴＲＩＺ 的机械系统失效分析 许波 檀润华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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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理想化六西格玛原理与应用———
产品制造过程创新方法

陈子顺 檀润华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ＴＲＩＺ 及应用———技术创新过程与
方法

檀润华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制造业技术创
新过程与方法
丛书

无损检测新技术及应用 丁守宝 刘富君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无损检测技术
丛书

相控阵超声成像检测 施克仁 郭寓岷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无损检测技术
丛书

能源类其他工程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核能与环境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等著；朱安
娜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页岩气及其勘探开发 肖钢 唐颖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 肖钢 白玉湖 董锦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还碳于地球———碳捕获与封存
肖钢 马丽 Ｗｅｎｔａｏ
Ｘｉａｏ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含水燃料的燃烧
傅维镳 龚景松 侯
凌云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专著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数蕴玄学
与面对复杂

师汉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科学的睿智与美妙———天地与物
含妙理

师汉民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趣谈实现创意的现代制造 李维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科学的睿智与
美妙丛书

创新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研 究 与 实
践———空天工程领域 ＣＤＩＯ 与领
导力计划

郑伟 李健 张为华
唐国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工程教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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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工程人才一体化培养体系探索与
实践

胡志刚、任胜兵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工程教育丛书

工程教学指南
Ｗａｎｋａｔ， Ｏｒｅｏｖｉｃｚ
著，王世斌、郄海霞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工程教育丛书

重 新 认 识 工 程 教 育———国 际
ＣＤＩＯ 培养模式与方法

Ｅｄｗａｒｄ Ｃｒａｗｌｅｙ 等
著，顾佩华、沈民奋
译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工程教育丛书

学位论文撰写方法学———怎样写
好硕士和博士论文

闻邦椿 闻国椿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通用

英文科研论文写作与投稿 李瑞琴 戴建生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通用

中国工程院系列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诗经 向熹 ９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王羲之与《兰亭序》 喻革良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１２

中国工程教育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中国工程院教育委
员会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中国工程院年鉴（２０１５） 中国工程院办公厅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中国工程院
年鉴”系列

能源与矿业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未来的化工冶金材料工程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信息网络与社会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转化医学与人类健康未来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４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工程哲学与工程管理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国际工程教育发展与合作：机遇、
挑战和使命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智能系统：城市、信息与机器人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 １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１） 中国工程院等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中国工程院
院士大型》 系
列画册

新玻璃概论（修订版） 彭寿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论教育与现代化 朱高峰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中国工程院
院士文集” 系
列

球形玻璃质材料 彭寿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动物营养与养殖环境控制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防震减灾新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智慧医疗与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及全球食品安全现状、未来
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海洋强国建设重点工程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煤与瓦斯突出灾害及其科学防治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盐湖产业的绿色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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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重化工业空间布局与区域协调发
展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构建工程管理理论体系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黏菌分类学及生态学研究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骨质疏松症防控的转化医学研究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信息时代仿真与建模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轻工重点行业环境友好型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生物医用纺织材料科技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爆炸合成纳米金刚石和岩石安全
破碎关键科学与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钛冶金及海绵钛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于维汉传 贾宏图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中国工程院
院士传记” 系
列

罗沛霖传 刘九如 唐静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中国工程院
院士传记” 系
列

朵英贤自传 朵英贤 曹占英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中国工程院
院士传记” 系
列

工程哲学 （第二版） 殷瑞钰 汪应洛 李
伯聪 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中国工程院
院士文库” 系
列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 熊康宁 肖时珍 等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中国工程管理现状与发展
何继善 王孟钧 王
青娥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中国工程院
院士文库” 系
列

６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药用蕈菌———健康与未来 中国工程院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系列

中国慢性病防治体系建设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轻工重点行业减排降耗技术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人兽共患病防控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水产种业科技创新与养殖业可持
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血栓与血管生物学前沿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淮河流域环境与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机器故障诊治与自愈化 高金吉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中国工程院
院士文库” 系
列

水安全与水利水电可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智慧城市与智能系统的前沿问题
与应用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骨科热点讨论 中国工程院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中国工程科
技论坛”系列

中国工程院院士（８） 中国工程院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大型画
册

Ｋａｒ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Ｐｅａｋ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ａｖｅｓ 卢耀如 ４９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道路交通事故防治对策 王陇德 金会庆 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７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万里春秋———中国工程院院士摄
影作品集

中国工程院办公厅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０） 中国工程院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中国工程院
院士》 大型系
列画册

环境、生态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城市生态学———城市之科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ｏｒｍａｎ 著，
邬建国 等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湿地生态学———原理和保护
Ｐａｕｌ Ａ． Ｋｅｄｄｙ 著，
兰志春 黎磊沈瑞昌
译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桥梁
Ｅｕｇｅｎｅ Ｏｄｕｍ 著，
陆健健 何文珊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从个体到生态系统
（第四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ｇｏｎ 等
著， 李博 张大勇 王
德华 等译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湖沼学导论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Ｉ． Ｄｏｄｓｏｎ
著， 韩博平 赵建刚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植物生态学（第二版）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Ｇｕｒｅｖｉｔｃｈ 等
著， 王艳芬 等译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与进化中的重大问题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ｙ， Ａｎｇｅｌａ
ＭｃＬｅａｎ 著， 陶 毅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植物和小气候———植物环境生理
学的定量化研究途径（第三版）

Ｈａｍｌｙｎ Ｇ． Ｊｏｎｅｓ
著， 余华 唐剑武 译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学思想史
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ＭｃＩｎｔｏｓｈ
著， 徐嵩龄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禾草和草地生态学
Ｄａｖｉｄ Ｇｉｂｓｏｎ 著， 张
新时 唐海萍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系统生态学导论
Ｓｖｅｎ Ｅｒｉｋ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著， 陆健健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生态学名著译
丛

８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生态经济学引论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ｉ⁃
ｇｒｉｄ Ｓｔａｇｌ 著， 金志
农 等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农业生态学

Ｋｏｎｒａ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Ｓａｕｅｒｂｏｒｎ
著， 马 世 铭 封 克
译， 严峰 校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地球的生态带（第四版 全新重编
版）

Ｊüｒｇｅｎ Ｓｃｈｕｌｔｚ 著，
林育真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景观与恢复生态学———跨学科的
挑战

Ｚｅｖ Ｎａｖｅｈ 著， 李秀
珍 等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如何做生态学（简明手册）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ａｒｂａｎ，
Ｍｉｋａｅｌａ Ｈｕｎｔｚｉｎｇｅｒ
著， 王德华 译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生态学名著译
丛

弹性思维———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Ｂｒｉａｎ Ｗａｌｋ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Ｓａｌｔ 著， 彭少麟 等
译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进化动力学———探索生命的方程
（彩色印刷）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ｏｗａｋ 著，
李镇清 王世畅 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理论生态学———原理及应用（第
三版）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ｙ， Ａｎｇｅｌａ
ＭｃＬｅａｎ 著， 陶 毅
等译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道路生态学———科学与解决方案
Ｒ．Ｔ．Ｔ．Ｆｏｒｍａｎ 等著，
李太安 安黎哲 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态模型基础（第三版）

Ｓ． Ｅ． Ｊøｒｇｅｎｓｅｎ， Ｇ．
Ｂｅｎｄｏｒｉｃｈｉｏ 著， 何
文珊 陆健健 张修
峰 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１ 生态学名著译
丛

生物地理学———生态和进化的途
径（第七版）

Ｃ． Ｂａｒｒｙ Ｃｏｘ， Ｐｅｔｅｒ
Ｄ． Ｍｏｏｒｅ 著， 赵铁
桥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生态学名著译
丛

景观生态学
曾辉 陈利顶 丁圣
彦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现代生态学基
础

植被生态学（第二版） 宋永昌 著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现代生态学基
础

微生物生态学导论（第二版） 陈声明 吴甘霖 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现代生态学基
础

９４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陆地生态学研究方法
陈吉泉 阳树英 主
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生态学基
础

森林生态学（第二版） 李俊清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现代生态学基
础

化学生态学前沿
孔垂华 娄永根 主
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现代生态学基
础

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
与等级（第二版） 邬建国 著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现代生态学基

础

湿地生态学
陆健健 何文珊 等
著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现代生态学基
础

环境基准研究进展（上册） 王子健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生态毒理学研
究进展丛书

环境基准研究进展（下册） 王子健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生态毒理学研
究进展丛书

生态系统分析中的生物物理模型
及应用（英文版） Ｊｉｑｕａｎ Ｃｈｅｎ 等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可持续生物能源（英文版）
Ａｊａｙ Ｋ． Ｂｈａｒｄｗａｊ，
Ｔｅｒｅｎｚｉｏ Ｚｅｎｏｎｅ，
Ｊｉｑｕａｎ Ｃｈｅｎ 主编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森林生态系统土壤和植被分析
（英文版）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ｏｈｎ Ｖｏｇｔ 等
著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生命之河：北美土著人的可持续
实践（英文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
等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社会－气候交互变化中的东亚干
旱与半干旱区生态系统研究（英
文版）

Ｊｉｑｕａｎ Ｃｈｅｎ 等主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生态系统科学
与应 用 系 列；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
规划项目

０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 傅伯杰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生态学未来之展望———挑战、对
策与战略

韩兴国 伍业钢 主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基于观测与试验的生态系统优化
管理

傅伯杰 于秀波 主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生态复杂性与生态学未来之展望
伍业钢 樊江文 主
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变化的前沿
科学问题

于贵瑞 等著 ８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７ 中国生态大讲
堂丛书

现代生态学讲座（Ⅵ）： 全球气候
变化与生态格局和过程

邬建国 安树青 冷
欣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Ⅴ）： 宏观生态
学与可持续性科学

邬建国 李凤民 主
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Ⅳ）：理论与实
践

邬建国 杨劼 主编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２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Ⅲ）：学科进展
与热点论题

邬建国 等主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４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ＩＩ）：基础研究与
环境问题

邬建国 韩兴国 黄
建辉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现代生态学讲
座

现代生态学讲座（ Ｉ）：若干生态学
前沿问题

李博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现代生态学讲
座

涡度协方差技术———测量及数据
分析的实践指导

Ｍａｒｃ Ａｕｂｉｎｅｔ 等主
编， 郭海强 邵长亮
董刚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甲烷与气候变化
Ｄａｖｅ Ｒｅａｙ 等著， 赵
斌 彭容豪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分子生态学（第二版）
Ｊｏａｎｎａ Ｒ． Ｆｒｅｅｌａｎｄ
等著， 戎俊 杨小强
等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批判教育学、生态扫盲与全球危
机：生态教育运动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ａｈｎ 著，
张亦默 李博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１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气候变化生物学
Ｌｅｅ Ｈａｎｎａｈ 著， 赵
斌 明泓博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生物入侵的数学模型
李百炼 靳祯 孙桂
全 刘权兴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大熊猫栖息地研究
李俊清 申国珍 等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变化中的生态系统———全球变暖
的影响

Ｊｕｌｉｅ Ｋｅｒｒ Ｃａｓｐｅｒ
著， 赵斌 郭海强 等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生物多样性与
环境变化丛书

给水管网系统
Ｄｒａｇａｎ Ａ． Ｓａｖｉｃ 等
著， 刘书明 等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环境化学（第九版）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Ｅ． Ｍａｎａｈａｎ
著， 孙红文 主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生态风险评价（第二版）
Ｇｌｅｎｎ Ｗ． Ｓｕｔｅｒ Ⅱ
著， 尹大强 林志芬
刘树深 等译

５９．９０ ２０１１．０６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环境工程与科学导论（第三版）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Ｍ．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Ｗｅｎｄｅｌｌ Ｐ． Ｅｌａ 著，
王建兵 等译， 祝万
鹏 审校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环境毒理学
Ｄａｖｉｄ Ａ． Ｗｒｉｇｈｔ，
Ｐａｍｅｌａ Ｗｅｌｂｏｕｒｎ
著， 朱琳 主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吸附剂：原理与应用
Ｒａｌｐｈ Ｙａｎｇ 著， 马
丽萍 宁平 田森林
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环境学科图书
译丛

生态学导论———揭秘生态模型
（第四版）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Ｊ． Ｇｏｔｅｌｌｉ
著， 储诚进 王酉石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空间分析———生态学家指南
Ｍａｒｉｅ － Ｊｏｓéｅ Ｆｏｒｔｉｎ
等著， 杨晓晖 时忠
杰 朱建刚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生态经济学中的系统分析与模拟
Ａｌｅｘｅｙ Ｖｏｉｎｏｖ 著，
张力小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数量生态学———Ｒ 语言的应用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ｒｃａｒｄ 等
著， 赖江山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环境与生态统计———Ｒ 语言的应
用

Ｓｏｎｇ Ｓ． Ｑｉａｎ 著， 曾
思育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２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地理数据分析 陈彦光 编著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数据分析与模
拟丛书

地下水建模：水流与对流运移模
拟（第二版）

Ｍａｒｙ 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Ｗｏｅｓｓ⁃
ｎｅｒ 著，吴剑锋 杨蕴
骆乾坤 郑春苗等译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水论丛

湖泊与池塘生物学（第二版）

Ｃｈｒｉｓｔｅｒ Ｂｒöｎｍａｒｋ，
Ｌａｒｓ － Ａｎｄｅｒｓ Ｈａｎｓ⁃
ｓｏｎ 著， 韩博平 吴
庆龙 林秋奇等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４ 水论丛

物理与化学水文地质学（第二版）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著， 王焰新 等译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水论丛

污染水文地质学（第二版）
Ｃ．Ｗ． Ｆｅｔｔｅｒ 著， 周
念清 黄勇 译， 周志
芳 校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水论丛

应用水文地质学（第四版） Ｃ．Ｗ． Ｆｅｔｔｅｒ 著， 孙
晋玉 等译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水论丛

水质遥感理论、方法及应用
张渊智 陈楚群 段
洪涛 等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水论丛

水文气候学———视角与应用
Ｍａｒｌｙｎ Ｌ． Ｓｈｅｌｔｏｎ
著， 刘元波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水论丛

湖沼学———内陆水生态系统
Ｊａｃｏｂ Ｋａｌｆｆ 著， 古
滨河 刘正文 李宽
意 等译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水论丛

富营养化湖泊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秦伯强 许海 董百
丽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水论丛

水文地质学原理（第三版）
Ｐａｕｌ Ｆ． Ｈｕｄａｋ 著，
郭清海 王知悦 译，
王焰新 审校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水论丛

地下水污染物迁移模拟（第二版）

Ｃｈｕｎｍｉａｏ Ｚｈｅｎｇ，
Ｇｏｒｄｏｎ Ｄ． Ｂｅｎｎｅｔｔ
著， 孙晋玉 卢国平
译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水论丛

流域生态系统过程与管理 魏晓华 孙阁 著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水论丛

多孔介质污染物迁移动力学 王洪涛 编著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８．０３ 水论丛

３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土壤生物化学
黄巧云 林启美 徐
建明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土壤科学丛书

土壤微生物研究原理与方法 林先贵 主编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土壤科学丛书

土壤呼吸与环境
骆亦其 周旭辉 著，
姜丽芬 等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土壤科学丛书

地理环境与建筑 胡兆量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法国景观设计思想与教育———
“景观设计表达”课程实践

安建国 方晓灵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徒步阅读世界景观与设计———
“世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课程教
学案例之三

李迪华 路露 韩西
丽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徒步阅读世界景观与设计———
“世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课程教
学案例之二

李迪华 路露 韩西
丽 孟彤 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徒步阅读世界景观与设计———
“世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课程教
学案例之一

李迪华 主编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之三

李迪华 李津逵 主
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之二

李津逵 李迪华 主
编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对土地与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景观社会学”教学案例

李津逵 李迪华 主
编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８．１０ 景观设计学教
育参考丛书

植物化感（相生相克）作用
孔垂华 胡飞 王朋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平原河网区前置库研究与实践 张永春 张毅敏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手性农药分析及其环境行为 周志强 王鹏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稳定同位素生态学 林光辉 著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４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海洋随机数据分析———原理、方
法与应用

徐德伦 王莉萍 编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中国的荒漠化及其防治（英文版） Ｌｏｎｇｊｕｎ Ｃｉ， Ｘｉａｏｈｕｉ
Ｙａｎｇ 主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国家科学技术
学术著作出版
基金

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管理战略研究
雷光春 张正旺 于
秀波 张明祥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地环专著

中国当代生态学研究（英文版） 李文华 主编 １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地环专著

技术 －能源 －环境 －健康链在中
国———一个炼焦业的实证研究

Ｋａｒｅｎ Ｒ． Ｐｏｌｅｎｓｋｅ
著， 李景华 许健 主
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地环专著

环境污染微生物学 常学秀 等主编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 地环专著

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的原理与
方法

于贵瑞 孙晓敏 等 ７８．００ ２００５．１２ 地环专著

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与模型 陈长胜 著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３．０５ 地环专著

长江中游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生态学基础

方精云 赵淑清 唐
志尧 等著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０８ 地环专著

景观生态学在森林管理和保护中
的应用：全球变化中的挑战和解
决途径（英文版）

Ｃｈａｏ Ｌｉ 等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地环专著

软物质导论———合成和生物自组
装材料

Ｉａｎ Ｗ． Ｈａｍｌｅｙ 著，
王维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地环专著

实验室生物安全 徐涛 主编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地环 专 著； 国
家“十一五”重
点图书

食品原料过程工程与生态产业链
集成

陈洪章 邱卫华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地环专著

绿色人生
古滨河 邬建国 伍
业钢 董全 陈吉泉
主编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地环专著

生命之光———“展望事业 探讨人
生”讲演录（第二辑） 饶毅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地环专著

５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生命之光———“展望事业 探讨人
生”讲演录（第一辑） 饶毅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地环专著

资源科学 石玉林 主编 ６８．００ ２００６．０６ 中国工程院院
士文库

生态智慧———生物多样性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生态智慧———水系与流域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生态智慧———全球气候变化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生态智慧———生态可持续性
伍业钢 唐剑武 潘
绪斌 主编

２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生态智慧科普
丛书

大自然的肖像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Ｈｕｍ⁃
ｂｏｌｄｔ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地球论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ｔｔｏｎ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生态学中的营养动力论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Ｌａｕｒｅｌ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人口论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ｌ⁃
ｔｈｕｓ 著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界学术经典

系列

地 学 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地理信息科学前沿 施迅 林珲 等主编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众包地理知识：志愿式地理信息
理论与实践

Ｄａｎｉｅｌ Ｓｕｉ 等著， 张
晓东 黄健熙 苏伟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５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空间云计算———应用与实践
Ｃｈａｏｗｅｉ Ｙａｎｇ， Ｑｕ⁃
ｎｙｉｎｇ Ｈａｎｇ 著， 李
锐 黄蔚 金宝轩 译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６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地理信息技术在公共卫生与健康
领域的应用

施迅 王法辉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Ｗｅｂ ＧＩＳ———原理与应用
Ｐｉｎｄｅ Ｆｕ， Ｊｉｕｌｉｎ Ｓｕｎ
著， 秦耀辰 王卷乐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激光雷达：理论、方法与森林生态
应用

郭庆华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大气环境遥感概论 江洪 等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定量遥感若干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张仁华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城市遥感：城市环境监测、集成与
建模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Ｙａｎｇ 著，
肖荣波 吴志峰 詹
庆明 主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大气气溶胶偏振遥感
顾行发 程天海 李
正强 乔延利 著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地理信息系统实习教
程

Ｗｉｌｐｅｎ Ｌ． Ｇｏｒｒ，
Ｋｒｉｓｔｅｎ Ｓ． Ｋｕｒｌａｎｄ
著， 朱秀芳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ＥＮＶＩ 遥感图像处理方法 （第二
版）（配盘）

邓书斌 陈秋锦 杜
会建 徐恩惠 编著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ＩＤＬ 程序设计———数据可视化与
ＥＮＶＩ 二次开发（配盘） 董彦卿 编著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地理信息科学

系列

中国荒漠生物土壤结皮生态生理
学研究

李新荣 著 ２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青藏高原及周边温泉和地热能
（英文版） 廖志杰 ９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亚洲大地构造与大型矿床 万天丰 １２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中国特有湿地甲烷排放———案例
研究、整合分析与模型模拟（英文
版）

陈槐 吴宁 彭长辉
王艳芬 编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全球陆表特征参量 （ ＧＬＡＳＳ） 产
品：算法、验证与分析

梁顺林 张晓通 肖
志强 程洁 刘强 赵
祥 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７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大气辐射传输原理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Ｗｅｎｄｉｓｃｈ，
Ｐｉｎｇ Ｙａｎｇ 著， 李正
强 李莉 侯伟真 许
华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热带海洋－大气相互作用
刘秦玉 谢尚平 郑
小童 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陆面过程观测、模拟与数据同化
梁顺林 李新 谢先
红 等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７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大洋环流———风生与热盐过程
黄瑞新 著， 乐肯堂
史久新 译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气候变化挑战下的森林生态系统
经营管理

Ｆｅｌｉｐｅ Ｂｒａｖｏ 等 编
著， 王小平 杨晓晖
等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荒漠生物土壤结皮生态与水文学
研究

李新荣 著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ａｍｅｉｄｅｓ
等著， 张晶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岩体各向异性、动态破裂与地震
评估

郦永刚 主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震成像与断裂破碎和愈合（英
文版） 郦永刚 主编 １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震学中的成像、模拟与数据同
化（英文版） 郦永刚 主编 １１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球物理数值反演问题
王彦飞， Ｉ．Ｅ．斯捷潘
诺娃， Ｖ． Ｎ．提塔连
科， Ａ．Ｇ．亚格拉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球系统（第三版）

Ｌｅｅ Ｒ．Ｋｕｍｐ， Ｊａｍｅｓ
Ｆ． Ｋａｓｔｉｎｇ， Ｒｏｂｅｒｔ
Ｇ． Ｃｒａｎｅ 著， 张 晶
戴永久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球中的流体 卢焕章 编著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土地系统变化动力学与效应模拟
（英文版） 邓祥征 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８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大地构造———数据、地图与
演化（英文版） Ｔｉａｎｆｅｎｇ Ｗａｎ 著 １３９．９０ ２０１１．０５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２００８ 汶川 ８．０ 级大地震： 地表破
裂与震害图集（英文版） 林爱明 任志坤 著 ９９．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中国地层名称（１８６６—２０００）（Ｖｏｌ．
１、２）（英文版）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ｘｉｎ 著 ２９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震化石：假熔岩的形成与保存 林爱明 著 ／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非饱和土力学
Ｎｉｎｇ Ｌｕ， Ｗ． Ｊ．Ｌｉｋｏｓ
著， 韦昌富 侯龙 简
文星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地球化学动力学 张有学 编著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磷危机概观与磷回收技术
郝晓地 王崇臣 金
文标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全球变化与地
球系统科学

制度与环境变化———主要发现、
应用及研究前沿

Ｏｒａｎ Ｒ．Ｙｏｕｎｇ 等主
编， 廖玫 主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气候变化———多学科方法（第二
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Ｂｕｒ⁃
ｒｏｕｇｈｓ 著， 李宁 主
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气候政策设计
Ｒｏｇｅｒ Ｇｕｅｓｎｅｒｉｅ，
Ｈｅｎｒｙ Ｔｕｌｋｅｎｓ 著，
杨韡韡 主译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经济、
法律和制度分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等 著，
廖玫 主译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全球变化与低
碳经济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四辑）：地
球系统模式———综述、强迫场和
设计

张明华 主编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三辑）：地
球系统科学前沿讲座

宫鹏 主编
梁璐 副主编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二辑） ：全
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

宫鹏 主编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全球变化研究评论（第一辑） 宫鹏 主编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全球变化研究
评论

９５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动力地貌学概论：人工建筑的地
基———地貌环境

马蔼乃 著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 马蔼乃地理科
学丛书

理论地理科学与哲学———复杂性
科学理论

马蔼乃 著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７．０６ 马蔼乃地理科
学丛书

地理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基础

马蔼乃 著 ３１．７０ ２００５．１１ 马蔼乃地理科
学丛书

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方法及其应用 殷永元 王桂新 著 ４４．２０ ２００４．０６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近海生物地球化学的基本原理 张经 著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长江学者论丛

天然气水合物综论
肖钢 白玉湖 董锦
编著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页岩气及其勘探开发 肖钢 唐颖 编著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还碳于地球———碳捕获与封存
肖钢 马丽 Ｗｅｎｔａｏ
Ｘｉａｏ 编著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低碳能源技术
丛书

环境地球科学
郑春苗 冯夏红 主
编

３６．５０ ２００８．０６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地球的环境、自然灾害和大地构
造动力学

陈永顺 主编 ４１．００ ２００４．０７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ＧＩＳ 环境下的空间分析和地学视
觉化

江斌 陆锋 黄波 著 ３６．２０ ２００２．０５ 当代科学前沿
论丛

创新经济地理
Ｋａｒｅｎ Ｒ． Ｐｏｌｅｎｓｋｅ
主编， 童昕 王缉慈
等译

４５．００ ２００９．０８
地理 经 济、 城
市规 划、 旅 游
丛书

旅游：变化、影响与机遇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Ｗａｌｌ， Ａｌｉ⁃
ｓｔｅｒ 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 著，
肖贵蓉 译

３５．００ ２００７．０７
地理 经 济、 城
市规 划、 旅 游
丛书

城市增长与对策———国际视角与
中国发展

丁成日 著 ５１．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地理 经 济、 城
市规 划、 旅 游
丛书

城市空间规划———理论、方法与
实践

丁成日 著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地理 经 济、 城
市规 划、 旅 游
丛书

０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地质学高等教育方法论
于兴河 郑秀娟 李
胜利 著

２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地环专著

地理信息系统与管理和决策 高湋 编著 ３４．８０ ２００９．０２ 地环专著

世界遗产与赤水丹霞景观
熊康宁 肖时珍 等
著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地环专著

中国喀斯特———奇峰异洞的世界
（英文版） 卢耀如 著 ４９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地环专著

计算机与信息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非对称网络信息共享———理论与
技术

任勇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基因表达调控网络动力学分析 周天寿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多智能体系统分布式协同控制
（英文版）

虞文武、温广辉、陈
关荣、曹进德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动态网络的同步 陆君安、刘慧、陈娟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网络引论———模型、结构与
动力学（英文版，第二版）

陈关荣、汪小帆、李
翔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模型、
方法与稳定性分析（英文版）

傅 新 楚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ｍａｌｌ 陈关荣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网络协调性理论 陈天平、卢文联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链路预测 吕琳媛、周涛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网络科学导论
汪小帆、李翔、陈关
荣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１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网络度分布理论 史定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社交网络上的计算传播学
许小可、张伦、 胡海
波、王成军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复杂网络控制技术（影印版） Ｓｅａｎ Ｍｅｙｎ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网络科学与工
程丛书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第 ３ 版）

王 杰、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Ａ．
ｋｉｓｓｅｌ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信息安全系列

网络安全导论———理论与实践
（英文版） Ｊｉｅ Ｗａｎｇ（王杰）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信息安全系列

计算数论与现代密码学（英文版） Ｓｏｎｇ Ｙ．Ｙａ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计算机体系结构与安全（英文版）
Ｓｈｕａｎｇｂａｏ （ Ｐａｕｌ ）
Ｗａｎｇ，Ｒｏｂｅｒｔ Ｓ．Ｌｅｄ⁃
ｌｅｙ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因特网死亡（英文版） Ｍａｒｋｕｓ Ｊａｋｏｂｓｓｏｎ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信息安全系列

网络空间安全———拒绝服务攻击
检测与防御

杨家海、安常青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信息安全系列

网络安全协议———原理结构与应
用（第 ２ 版） 寇晓蕤、王清贤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信息安全系列

电子商务安全（第 ２ 版） 肖德琴、周权 ５３．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信息安全系列

计算机取证（第 ２ 版） 顾益军、杨永川、宋
蕾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信息安全系列

可视媒体信息安全 徐正全、徐彦彦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信息安全系列

密码协议：基于可信任新鲜性的
安全性分析（英文版）

Ｌｉｎｇ Ｄｏｎｇ， Ｋｅｆｅｉ
Ｃｈｅ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信息安全系列

密码协议：基于可信任新鲜性的
安全性分析

董玲、陈克非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信息安全系列

２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数字图像内容取证
周琳娜、张茹、郭云
彪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信息安全系列

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理论与实践
（第 ２ 版） 王杰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信息安全系列

计算机网络安全———理论与实践
（英文版） 王杰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９ 信息安全系列

基于身份的密码学 胡亮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公钥密码学———设计原理与可证
安全

祝跃飞、张亚娟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信息系统生存性与安全工程 黄遵国 等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量子保密通信（英文版） Ｇｕｉｈｕａ Ｚｅｎｇ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信息安全系列

电子商务安全 肖德琴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信息安全系列

无线局域网安全接入———体系、
结构与协议（英文版） Ｊｉａｎ Ｆｅｎｇ Ｍａ，ｅｔ ａｌ．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信息安全系列

密码协议基础 邱卫东 等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８．１１ 信息安全系列

无线局域网安全体系结构 马建峰、吴振强 等 ４３．００ ２００８．０５ 信息安全系列

入侵检测理论与技术 杨义先、钮心忻 ３７．３０ ２００６．０９ 长江学者论丛

多智能代理系统中的交互———公
平性、社会最优与个体理性（英文
版）

郝建业、梁浩锋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混沌神经信息处理理论与应用
张毅锋、卢宏涛、裴
文江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无线网络安全———理论与应用
（英文版） 陈磊 等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３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不确定性联盟形成中基于信念的
稳定性（英文版）

Ｃｈｉ － Ｋｏｕｎｇ Ｃｈａｎ，
Ｈｏ－Ｆｕｎｇ Ｌｅｕｎｇ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搜索引擎效果评测———基于用户
点击日志分析的方法与技术

何靖、李晓明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无线传感器网络原理与应用
姚向华、杨新宇、易
劲刚、韩九强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柔性臂机器人———建模、分析与
控制

吴立成、杨国胜、郐
新凯、孙富春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情境中的模糊计算本体（英文版） Ｙｉ Ｃａｉ，ｅｔ ａｌ．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转折点———创造性的本质（英文
版） 陈超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编译原理：包含代数方法的新编
译方法（英文版）

Ｙｕｎｌｉｎ Ｓｕ， Ｓｏｎｇ Ｙ．
Ｙａｎ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编译原理———包含代数方法的新
编译方法

苏运霖、颜松远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新一代互联网原理、技术及应用 王兴伟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及应用
周明全、耿国华、武
仲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英文
版）

周明全、耿国华、武
仲科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ＵＮＩＸ 操作系统： 依据 ＵＮＩＸ 内核
服务的开发指南（英文版）

Ｙｕｋｕｎ Ｌｉｕ， Ｙｏｎｇ
Ｙｕｅ，Ｌｉｗｅｉ Ｇｕｏ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高效能计算机系统一若干关键技
术分析

曾宇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与非均匀有
理 Ｂ 样条（修订版）（配盘） 施法中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细分曲面建模技术（英文版） 寥文和、刘浩李涛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４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分布计算系统（第三版） 胡亮、徐高潮、魏晓
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算法设计与分析 耿国华 ３３．８０ ２０１２．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神经网络 史忠植 ３７．００ ２００９．０５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虚拟人技术及应用 孙守迁 等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算法演化论 王能超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面向语义 Ｗｅｂ 的知识管理技术
漆桂林、黄智生、杜
剑峰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Ｗｅｂ 智能与科
学

海量语义数据处理———平台、技
术与应用

黄智生、钟宁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Ｗｅｂ 智能与科
学

Ｗｅｂ 智能进展
钟宁、刘际明、姚一
豫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Ｗｅｂ 智能与科
学

在线学习与发展 衷克定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计算机系统研究基础（英文版） 施巍松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数据质量征途

Ｙ Ｗ Ｌｅｅ，Ｌ Ｌ Ｐｉｐｉ⁃
ｎｏ， Ｊ Ｄ Ｆｕｎｋ， Ｒ Ｙ
Ｗａｎｇ 著， 黄伟等编
译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从计算理论到大数据图灵机 朱定局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７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大数据领导———首席数据官
黄伟、张宏云、Ｒｉｃｈ⁃
ａｎｄ ｗａｎｇ、徐宗本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高通量测序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及
其应用

王嘉寅 赵仲安 叶
凯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４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基于微分包含的非光滑优化 许宏文 边伟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十三五”国家
重点图书大数
据科学丛书

５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民用无人机及其行业应用 蔡志洲、林伟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１ 无人机技术与
应用

民用无人机理论与飞行 北方天途航空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无人机技术与
应用

无人机在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中
的应用

蔡志洲、林伟 等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无人机技术与
应用

分布式数据融合———网络中心战
应用（翻译版） 史习智 等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有限元法：理论、格式与求解方法
（上）

Ｋｌａｕｓ － Ｊüｒｇｅｎ Ｂａｔｈｅ
著 轩建平 译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有限元法：理论、格式与求解方法
（下）

Ｋｌａｕｓ － Ｊüｒｇｅｎ Ｂａｔｈｅ
著 轩建平 译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数据挖掘方法与模型（翻译版） Ｄａｎｉｅｌ Ｔ． Ｌａｒｏｓｅ 著，
刘燕权等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分布式计算———原理、算法与系
统（翻译版）

Ａｊａｙ Ｄ． Ｋｓｈｅｍｋａｌｙａ⁃
ｎｉ， Ｍｕｋｅｓｈ Ｓｉｎｇｈａｌ
著，余宏亮、张冬艳
译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移动对象数据库（翻译版） 金培权、岳丽华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近似算法（翻译版）
维杰 Ｖ． 瓦齐拉尼
著， 郭 效 江、 方 奇
志、农庆琴 译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近似算法的设计与分析
堵丁柱、葛可一、胡
晓东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中英文科技论文写作（第二版） 刘振海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通用

变革中的大学———李未教育文存 李未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学者文集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第 ３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 第 ２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６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ＭＣＭ ／ ＩＣＭ 数学建模竞赛第 １ 卷
（英文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Ａ⁃
ｍａｎｄａ Ｂｅｅｃｈｅｒ、 Ｊｉｅ
ｗａｎ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正确写作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论文（第 ２ 版）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王 杰
等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正确写作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论文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王杰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１ 辑

西北工业大学数学
建模课题组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２ 辑

韩中庚、郭晓丽、杜
剑平、刘靖旭、田园

４７．７０ ２０１３．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３ 辑

赵仲孟、王嘉寅、乔
琛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４ 辑

窦霁虹 等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５ 辑

王杰、 Ｊａｙ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吴孟达、刘易成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６ 辑

肖华勇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解析
与研究 第 ７ 辑

吴孟达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７．１１
美 国 ＭＣＭ ／
ＩＣＭ 竞赛指导
丛书

电子电气工程类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异质结双极晶体管电路设计（英
文版） 高建军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异质结双极晶体管———射频微波
建模和参数提取方法

高建军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多元有理函数系统与电网络（英
文版） Ｋａｉ－Ｓｈｅｎｇ Ｌｕ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７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多波混频量子控制（英文版） Ｙａｎ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医学生物识别———数字化中医数
据分析（英文版）

Ｄａｖｉｄ 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 Ｚｕｏ，Ｎａｉｍｉｎ Ｌｉ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新一代信息科

学与技术丛书

雷达目标识别 庄钊文、王雪松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十二五”国家
重点图书

复杂场景下人体动作识别 刘长红 ２７．６０ ２０１５．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光波导器件设计与模拟
马春生、秦政坤、张
大明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现代信息科学
技术基础

最优控制———理论、方法与应用 王青 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非线性电路———基础分析与设计 张新国 等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高速光电子器件建模及光电集成
电路设计技术

高建军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９．０６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光电集成电路设计与器件建模
（英文版） 高建军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现代数字通信 高强、李峭、费礼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四波混频相干控制 （英文版） Ｙａｎ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现代配电系统分析（第 ２ 版） 王守相、王成山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现代信息科学
与技术基础

多波混频———从超快极化拍到电
磁诱导透明（英文版）

Ｙａｎｐ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Ｍｉｎ
Ｘｉａｏ ４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１ 机电专著

管理系统集成模拟原理与应用 胡斌 等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机电专著

医学图像重建 曾更生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０．０２ 机电专著

８６



书号 中文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医学图像重建（英文版） Ｇｅ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Ｚｅｎｇ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机电专著

企业与信息系统建模分析 李清、陈禹六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７．０８ 机电专著

企业与信息系统建模分析———从
需求到实现（英文版） Ｑｉｎｇ Ｌｉ Ｙｕ－Ｌｉｕｃｈｅｎ ５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机电专著

电力系统分析新兴技术（英文版）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Ｐｅｉ
Ｚｈａｎｇ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１ 新能源与智能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分析新兴技术 董朝阳、张沛 等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新能源与智能
电力系统

空时自适应处理原理（第 ３ 版，翻
译版）

南京电子技术研究
所 译

６６．００ ２００９．０４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脉冲耦合神经网络图像处理（第 ２
版，翻译版）

Ｔ． Ｌｉｎｄｂｌａｄ， Ｊ． Ｍ．
Ｋｉｎｓｅｒ 著， 马 义 德
等译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８．０５ 国外信息技术
优秀图书选译

脉冲耦合神经网络及应用（英文
版） Ｙｉｄｅ Ｍａ，ｅｔ ａｌ．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控制科学与工

程

图像融合———理论与应用 敬忠良 等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７．０９ 长江学者论丛

数字信号处理 ＦＰＧＡ 电路设计 施国勇 ３７．６０ ２０１０．０５ 信息技术系列

９６



人文社科 学术著作

哲 学 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恢复性司法与儒家伦理 单纯、张发 ２０１７．０２

行业协会处罚权研究 凌潇 ２０１７．０３

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研究 张云江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中国伦理学史经典精读 姚新中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批判性思维 武宏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生物进化的信息机制 韩明友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后期资
助项目

科学文化社会背景下的技术编年
史（远古—Ａ．Ｄ１９００） 姜振寰 ８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教育部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后期资
助项目

汉语言哲学发凡 刘梁剑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物理学革命的哲学思考∗ 曹文强、贺恒信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
科学哲学概述（第三版） 邱仁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 杨怀忠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中国思想史经典精读 方光华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中国哲学史经典精读 郭齐勇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０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女性主义知识考古学∗ 倪志娟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形而上学导论———一种关于道的
哲学理论∗ 沈顺福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蒙古秘史》伦理思想研究∗ 斯仁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１．１１

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现代
科学哲学概述（第二版） 邱仁宗 ２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７

文 学 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经典精读 高建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经典精读系列

２０ 世纪西方美学经典精读 高建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经典精读系列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精读 李浩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经典精读系列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典精读 高建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经典精读系列

红学史谫论 王人恩 ２０１７．０２

想象西方———晚清民间视野中的
西方形象

王娟 ２０１７．０４

都市空间与人的生存状态研究 张红翠 ２０１７．０２

反启蒙 季广茂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反者道之动

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 季广茂 ４４．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

１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反全球化 和磊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反者道之动

反英雄 黄肖嘉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反者道之动

反消费主义 李辉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反者道之动

反乌托邦 王建香 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反者道之动

红色经典导论 惠雁冰等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 （ １９８５ －
２０１５） 张建华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 陈文新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

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典精读 李春青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经典精读系列

《礼记要义》整理与研究∗ 王锷 瞿林江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库切作品与后现代文化景观 邵凌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诗词格律简说 姜仁涛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清空：宋代词学的创作风格 郭锋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七月派文献汇编∗ 张传敏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上下册）∗ 刘士林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９

马克思与 ２０ 世纪美学问题 汪正龙 ７２．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２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明代词学编年史∗ 张仲谋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元稹资料汇编（上下册）∗ 杨军、周相录 １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 王 娟 ２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北京新闻出
版局精品项目

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 陈文新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春秋文学系年辑证（全 ４ 册）∗ 邵炳军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

现代化与中国 ２０ 世纪文学∗ 黄曼君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佛教经典诗学研究∗ 孙尚勇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２

喧闹与闲适———休闲视野下的晚
明文学研究

王晓光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格萨尔王传》 汉译本系列丛书
（总 ８ 册）∗ 角巴东主等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意识 批 评、 语 言 分 析、 行 为 研
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
之批评∗

肖锦龙 ３１．５０ ２０１１．０５

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 周裕锴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楚辭書録解題（上下册）∗ 崔富章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１

３７



语言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汉台语源关系研究 陈保亚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７．１０

古代汉语经典精读 孙玉文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经典精读系列

纳西语比较研究 李子鹤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７．０８

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 沈澍农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语言学经典精读 陈保亚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经典精读系列

威廉· 琼斯———东方学、历史比
较语言学的先驱∗ 陈满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楚辞》训诂史 黄建荣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汉字与中华传统文化 李索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汉语隐喻认知与 ＥＲＰ 神经成像∗ 王小潞 ５８．００ ２００９．１０

乌尔都语汉语词典∗ 孔菊兰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０１３—２０２５ 年国
家辞书编纂出版
规划项目

杂糅与会通———词汇语义学与修
辞的交叉研究

刘茁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周国光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十三经字频研究 海柳文 ５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４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
家口述实录

张宜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８

汉语大词典札记∗ 马固钢 １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扬雄《方言》校释论稿∗ 华学诚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方言》与扬雄词汇学∗ 王智群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法言》《扬雄集》词类研究∗ 路广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扬雄集》词汇研究∗ 马莲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扬雄《方言》用字研究∗ 王彩琴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两汉语法比较研究∗ 魏兆惠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两汉方言词研究∗ 吴吉煌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
究∗ 谢荣娥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１．０８ 《方言》与两汉语

言研究丛书

楚简帛通假汇释∗ 刘信芳 ２８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历史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考古学史经典精读 李伯谦 陈星灿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经典精读系列

南宋经学史∗ 姜海军 ２０１７．０６

５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明代九边形成及演变研究∗ 胡凡 ２０１７．０７

简帛《五行》研究 刘信芳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中国出土简帛研
究系列

《雅典政制》汉译与研究 郝际陶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乐浪研究 苗威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周一良全集·第一编（３ 卷） 赵和平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周一良全集·第二编（２ 卷） 赵和平 １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周一良全集·第三编（２ 卷） 赵和平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周一良全集·第四编（３ 卷） 赵和平 ３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国家十二五规划
重点图书

简帛易卦考 史善刚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１ 中国出土简帛研
究系列

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
制∗ 杨红伟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 乔治忠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经典精读系列

唐代史学论稿（增订本） 瞿林东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１

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 常建华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２

中国文化史经典精读 冯天瑜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汉代学术史论∗ 熊铁基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６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日知文集（５ 卷本 简装）∗ 林志纯 ４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中国近代特殊教育史研究∗ 郭卫东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白寿彝与 ２０ 世纪中国史学 瞿林东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４

日本“满洲移民”社会生活研究 石艳春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江南大学项目

走近清华简 刘国忠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沉默的决策者———法国公民投票
制度化进程研究∗ 孙一萍 ４３．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日本占领期间山西社会经济损失
的调查研究∗ 岳谦厚 等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艺术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工艺美术通史（４ 卷） 田自秉 ２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中国明清时期陶瓷官窑文化及其
当代价值

吴隽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中国画学文献史略 韦宾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淮河流域戏曲音乐实证研究 郭德华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中国历代乐书要籍精诠 修海林 １８２．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韦启美的素描课 余丁 ４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７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图鉴∗ 潘公凯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中国墓室壁画史 贺西林 李清泉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

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上
卷、下卷） 赵声良 ９６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国家十二五规划

唐代书画理论∗ 邵军 １８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３

国家形象———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
中国国家馆展示设计札记

黄建成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潘天寿绘画艺术 潘公凯 ４５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潘氏辑略

中国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文化
研究

格桑曲杰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佛教音乐文化丛
书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杨民康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佛教音乐文化丛
书

敦煌佛教歌辞研究 王志鹏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５ 佛教音乐文化丛
书

经济学、管理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理论前沿问
题研究

徐大伟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６

公平贸易的公平性及福利效应研
究

曲如晓

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演变 马涛 ２０１７．０３

工科院校经管类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

何楠 ２０１７．０８

８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 孟夏 ２０１７．０３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发生机制及
其治理研究

吴淼 ４７．７０ ２０１６．０９

大别山金融工程———基于中国湖
北黄冈的示范分析

叶永刚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政策研
究

宋冬林等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灰色博弈理论及其经济应用研
究∗ 方志耕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监管学 晏维龙，李昆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研
究∗ 郝勇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东南亚国家城市化与乡村发展研
究

韦红 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家财帝国及其现代转型∗ 刘守刚 ６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５

管理者行为特征与上市公司盈余
管理

李延喜、王阳、陈
克兢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经济转型与发展之中国道路 洪银兴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行业协会商
会发展

郁建兴 周俊 张
建民 等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伍皓经济学微论：中国城镇化“问
题清单”及创新解决

伍皓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２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模式选
择与优化

何振 等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经济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地位变
迁史∗ 兰日旭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９７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明清北方资源环境变迁与经济发
展∗ 梁四宝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经济学与实在 龚威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精读﹒当
代价值

洪银兴 张宇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超越经济人
叶航 陈叶烽 贾
拥民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８

国土经济学通论 谷树忠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宏观金融工程：区域卷（上、下）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宏观金融工程：国别卷（上、下）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１１２．００ ２０１３．０３

宏观金融工程：理论卷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宏观金融工程：宏观经济资本卷
叶永刚 宋 凌 峰
张培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行为公司金融 饶育蕾 蒋波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循环经济系统论
徐玖平 赵勇 黄
钢 胡知能

１４３．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

小额信贷发展比较研究
谢玉梅 郭 建 伟
朱群芳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测量维
度、影响因素及绩效关系

郑海东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刘晨阳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孟夏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０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宫占奎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孟夏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９

２０１１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报告 宫占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屠新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张汉林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７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张汉林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世界贸易组织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张汉林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５ 车维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车维汉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 车维汉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２ 车维汉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中国荒漠化治理的制度分析与绩
效评价

樊胜岳 张卉 乌
日嘎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

财政分权、财政竞争与经济绩效 付文林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战略性环境政策的贸易效应：理
论、实证及我国的对策

李昭华 ４１．５０ ２０１０．０２

管理式医疗———美国的医疗服务
与医疗保险∗ 胡爱平 王明叶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１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 丁建定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

法 学 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人格权各论 张红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国际经济法治：全球变革与中国
立场

何志鹏 ８８．００ ２０１５．８

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 韩立余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１．０２

国际法史论∗ 杨泽伟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

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机制研究∗ 林秀芹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

环境法的理念更新与制度重构∗ 史玉成 郭武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

政治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成长———
源自地方的本土化解答

贺东航 ２０１７．０６

国家软实力问题研究 李家祥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逻辑研
究———以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为
视角

洪明星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２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政党制度发展史论 钟德涛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研究 段尧清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公共生活的发生∗ 张康之 张乾友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中外关系鉴览 １９５０—２００５———中
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 阎学通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坚持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
学原理中国化研究∗ 赵连章 ４６．８０ ２０１０．０２

改革与重建———中国乡镇制度研
究∗ 吴理财 ３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马克思主义研究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延安精神概论 谭虎娃 ２０１７．０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肖贵清 ２０１７．０８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科学精神与当
代中国社会进步

蒋道平 ２０１７．０５

新时期干部教育文化建设研究 王晓锋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郭建宁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基于
利益论视角的研究

王成国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韩庆祥 张健 张
艳涛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３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韩庆祥 张健 张
艳涛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郭建宁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上下册） 秦宣 ９２．００ ２００９．０９

教育学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教师惩罚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学生
问题行为研究∗ 李美华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大学精神研究 胡显章 ２０１７．０３

追寻生命的整全———个体成人的
教育哲学阐释

刘铁芳 ２０１７．０３

东亚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与政策 姜英敏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宋乃庆 ２０１７．０５

文明的守望与重塑———中世纪欧
洲大学研究

崔延强 邓磊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研究 陈希 王孙禺 ２０１７．０５

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及其优化研究 张德祥 ２０１７．０５

当代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
究（上） 张大均 ２０１７．０８

当代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
究（下） 张大均 ２０１７．０８

４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２０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传
统研究

侯怀银 ２０１７．０８

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发展报告（第
二辑） 李玲 ２０１７．０４

共享与再生：新型教与学资源建
设

黄慕雄 ２０１７．０５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应用与示范：智慧环境与学习创
新

胡小勇 ２０１７．１０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深化与重构：移动学习与在线教
育

穆肃 ２０１７．０４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融合与创新：教育信息化理论发
展

胡钦太 ２０１７．０２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连接与整合：智慧校园与电子书
包

柯清超 谢幼如 ２０１７．０３
“教育部－中国移
动科研基金” 项
目

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估研究与实践 吴砥 ２０１７．０８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论 李进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７．０９

在线教育的路径选择与质量保证 白滨 ２０１７．０７

后 ４％时代教育财政：国际经验与
中国借鉴

刘强 ２０１７．０４

教学做统一：理论与实践的新发
展

曾良等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教育就是留着灯留着门———育人
工作的使命与回归

徐建成 张密丹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现代学徒制“东莞模式” 肖胜阳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研究 赵跃宇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５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我国城乡教师均衡发展研究：理
论与方法

唐松林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混合教育组织的契约治理研究 于光辉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未来教育家：中小学校长队伍建
设研究

李潮海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２

超越与变革：翻转课堂与项目学
习

柯清超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

引领与推动：教育信息化绩效评
价

谢幼如等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

愿景与决策：教育信息化战略研
究

焦建利等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互联网 ＋时代的
教育信息化理论
发展丛书

教育公平的本质与测评 郝文武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义与使命 瞿振元 王建国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做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潘懋元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项目组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扩大对外开放，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

卢铁城 谢安邦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研究 张安富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建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
强国

刘献君 李培根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做强省域高等教育研究 丁晓昌 ８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论丛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组织文化变
迁

任玥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２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６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知识世界的漫游者———西方大学
教师国际流动的历史

潘奇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趋势

陈时见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隐形的力量：世界银行的高等教
育政策及其影响

沈蕾娜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
治理结构研究

欧阳光华 ４０．４０ ２０１１．０３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结构、功能
与效率研究

王绽蕊 ３１．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当代英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估研究 阚阅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０．０９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英国教育督导与评价：制度、理念
与发展

王璐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０．０５ 比较教育研究丛
书

中国高等教育自主发展路径研
究———学术理念、学术语言与学
术评价的视角（修订版）

潘懋元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情绪智力———中国理论发展及应
用研究∗ 王晓钧 张玮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辅导员：高校立德树人的关键力
量

任少波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全
球化与学术人才跨国流动：中国
留美归国学者研究）

陈琼琼 ６３．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Ｊｕｎ Ｆｅｎｇ， Ｙｉｎｇ
Ｊｉｎ， ｅｔ ａｌ． ９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８

高等职业教育“三元模式”研究 孟保和 孟博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教育信息化标准与应用 吴砥 彭娴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７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差异教学研
究———小学英语差异教学的理论
与实践

袁磊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中国西南地区大学生面众恐惧调
研报告

王洪礼 等著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强校之路 卢铁城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

空心村·空壳校·进城潮———陕
北六县农村教育调查研判

胡俊生 符 永 川
高生军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教育中国梦———５０ 位教育名家访
谈录

熊建辉 ７９．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

福州大学发展史稿
福州大学校史编
写组

３４．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

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调研报告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高校领导论教育
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编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８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北京高等
职业教育回溯

孙毅颖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５．０６

大学特色论∗ 张忠家、 张相乐
等著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语文教学论 乔桂英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２

西方教育管理 ２１ 世纪进展研究∗ 冯大鸣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４．１０

意识形态解蔽与教育批判———阿
普尔教育哲学思想研究

徐冰鸥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７

教育人学论纲 扈中平 ６９．００ ２０１５．０１

教育财政与经济增长 赵晓江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６

８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文化育人的理念与实践研究———
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刘洪一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４．０４

大学发展的经济分析 王连森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教育发展融资创新论 王小兵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６

教育学名词
教育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

９６．００ ２０１３．０９

现代大学制度理论与实践 刘绍怀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基于问题的学习：理论与实践∗ 杜翔云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３．０１

中国教育政策分析报告（２０１１） 国家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４５．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教育政策研究丛
书

汲取经验：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
反思

威廉·鲍文 ３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治校之道丛书

查斯校长的 １００ 个学期 威廉·查斯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２．１０ 治校之道丛书

面向合作的高等教育管理：校领
导手册

阿德里安娜·基
泽

４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 治校之道丛书

后大众化高等教育之挑战 肖念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６

二十世纪中国比较教育学史 生兆欣 ３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比较教育学科建
设丛书

重德博学 务实尚美———四川师范
大学文化研究

傅林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４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实事求是 日新又新———天津大学
文化研究

李义丹 王杰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求是之光———浙江大学文化研究 王玉芝 ６４．００ ２０１１．１０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９８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
文化研究

杨河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９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 吴承学 彭玉平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５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清华大学
文化研究

胡显章 蔡文鹏 ６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４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
学文化研究

范培松 ５１．８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思源致远 百年神韵———上海交通
大学文化研究

潘敏 李建强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梅与牛———中国科大文化研究 鹿明 蒋家平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从书院到大学———湖南大学文化
研究

章兢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南方之强———厦门大学文化研究 潘懋元 ４１．００ ２０１１．０３ 大学文化百年系
列

冲突与整合：高等教育供求主体
利益分析

马永霞 著 ２５．１０ ２００６．０９

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梁柱 著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７．０１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三辑）
教育部中外大学
校长论坛领导小
组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６．１２

大学何为：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
及协调

赵婷婷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５．１２

大学教学管理制度论 郭冬生 ３６．００ ２００５．１０

大学之道 王冀生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５．０８

０９



综合及其他类

注：加“∗”图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四部丛刊（全 ６４６ 卷） 张元济等 ３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６．０７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鲁迅卷 １－５）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０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６（章太炎、崔适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６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７（许广平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７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８（周作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７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９（周氏家族、青木正
儿等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８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０（钱氏家族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８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１（吴敬恒、马裕藻等
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８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２（刘师培、马叙伦等
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９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
人手札大系 １３（孙伏元、林语堂等
人卷）

北京鲁迅博物馆 ２０１７．０９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手工纺织技艺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民间剪纸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传统节日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１９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资源
图谱集：民间传说卷

蔡丰明 ２０１７．０５

学术诚信与建设 沈亚平 ２０１７．０２

西方伦理学史经典精读 姚新中 ２０１７．０９

科研诚信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文
件汇编

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

２０１７．０３

第三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论文集 吴波 ２０１７．０２

图书馆核心价值阐释 毛赣鸣 等 ２０１７．０３

进阶回归分析 王存同 ２０１７．０５

湘学通论 朱汉民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文化治理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

吴理财 ７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５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
践探索

吴理财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中国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调查 吴理财 ４９．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
故事研究

刘辉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社区文化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行动
路径

李山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７．０２

传播学经典精读 邵培仁 ２０１７．０８ 经典精读系列

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２０１３
年研修报告汇编

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２９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２０１４
年论文及专题报告集

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６

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 ２０１５
研修论文及报告汇编

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

２０１７．０３

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 杨桦等 １３６．００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指南

教育部社会科学
委员会

２２．００ ２０１６．０３

大学生论文写作指南 张晨 丁迅 ６８．００ ２０１６．０９ 学术规范译丛

从学位论文到学术专著（第 ２ 版） 许茜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７．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怎样为书籍编制索引 祝鹏程 ２０１７．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数字论文———运用图书馆、互联
网资料研究与写作指南

张晨 陈晨 ２０１７．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正 确 引 用： 引 用 格 式 快 速 指
南———ＭＬＡ、ＡＰＡ、芝加哥、科学、
专业及其他引用格式（第二版）

岳云强 译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５．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社会 科 学 学 术 写 作 规 范 与 技
巧———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第
二版）

Ｈｏｗａｒｄ Ｓ． Ｂｅｃｋｅｒ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学术规范译丛

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从研究
生到终身教授

Ｊｏｈｎ Ａ．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Ｋｏｍｌｏｓ， Ｐｅｎ⁃
ｎｙ Ｓｃｈｉｎｅ Ｇｏｌｄ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芝加哥手册（第 １６ 版） 吴波 译 ３６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９ 学术规范译丛

中国乡村调查———农村居民媒体
接触与消费行为研究

陈刚 ６８ ２０１５．０７

跨文化视角下的北美与中国文化 李盈 王健 ４８．００ ２０１４．０５

囊括万殊 裁成一相———中国汉字
“六体书”艺术

赵宏 ６８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０

３９



书号 书名 著译者 估定价 出版日期 项目

东 学 西 渐： 北 美 东 亚 图 书 馆
１８６８—２００８ 周欣平 １１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

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 ２６
个乡民的口述史

曾维康 ５９．００ ２０１２．０５

像·非像———视像传播机理研
究∗ 刘洪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社会 科 学 学 术 写 作 规 范 与 技
巧———如何撰写论文和著作（第
二版）

Ｈｏｗａｒｄ Ｓ． Ｂｅｃｋｅｒ ４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 学术规范译丛

芝加哥学术生涯规划———从研究
生到终身教授

ＪｏｈｎＡ．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Ｋｏｍｌｏｓ， Ｐｅｎ⁃
ｎｙ Ｓｃｈｉｎｅ Ｇｏｌｄ

５６．００ ２０１２．０３ 学术规范译丛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
告（２０１１ 年版上下册）∗ 苏新宁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２．１２

反思与重构：西方传播理论的人
学解读

李欣人 ５８．００ ２０１２．０２

国学文摘（第一辑） 刘东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１．０７

城市物流研究 方虹 编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７．０２

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 章友德 著 ３９．００ ２００６．０９

居住城市化：人居科学的视角 卢卫 ３８．００ ２００５．１２

城市土地资产运营与管理 罗永泰 赵艳华 １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０

４９



前沿（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列英文学术期刊

由教育部主管、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前沿（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系列英文学术期刊于 ２００６ 年正式创刊，是目前国内覆

盖学科最广的系列英文期刊。 特别是在环境科学与工程、数学、物理、材料、计算机科学、化工、地学及生命科学等

领域，已有多种期刊陆续被 ＳＣＩ、Ｅｉ 或 ＭＥＤＬＩＮＥ 等国际权威检索机构收录，其中，９ 种期刊被 ＳＣＩ 收录；５ 种期刊被

Ｅｉ 收录，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同时，系列期刊中 ９ 种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有 １７ 种被 ＣＳＣ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

库）核心库收录。 此外，系列期刊也是国内第一个成规模的英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群。 刊物以网络版和印刷版形

式出版，并采用在线优先出版方式，保证文章以最快速度发表，使更多的中国学术文章进入国际视野，以增强中国

学者与国际同行的沟通和交流。

前沿系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期刊包括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四个主题。

ＩＳＳＮ ／ ＣＮ 刊名 学科 主编 刊期 ２０１７ 年价格 期刊简介

基 础 科 学

２０９５－０１９５ （ｐ）
２０９５－０２０９ （ｅ）
ＣＮ１１－５９８２ ／ Ｐ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地学 高　 炜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３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地球系统科学、自然地理学、地
质学、地球生物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大
气科学、海洋科学、全球变化、气候变化、环境
地质、灾害地质、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遥感及
数据获取等。 本刊联合主办单位是华东师范
大学。 本刊已被 ＳＣＩ， ＩＮＳＰＥＣ，ＣＡＳ，ＳＣＯＰＵＳ
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
录。

１６７３－３４５２ （ｐ）
１６７３－３５７６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３９ ／ Ｏ１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数学 张恭庆 双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４
１５００ 元

收文范围包括数学领域的综述、研究论文，涵
盖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
计算、统计学等各学科分支。 本刊已被 ＳＣＩ，
Ｚｅｎｔｒａｌｂｌａｔｔ ＭＡＴＨ， Ｍａｔ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ＣＯＰＵＳ，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０４６２ （ｐ）
２０９５－０４７０ （ｅ）
ＣＮ１１－５９９４ ／ Ｏ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ｓ 物理

王恩哥
赵光达

双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５
１５００ 元

本刊主要刊登物理学各领域新进展的评述、前
沿课题的综述及研究论文，涉及领域主要包括
量子力学与量子信息，原子、分子与光物理，凝
聚态与材料物理，粒子物理、核物理、宇宙学与
天体物理，统计与非线性物理，及其他交叉学
科领域。 本刊已被 ＳＣＩ， ＩＮＳＰＥＣ，ＡＤＳ， ＳＣＯ⁃
ＰＵＳ 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
收录。

工 程 技 术

２０９５－２６３５ （ｐ）
２０９５－２６４３ （ｅ）
ＣＮ１０－１０２４ ／ ＴＵ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建筑 王建国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６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建筑设计与理论、建筑技术科
学、城市规划与设计、风景园林、建筑更新与遗
产保护等。 本刊优先发表采用严格科学方法
和前沿技术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同时也欢迎
探讨建筑社会属性的高水平文章。 本刊联合
主办单位是东南大学。 本刊已被 ＳＣＯＰＵＳ 和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收录。

５９



ＩＳＳＮ ／ ＣＮ 刊名 学科 主编 刊期 ２０１７ 年价格 期刊简介

２０９５－２４３０ （ｐ）
２０９５－２４４９ （ｅ）
ＣＮ１０－１０２３ ／ Ｔ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结构
土木

沈祖炎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８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水利工程、岩土与地下工程、结
构工程、桥梁工程等。 本刊为中国工程院院
刊，联合主办单位是同济大学。 本刊已被 Ｅｉ，
ＩＮＳＰＥＣ，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 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０１７９ （ｐ）
２０９５－０１８７ （ｅ）
ＣＮ１１－５９８１ ／ ＴＱ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化工
王静康
薛群基
曹湘洪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９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催化及反应工程、清洁能源、功
能材料，纳米科学与技术、生物材料和技术，颗
粒技术和多相过程、分离科学与技术、可持续
技术和绿色过程等。 本刊为中国工程院院刊，
联合主办单位是天津大学。 本刊已被 ＳＣＩ，Ｅｉ，
ＣＡ，ＣｈｅｍＷｅｂ，ＩＮＳＰＥＣ，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
等收录。

２０９５－２２２８ （ｐ）
２０９５－２２３６ （ｅ）
ＣＮ１０－１０１４ ／ ＴＰ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
机

李　 未 双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０
１５００ 元

内容涉及领域包括编程理论、计算理论、自然
语言处理，计算智能、符号智能、网络计算及服
务、信息安全、系统软件及软件工程、计算机系
统、多媒体技术等。 本刊联合主办单位是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 本刊已被 ＳＣＩ，Ｅｉ，ＤＢＬＰ，ＩＮ⁃
ＳＰＥＣ，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
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１７０１ （ｐ）
２０９５－１６９８ （ｅ）
ＣＮ１１－６０１７ ／ ＴＫ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能源

翁史烈
倪维斗
彭苏萍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２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能源基础研究、能源技术与应
用、能源与环境、能源经济与政策四部分。 本
刊为中国工程院院刊，联合主办单位是上海交
通大学。 本刊已被 ＩＮＳＰＥＣ，ＳＣＯＰＵＳ 和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７５１３（ｐ）
ＣＮ １０－１２０５ ／ 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工程
管理

何继善
孙永福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ｍｕｒｔｉ

季刊 １５００ 元

涵盖工程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管理的专
门理论研究、工程管理的应用研究、工程管理
的多学科研究及工程管理教育研究五大领域。
所录文章包括研究论文、个案研究、专题报告
及综述论文，力图提升工程管理科学的发展，
促进工程管理的实践。 本刊为中国工程院院
刊，联合主办单位是清华大学。

２０９５－２２０１（ｐ）
２０９５－２２１Ｘ （ｅ）
ＣＮ１０－１０１３ ／ Ｘ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环境
郝吉明
Ｊｏｈｎ Ｃ．
Ｃｒｉｔｔｅｎｄｅｎ

双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３
１５００ 元

内容涵盖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各个分支，所
录文章包括综述论文、研究论文、政策分析和
学术快讯等，注重刊登环境科学与工程发展迅
速学科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成果。
本刊为中国工程院院刊，联合主办单位是清华
大学。 本刊已被 ＳＣＩ，Ｅｉ，ＩＮＳＰＥＣ，ＥＭＢｉｏｌｏｇｙ，
ＳＣＯＰＵＳ 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
库等收录。

６９



ＩＳＳＮ ／ ＣＮ 刊名 学科 主编 刊期 ２０１７ 年价格 期刊简介

２０９５－０２５Ｘ （ｐ）
２０９５－０２６８ （ｅ）
ＣＮ１１－５９８５ ／ ＴＢ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材料 顾秉林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４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生物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
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材料
表征、材料模拟计算、材料加工等。 注重刊登
材料科学领域各分支学科前沿性的研究论文、
专题性综述以及研究成果快讯。 本刊已被
ＳＣＩ，ＣｈｅｍＷｅｂ，ＩＮＳＰＥＣ，ＡＤＳ，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
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０２３３ （ｐ）
２０９５－０２４１ （ｅ）
ＣＮ１１－５９８４ ／ ＴＨ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机械
杨叔子
郭东明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５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机构与机器科学、齿轮与传动、
机械系统振动及动力学、机械结构与强度分
析、机械设计理论及方法、摩擦学与表面技术、
机械仿生学、微 ／纳制造与系统、零件成形制
造、制造自动化、精密工程、仪器与测试、机电
一体化与嵌入式系统、机器人技术、微机电制
造和绿色制造等。 本刊为中国工程院院刊，联
合主办单位是华中科技大学。 本刊已被 ＩＮ⁃
ＳＰＥＣ， ＳＣＯＰＵＳ 和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２７５９ （ｐ）
２０９５－２７６７ （ｅ）
ＣＮ１０－１０２９ ／ Ｔ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光电
子

周炳琨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６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包括光电子器件与集成、纳米光电子
学、微纳光电子机械系统、激光科学与技术、光
通信系统与智能网络、生物医学光子学、光电
信息处理 ／存储、光电成像与检测、光纤光学、
ＬＥＤ 与固态照明、光学显示技术、超快光电子
技术、新颖的光电子材料及其他相关学科。 本
刊联合主办单位是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光学
学会。 本刊已被 Ｅｉ，ＣＳＡ，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
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５４０５（ｐ）
２０９５－５４１３ （ｅ）
ＣＮ１０－１１０５ ／ Ｔ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景观
设计

俞孔坚 双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８５
３４８ 元

定位于景观设计的学术研究与设计实践的交
叉领域，探讨通过景观设计学途径，解决中国
和世界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新观念、新理论和新
方法；通过介绍和推广前沿景观设计实践，倡
导有助于实现美丽中国与美丽地球的新美学
和新文化；架设研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桥梁、
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引领当代景观设计学
科的发展。 本刊联合主办单位是北京大学。
本刊已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
收录。

生 命 科 学

２０９５－７５０５ （ｐ）
ＣＮ １０－１２０４ ／ 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农学
刘旭

邓秀新
季刊 １５００ 元

内容涵盖农业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各个分支，所
录文章包括综述论文、研究论文和学术快报三
大类，特别注重刊登农业科学与工程发展前沿
学科及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成果。 本
刊为中国工程院院刊，联合主办单位是中国农
业大学。 本刊已被 ＤＯＡＪ 收录。

７９



ＩＳＳＮ ／ ＣＮ 刊名 学科 主编 刊期 ２０１７ 年价格 期刊简介

１６７４－７９８４ （ｐ）
１６７４－７９９２ （ｅ）
ＣＮ１１－５８９２ ／ Ｑ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生物 宋洪军 双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２
１５００ 元

涉及领域主要包括基因组与蛋白质组学、神经
生物学、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子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生物医学、微生物学、免疫
学、植物学等。 本刊已被 ＣＡ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ＭＢｉ⁃
ｏｌｏｇｙ，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０２１７ （ｐ）
２０９５－０２２５ （ｅ）
ＣＮ１１－５９８３ ／ 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医学

陈赛娟
杨宝峰
陈孝平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６７
１５００ 元

主要报道领域包括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转化
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医疗卫生政策和中
医药学。 本刊为中国工程院院刊，联合主办单
位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本
刊被 ＳＣＩ，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ＳＣＯＰＵＳ，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
核心库等收录。

１６７４－８００Ｘ （ｐ）
１６７４－８０１８ （ｅ）
ＣＮ１１－５８８６ ／ Ｑ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Ｃｅｌｌ

生命
科学

饶子和 月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８４
１５００ 元

学科领域涉及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蛋白
质学、生物化学、发育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免
疫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科学、肿瘤
学等。 特别关注蛋白质和细胞研究的最新学
术成果和发展动向，发表的文章类型包括研究
论文、综述、新闻评论等。 本刊已被 ＳＣＩ，ＭＥＤ⁃
ＬＩＮＥ，ＢＩＯＳＩＳ，ＳＣＯＰＵＳ，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录。

２０９５－４６８９ （ｐ）
２０９５－４６９７ （ｅ）
ＣＮ１０－１０８２ ／ 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生物

张奇伟
汤　 超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１
１５００ 元

主要刊登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生物信息
学与计算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综
述、研究论文、实验技术与方法。 特别注重刊
登将创新理论与先进的实验技术相结合的论
文、前沿领域及其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成果。 本刊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由清华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和北京大学
定量生物学中心支持。 本刊已被 ＣＡ，ＯＣＬＣ
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核心库等收
录。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１６７３－７３２６ （ｐ）
１６７３－７４３１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６ ／ 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管理 毛基业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７
８４０ 元

主要刊登研究有关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论
文、评述和案例，涉及领域包括会计、金融与财
务、人力资源、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组织行为、
管理信息系统、营运管理、战略管理以及其他
交叉学科领域。 本刊联合主办单位是中国人
民大学。 本刊已被 ＥＳＣＩ，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和 ＳＣＯＰＵＳ
等收录。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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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３－３４４４ （ｐ）
１６７３－３５６８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４ ／ 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经济 田国强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８
８４０ 元

旨在发表经济学领域高质量的前沿研究成果，
欢迎经济学各个方向的理论性、实证性论文，
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中国发展、中国经济改
革领域及其他转型经济的论文。 刊物由高等
教育出版社和上海财经大学合作编辑出版。
本刊已被 ＥｃｏｎＬｉｔ，Ｅ － ＪＥＬ， ＥＳＣＩ， ＲｅＰＥｃ 和
ＳＣＯＰＵＳ 等收录。

１６７３－３４１Ｘ （ｐ）
１６７３－３５３３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１ ／ Ｇ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教育 顾明远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７９
８４０ 元

本刊通过反思和梳理中国教育文化传统、研究
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搭建
一个全球教育学者和其他学科学者共享的国
际学术平台。 本刊已被 ＥＢＳＣＯ， ＥＲＩＣ， ＥＲＡ，
ＥＳＣＩ 和 ＳＣＯＰＵＳ 等收录。

１６７３－３４０１ （ｐ）
１６７３－３５２５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０ ／ Ｋ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历史
王　 笛
原祖杰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８０
８４０ 元

致力于发表在中国历史学领域具有前沿意义
的高水平研究型文章及书评，旨在开启一扇展
示中国史领域优秀研究成果的窗口，架起一座
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进而不断提升中国史研
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本刊已被 Ｂｉｂｌｉｏｇ⁃
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ＢＳＣＯ， ＥＳＣＩ， ＯＣＬＣ
和 ＳＣＯＰＵＳ 等收录。

１６７３－３４２８ （ｐ）
１６７３－３５４１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２ ／ 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法学 朱景文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８１
８４０ 元

注重展示海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研究领域包括宪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行
政法、国际法等。 合作支持单位是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 本刊已被 ＥＳＣＩ，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 和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等收录。

１６７３－７３１８ （ｐ）
１６７３－７４２３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５ ／ Ｉ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文学 张旭东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８２
８４０ 元

论文涵盖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古代文
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文化研
究等。 让持有不同文化背景及学术趣味的中
外学者，在此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进而切实
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本刊已被 ＥＳＣＩ，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和 ＳＣＯ⁃
ＰＵＳ 等收录。

１６７３－３４３６ （ｐ）
１６７３－３５５Ｘ （ｅ）
ＣＮ１１－５７４３ ／ Ｂ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哲学
袁贵仁
韩　 震

季刊
邮发代号
８０－９８３
８４０ 元

致力于刊发反映国内外哲学界优秀学术成果
与最新进展的高水平文章，推动中外哲学思想
的沟通与交流。 刊发文章的形式包括研究性
论文、综述、书评、专题等。 本刊的学术合作支
持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本刊已被 ＥＳＣＩ，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ｉｔｉｅｓ Ｉｎｄｅｘ 和 ＳＣＯＰＵＳ 等收录。

９９


